
第 18卷 4期 

2003年 8月 

中 国 病 毒 学 

VIR0L0GICA SINIGA 

18 (4)：348— 351 

August 2003 

棉铃虫核型多角体病毒朝鲜分离株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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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Korean isolate was studied on the shape and structure，structural polypeptide，restriction 

pattern．Diameter of polyhedron is 0．36~1．3Um，size of virion is 326 am × 69nm．Assayed by 

SDS—PAGE，polyhedron of Korean isolates contained a single polypeptide whose molecular is 28．7kDa． 

genome is 1 30．1 8kb．Genome digested by BamH I，EcoR I，Hind III and Pst I，map attained is very 

similar to the other isolates repo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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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充分利用棉铃虫核型多角体病毒 (Helicoverpa armigera，HaSNPV)资源 ，为开展害虫生物防治提供依 

据 ，对首次在朝鲜分离到的棉铃虫核型多角体病毒进行了研究。本文从形态结构，结构多肽。核酸 限制性 内切酶 

图谱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多角体直径 0．36—1．3pm，平均 1．02pm，病毒粒子大小为 326 nm×69nm。经 SDS—PAGE 

分析，棉铃虫核型多角体朝鲜株多角体蛋白为一条带。多角体蛋白分子量为 28．7kDa。棉铃虫核型多角体朝鲜株 

基因组经 BamH I，EcoR I,HindlII和 Psi I消化后 ，得到的内切酶图谱表现，与 已报道的几个分离株 比较类似。 

分子大小均为 130．18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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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铃虫 [Helicoverpa(heliothis)armigera]是棉 

花、玉米、烟草、辣椒、番茄和小麦等经济作物的 

大害虫 【1' 。世界上第一个病毒杀虫剂一美洲棉铃 

虫 (H．zea)核型多角体病毒杀虫剂的研究成功，极 

大地推动了棉铃虫核型多角体病毒地研究和开发。 

棉铃虫核型多角体病毒依据病毒粒子含核衣壳 的 

多少在形态学上可分为单核衣壳型 (SNPV)和多 

核衣壳型 (MNPV)、并有许多不同的地理分离株 。 

国内外一些学者就几个分离株从形态结构、多 

角体蛋白和病毒粒子结构多肽特性、核酸内切酶图 

谱等方面分别作过一些报道【3 】。 

为了充分利用棉铃虫核型多角体病毒资源 ，为 

开展害虫生物防治提供依据 ，对首次在朝鲜分离到 

的棉铃虫核型多角体病毒进行了研究。 

l 材料和方法 

1．1 病毒分离株 

棉铃虫核型 多角体朝鲜株 由朝鲜农业科学院 

植物保护研究所姜柱成教授提供。 

1．2 多角体的纯化和 电镜观察。 

1．2．1 多角体的纯化：病毒材料感染中国棉铃虫健 

康幼虫，收集典型病死虫，匀浆，差异离心 3次后 

加 SDS至终浓度 1％，30℃处理 0．5h，30％～60％ 

蔗糖梯度 3000r／m 离心 1h，收集多角体带，蒸馏水 

洗两次，用 TE缓冲液 (pH7．4)配成 50mg／mL 悬 

液。 

1．2．2 电镜观察：多角体悬液直接滴于铜网通过透 

射 电镜 进 行 观 察 。病 毒 粒 子 经碱 解 液 (0．1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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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a2CO3，0．17mol／LNaCl，1mmol／L EDTA，pH11．0) 

