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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铃虫核型多角体病毒 sod基因在大肠杆菌中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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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of HaSNPV sod gene in E．coli 

GAO Guo—hui．ZHANG Chuan—XI。 

(Institute ofApplied Entomology,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 1 0029，China) 

Abstract：The coding region of superoxide dismutase was amplified by using PCR method from 

Helicoverpa armigera single enveloped nucleocapsid nucleopolyhedrovirus(HaSNPV)C 1 genome．Th e 

PCR product was cloned into pGEM —T-easy vector and sequenced．Th e cloned coding region of 

HaSNPV SOD was inserted into the expression vector pETblue一2 to form the recombinant plasmid 

pETblue2／HaSNPV SOD and was then transformed into E．coli DE3 for expression．Th e SDS—PAGE 

an 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expressed recombinan t SOD accumulated up to 37％ of the total bacterial 

protein．The enzyme activity of HaSNPV SOD was assayed by Pyrogallol autooxidation method．Th 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revised enzyme activity of the expressed product in the total soluble protein was 

694 U／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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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 PCR方法从棉铃虫(Helicoverpa armigera)单粒包埋型核型多角体病毒 (HaSNPV) C1株基因组中扩增 

sod基因编码区，克隆到 pGEM—T-easy vector，测定了核苷酸序列。将基因编码区克隆到原核表达载体 pETblue2， 

构建了含表达质粒 pETblue2／HaSNPV SOD，转化大肠杆菌 DE3(BL21)进行 IPTG诱导表达。 SDS—PAGE分析 

表明 SOD 的表达量约为细胞总蛋白的 37％。邻苯三酚法测定表达蛋白活性，结果表明每毫克菌体可溶性总蛋白 

中表达产物校正酶活力单位为 694 U／mg。 

关键词：HaSNPV：Cu／Zn—SOD；原核表达；活性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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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氧化物歧化酶 (superoxide dismutase，SOD) 

是细胞体内歧化超氧阴离子 自由基 (O )的一个 

抗氧化酶，其性质取决于酶蛋白初级结构和活性部 

位结合的金属离子I‘’引。SOD按照活性部位金属离 

子不同分为 Mn—SOD，Fe—SOD和Cu／Zn—SOD三种， 

SOD在临床应用中，主要集中在抗辐射，抗肿瘤， 

抗衰老及自身免疫性疾病上，也被用于化妆品的添 

加成分 J。核型多角体病毒来源的 SOD的研究也已 

开展。已有研究者对苜蓿丫纹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 

(Autographa califomica nucleo polyhedro virus，Ac— 

NPV)，家蚕核型多角体病毒 (Bombyx mori nucleo 

polyhedro virus，BmNPV)及美国白蛾核型多角体病 

毒 (Hyphantria cunea nuclear poly—hedrosis virus， 

HcNPV)等杆状病毒 sod基因进行了基因分析或表 

达研 。棉铃虫 (Helicoverpa armigera)单粒包 

埋型核型多角体病毒 (HaSNPV)是属于杆状病毒 

科真杆状病毒亚科核型多角体病毒属的一个种，在 

棉铃虫的生物防治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我们已 

对 HaSNPV C1株 进行 了基 因组 全序 列 测 定 

(GenBank AF303o45)。其 中编码 sod基 因的 

ORF106位于以多角体蛋白基因翻译开始密码子 

(ATG)为原点的基因组的 100 487～100 966 bp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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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方向与多角体蛋白基因一致。HaSNPV 另一株系 

(G4)基因组全序列测定也表明存在 SOD 的编码 

基因I7J。但目前对该基因在棉铃虫核型多角体病毒 

生活史中的功能还不清楚，也未进行过表达和生物 

活性测定。本研究克隆和表达了HaSNPV sod基因， 

并进行生物活性测定，以期为用基因工程方法开发 

利用这一 SOD 资源提供依据，也为 sod基因在 

HaSNPV和其它杆状病毒的生物学功能研究和相关 

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提供条件。 

l 材料和方法 

1．1 病毒基因组、菌株和质粒 

HaSNPV C1基因组、大肠杆菌菌株 TG1、 

Novablue和 BL21(DE3)由浙江大学应用昆虫学 

研究所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保存，载体 pGEM．T-easy 

vector为 Promega公司产品，pETblue2表达载体系 

统为 Novagen公司产品。 

1．2 工具酶与其他生化试剂 

dNTP、 Taq DNA 聚 合 酶 、 IPTG、 DNA 

MARKER2000、X—Gal和各种 限制性 内切 酶为 

Takara公司产品，T4 DNA连接酶为 Promega公司 

产 品 ，琼脂 糖凝 胶 、低熔 点胶 琼脂糖 凝胶 为 

Gibco—BRL公司产品，DNA纯化回收试剂盒购于 

上海博亚生物工程公司，RNase为 Sigma公司产 

品，中分子量标准蛋白为上海 Promega公司产品， 

牛肝组织 SOD由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和生物化学 

研究所吴祥甫研究员馈赠 。邻苯三酚系国产分析 

纯 。 

1．3 引物设计 

引物根据我们已测定的HaSNPV C1株基因组 

全序列设计 ，5 端 F 引物序列为：5 一ATGAAA 

GCTATTTGTA一3 ，5 端引入酶切位点 EcoR I。3 

端 R引物序歹0为：5 一TT芦 TTI’ACAGAAGCC一3 ， 

引入酶切位点 Hind III。引物由上海生物工程公司 

合成。 

1．4 PCR扩增目的基因片段 

以HaSNPV Cl株基因组DNA为模板进行PCR 

反应，反应条件为 94~C预变性 3min后，加入 Taq 

DNA聚合酶，再 94℃变性 lmin，55℃退火 1min， 

72℃延伸 lmin，30个循环，最后 72~C延伸 10min。 

PCR产物用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1．5 目的基因片段克隆、序列测定和分析 

将 PCR扩增的目的基因片段亚克隆到 pGEM~ 

一 T easy vector上，转化到大肠杆菌 TG1里，在 LB 

平板 (含 X—gal，IPTG，Amp50pg／mL)上通过蓝 

白斑筛选，挑取白斑，在 3mLLB培养液 (含 amp) 

振荡培养过夜，快速抽提质粒 DNA和酶切鉴定。 

并进行 DNA序列测定确证。序列测定由上海博亚 

生物工程公司完成。 

1．6 重组表达载体的构建 

用 DR I和 Hind III双酶切下目的基因片段， 

通过 DNA 回收纯化试剂盒回收，并进一步将 目的 

片段克隆到表达载体 pETBlue2上，转化到克隆宿 

主菌 NovaBlue，在 LB平板 (含 IPTG和 x—GAL， 

Amp，Kan)上培养，挑取白斑，抽取质粒，酶切 

鉴定该重组质粒，酶切确定目的基因已经克隆到该 

表达载体上。抽提质粒 DNA，转化到表达菌株 DE3， 

具体操作参考 pETblue2系统介绍手册方法进行。 

1．7 sod基因在大肠杆菌中的表达 

含重组质粒的DE3菌株经过活化，3mL LB液 

体培养基中加 lO01aL含重组质粒的 DE3菌液，加 

入 Cu 至终浓度为 50pmol／L，Znz+至终浓度为 

20pmol／L，37℃，220r／min振荡培养至 ODe00值为 

0．5左右，加入 IPTG至终浓度为 1rnmol／L，诱导表 

达，5h后收集菌体，溶于 501uLTE，用 pETblue2／DE3 

做对照。菌体溶液用超声波破碎，10 000r／min离心， 

取上清，加上样缓冲液，100℃沸水处理 10min， 

12．5％SDS一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并考马斯亮蓝染色 

进行检测。薄层扫描仪扫描测定目的蛋白在细胞可 

溶性总蛋白中的含量。 

1．8 SOD活性测定 

参考文献L9 UJ利用邻苯三酚法测定 SOD活性。 

SOD活性测定在 25℃下，反应液总体积 9mL，其 

中 4．5mL100mmol／L的 Ths—HC1(pH8．2)，4．1mL 

重蒸水，0．3mL的 7mmol／L邻苯三酚溶液 (对照管 

用 10mmol／L盐酸代替)，在 420nm 的分光光度计 

中，测定其 自氧化速率。在同样量的邻苯三酚中加 

入 SOD粗酶液，减少相应蒸馏水体积，测定加入的 

酶液量抑制邻苯三酚 自氧化速率，以宿主菌 DE3 

作对照。根据如下公式计算酶的活性。 

一 一  ⋯  ⋯ 积× 单位活力体积(U／mL)：—— 墅 一．二：：：：×反应液总体积× 婆堕登堡 
50％ 。 ⋯ ⋯ 样液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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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测定2种样液对邻苯 三酚自氧化速率的抑 
制作用，计算活性。菌液总蛋白浓度利用 PE蛋白 表 1 大肠杆菌表达的HaSNPV SOD的酶活测定 