碱解 5—20min后制样，2％PTA 负染，在透射电镜 

下观察并照相。 

1_3 多 角体 蛋 白及病毒 粒 子结构 多肽 的 SDS— 

PAGE分析 

1．3．1 多角体蛋白提纯：多角体悬液 70~C保温 2h， 

加入等体积碱解液，冰浴 10 rnin，稀醋酸调至 pH 

=7．8，20000g，4℃离心 30min，上清液过 1．5×40Cm 

Sepharase 6B 层 析 柱 ，0．01 mol／L 硼酸 缓 冲液 

(pH8．9)洗脱，XZ一85—1型核酸蛋白检测仪监测， 

收集第二峰。 

1．3．2 病毒粒子的提纯：多角体悬液加等体积碱解 

液于 1O℃作用 15—20min，0．5mol／L乙酸调至 pH8．0， 

4000g离心 10min去除未碱解物，上清液 60000g离 

心 30min，沉淀悬浮于 TE缓冲液 (pH7．8)，20％ 

～ 60％蔗糖线性梯度 60000g离心 1．5h，收集白色病 

毒粒子带，TE缓冲液 (pH 7．8)洗 2—3次。 

1．3-3 SDS—PAGE分析：各样品点样前 100℃水浴 

3min，恒压 80V，电泳 5h。 

1．4 基因组 DNA的提取及限制性内切酶分析 

基因组 DNA 的提取参考文献 [123方法，略 

有改进。纯净的多角体悬浮于 TE缓冲液 (pH 8．0)， 

加等体积碱解液处理，37~C 2h，再加入 Proteinase K 

(20mg／mL)51aL，37℃ 30min，碱解产物经平衡 

酚抽提 3次，氯仿 ：异戊醇 (24：1)抽提一次后， 

用 ddH2O透析 48h，纯化的 DNA置 4℃保存备用。 

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其浓度。 

2 结 果 

2．1 朝鲜分离株多角体及病毒粒子的形态结构 

朝鲜分离株 多角体在透射 电镜下均为不规则 

多边形或卵圆形颗粒。多角体直径 0．7lam～2lam(图 

1)。多角体碱解 5min后制样电镜观察，可见多角 

体膜 内留存lam 许多病毒粒子。碱解 20min后，多 

角体完全溶解，释放出大量的病毒粒子 (图 2)。病 

毒粒子均为杆状，两端钝圆，大小为326 am×69nm， 
～

端均有帽状突起。 

2．2 多角体蛋白及病毒粒子结构蛋白 

经 7O℃ 2h灭活多角体 内源碱性蛋白酶后，分 

离株多角体蛋 白经 12％ SDS—PAGE分析，表现为 
一

条带。(图 3)多角体蛋白分子量为 28．7kDa。分 

离株病毒粒子结构多肽经 12％ SDS—PAGE分析结 

果见图4，分子量列表 1。 

图 l 棉铃虫核型多角体病毒朝鲜株 的多角体 

Fig．I Polyhedral body of Korean NPV isolate 

图 2 经碱解 的分离株的朝鲜分离株病毒粒子 

Fig．2 Viron in Korean NPV isolated 

图 3 分离株多角体蛋白 SDS．PAGE分析 

Fig．3 SDS—PAGE of Heliothis NPV polyhedrin 

M ，Protein marker；1，Polyhedrin pro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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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分离株病毒粒子结构多肽 SDS—PAGE 

Fig．4 SDS—PAGE of Heliothis NPV structural polypeptide 

M，Protein marker；1，Structural polyptide 

表 1 分离株病毒粒子结构多肽分子量 

Table 1 M olecular weight of the structural polypeptides of 

Heltothis NPV isolates 

2-3 限制性内切酶图谱 

用 BamH I，EcoR I，Hind III，Pst I消化分离 

株 DNA，经 0．7％琼脂糖凝胶 电泳，所得图谱见图 

5。各片段的分子量见表 2。 

图 5 分离株 DNA 的限制性内切酶图谱 

Fig．5 HaSNPV DNA digested with restrictive enzyme 

M． DNAIHindIII M arker,l，BamH I；2，EcoR I；3，Psi 4，HindllI 

表 2 分离株 DNA酶切片段的分子量 (kb) 

3 讨论 

棉铃虫属害虫是一类杂食性的世界性大害虫。 

受害作物种类之多，经济损失之重，近年来颇受人 

们的关注。化学农药的用量愈来愈大，而害虫的危 

害并没有随着农药施用量的增加而减少。农药施用 

量的增加造成环境污染和人体的伤害。由于抗性害 

虫的产生，天敌控害作用的锐减，反而造成危害 日 

益猖獗。在中国研究开发了棉铃虫病毒 (NPV)杀 

虫剂【l J，而且得到广泛应用。 

棉铃虫病毒 (NPV)杀虫剂，是一种安全有效 

的微生物杀虫剂，不导致害虫产生抗性，对人畜安 

全，不污染环境，是一种很有发掘潜力的生态控制 

手段。对病毒的形态、大小和结构的研究是病毒资 

源充分利用和开展害虫生物防治的基本依据之一。 

根据过去研究 【3】的棉铃虫核型多角体来看，多 

角体的大小都不一样 。中国棉铃虫核型多角体的直 

径 0．46—1．82Mm，平均 1．08Mm；美洲棉铃虫核型多 

角体的直径 0．38—1．221am，平均 0．761am，说明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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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棉铃虫核型多角体的大小有差异。病毒粒子的大 

小也有差异。中国棉铃虫核型多角体病毒粒子的大 

小 340 nm×79nm，美洲棉铃虫核型多角体病毒粒 

子的大小为 371 nm×68nm。本人研究的朝鲜棉铃 

虫核型多角体的大小为 0．7—21am，其病毒粒子的大 

小为 326 nm×69nm，相比上述的中国棉铃虫核型 

多角体和美洲棉铃虫核型多角体有一定的差异。从 

这一 点可见从各地区分离的分离株的多角体和病 

毒粒子的大小都不一样 。 

多角体蛋白用 SDS—PAGE 分析时和其他分离 

株的多角体蛋 白一样为一条带，但其分子量有差 

异 。 中 国棉 铃 虫核 型 多 角 体 蛋 白的分 子量 为 

28．75kDa，美洲棉铃 虫核型多角体蛋 白分子量为 

28．5kD，朝 鲜棉 铃 虫核 型多 角体 蛋 白分子量 为 

28．7kD 。 

中国内外一些学者在研究 HaSNPV 的基因组 

结构时，发现不同地理分离株之间的 DNA 限制性 

内切酶图谱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即使同一个地 

理分离株不同的研究者得到的结果也不尽相同。 

棉铃虫核型多角体病毒朝鲜株的 内切酶 图谱 

与已报道的几个分离株的内切酶图谱 比较类似，但 

基因组大小、带数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根 

据表 2的酶切图谱分析，朝鲜分离株 EcoR I酶切 

图谱发现有一条 1．5kb(U 片段 )的分离片段，而 

这在中国分离株  ̈中并未发现，这就有待于基因组 

结构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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