核酸测定仪测定。 Table 1 Enzyme activity assay of HaSNPV SOD expressed in 

2 结果 

2．1 目的基因片段的PCR扩增 

以HaSNPV C1株基因组为模板，扩增 目的基 

因片段，将 PCR扩增片段克隆到 T载体上，并进 

行序列测定，所测序列结果与我们已测的基因组全 

序列中相应 sod基因编码区序列完全一致。 

2．2 HaSNPV sod基因的表达 

用 EcoR I和 Hind III切下目的基因片段，并将 

片段克隆到表达载体pETBlue2。进而把重组表达质 

粒转化到表达宿主大肠杆菌 BL21(DE3)里，在终 

浓度为 1mmol／LIPTG诱导下进行表达。SDS—PAGE 

电泳检测结果表明，在 18kDa附近有一条很明显的 

表达条带 (图 1)。对图 1进行薄层扫描分析表明， 

表达的 目的蛋 白占大肠杆菌总可溶性蛋 白的约 

37％。通过对菌体裂解液上清和沉淀的 SDS—PAGE 

电泳，发现沉淀和上清都有很明显的条带，说明部 

分表达产物以包涵体形式存在。 

kDa 

97．4 

66．2 

42．7 

31．0 

14．4 

图 1 HaSNPV sod基因在大肠杆菌 BL21中的表达 

Fig．1 Expression of Sod gene of HaSNPV C 1 in E．coli BL2 1 

1，protein marker；2，BL2 1；3，BL2 1 transformed with pETblue2／HaSNPV 

SOD，induced with IPTG．The expressed band is indicated with an alTOW~ 

2．3 表达产物 SOD活性的测定 

分别将收集的各处理菌液破碎离心所得上清 

液稀释成三个浓度梯度，各重复测五次，求各样品 

所测结果的平均值 (表 1)。结果表明，pETblue2 

SoD／DE3在IPTG诱导下表达的菌体可溶性总蛋白 

SOD酶活力为 856．20U／mg，对照 DE3株宿主菌可 

溶性总蛋白SOD酶活力为 161．78U／mg。校正后结 

果表明每毫克菌体可溶性总蛋白中表达产物酶活 

力单位为 694．42 U。如按菌液体积计算，诱导表达 

的产物具有 SOD活性为 790．9 U／mL菌液。 

E col 

3 讨论 

对HaSNPV C1株 SOD的序列分析和同源比较 

结果表明，氨基酸序列中具有与其他生物来源的 

Cu／Zn SOD的类似序列，具有 Cu／Zn配位组氨酸 

motif和酶的活性的其他 motif。与人 Cu／Zn SOD氨 

基酸序列同源性为 49％。因而可以确定 HaSNPV 

SOD属于一种 Cu／Zn SOD。对于杆状病毒的 SOD 

在病毒生活史中的功能还不清楚。杆状病毒的 sod 

基因最早发现于 AcMNPV 的基因组 。至今除 

EppoMNPV 的基因组中未发现 sod基因外，其它基 

因组已完全测定的 l8种杆状病毒包括核型多角体 

和颗粒体病毒均存在 sod基因，而且该基因序列十 

分保守，在杆状病毒中同源性很高，氨基酸序列同 

源性均大于51％。有的病毒如 SIMNPV(Yanase and 

Kawarabata，AFl43953)的SOD与 AcMNPV的SOD 

氨基酸序列甚至完全一样，HcNPV 的 SOD161与 

BmNPV的 SOD序列也完全一致。sod基因在杆状 

病毒普遍存在以及序列的这种保守性，提示 SOD 

在杆状病毒生活史中可能起一种特殊的作用。但病 

毒编码的SOD在 AcMNPV感染的细胞中并没有被 

检测到l4l，而且 sod突变对病毒在细胞和幼虫体内 

的复制也看不出有影响。但近年有研究表明Il例，草 

地贪夜蛾 (Spodoptera frugiperda)细胞 Sf-9和粉 

纹夜蛾 (Trichoplusia ni)细胞 Tn．5B1．4本身编码 

有 MnSoD 和 Cu／=乙nSoD，可以使细胞内氧 自由基 

(O2 )转化为过氧化氢 H2o2，过氧化氢进而被抗 

坏血酸过氧化物酶(APOX)转化为水 H20。两种细胞 

在被AcMNPV感染 96h后，细胞 MnSOD和 APOX 

活力没有明显下降，但两种细胞 Cu／ZnSOD活力分 

别下降至未感染前的 26％和 4％水平。与之相随的 

是细胞氧化的压力增加，包括脂过氧化氢物 (1ipid 

hydroperoxides)和蛋白羧化物增加，细胞生活力下 

降，其很可能是病毒感染最终导致细胞死亡的原因 

之一Il11。我们有理由认为，昆虫被杆状病毒感染后， 

体内抗氧化防御系统 Cu／ZnSOD受损，而病毒本身 

编码的 Cu／ZnSOD可能可以发挥作用，延缓细胞被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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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感染后过早死亡，从而有利于病毒的扩增。实 

际上除杆状病毒外，还有许多其它病毒也编码有 

sod基 因。 

超氧化物歧化酶是一种利用价值很高的酶。杆 

状病毒编码的sod基因，没有内含子，DNA提取较 

为方便，种类也较多，资源丰富，因此对其进行表 

达研究不仅在病毒分子生物学研究方面具有理论 

意义，而且其生物工程产品也有潜在的医药和农业 

利用前景。本文首次将 HaSNPV sod基因在大肠杆 

菌里进行高效表达，表达产物有较高的SOD活性。 

考虑到本实验表达产物很多是以包涵体形式存在， 

我们仅测定了可溶性部分蛋白的 SOD 活性。相信 

如果同时对包涵体进行回收复性，活性单位会有较 

大的提高。我们将进一步对 HaSNPV SOD进行纯 

化和利用研究，同时研究其在病毒生活史中的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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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能源、水利、土地管理、旅游、经济、人口、生物、地理等学科部门的科技人员、决策与管理人员、 

高等院校师生都很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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