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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eriplaneta fuliginosa densovirus(pfDNV)was found in China at the first time，has been 

classified into the subfamily Densovirinae in Parvoviridae．However,Which genus that it be longs to has 

not yet been determined and is the focus of the present work．Recent advances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pfDNV include two aspects：the sequence of the complete genome of the virus an d the three- 

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virus at the resolution of 23A using the techniques of cryo—electron 

microscopy and image reconstruction．W ith these data．pfDNV is extensively compared in the present 

WOrk with other Parvoviruses with respect to the characteristics 0f the genome organisations an d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s．Our results do not support the current classification of pfDNV．Therefore， 

a suggestion is made to reclassify pfD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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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黑胸大蠊浓核病毒(pfDNV)是在我 国首先发现并正式分类鉴定的蟑螂浓核病毒。该病毒属细小病毒科 

(Parvoviridae)，浓核病毒亚科(Densovirinae)。但对该病毒的归属问题却一直没有确定，本文对此予以探讨。pfDNV 

的最新研究进展包括两个方面：全基因组核苷酸序列的测定，以及利用低温 电镜技术和像重构方法对该病毒的三 

维重构(分辨率 23 A)。在此基础上，本文将 pfDNV与其它病毒在基因组结构和三维结构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对比 

分析，其结果并不支持 目前对 pfDNV的分类，因此建议对该病毒重新进行分类。 

关键词：蟑螂浓核病毒(pfDNV)；分类；基因组结构；三维重构 

中图分类号：$85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25(2003)05—0486—06 

根据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ICTV)第 VI1次报告 
¨J

， 细小病毒科分设两个亚科，即细小病毒亚科 

(Parvoviridae)和浓核病毒亚科 (Densovirinae)。而 

浓核病毒亚科下设 3个属分别是：(1)浓核病毒属 

(Densovirus，DNV)，其代表种为鹿眼蛱蝶浓核病毒 

(JcDNV)；(2)相同病毒属 (Iteravirus)，代表种为家 

蚕 浓 核 病 毒 (BmDNV)； (3) 简 短 病 毒 属 

(Brevidensovirus)，代 表种 为埃及伊蚊 浓核病 毒 

(AaDNV)。浓核病毒亚科病毒成员感染节肢动物， 

主要是昆虫。习惯上把脊椎动物细小病毒简称为细 

小病毒，而把无脊椎动物细小病毒称为浓核病毒【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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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细小病毒的研究比较深入，其分类也比 

较清楚。然而，对浓核病毒的探讨，基本上还停留 

在对病毒基因组结构的分析上，远远落后于对细小 

病毒的研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浓核病毒的 

精确分类鉴定。现已发现的浓核病毒有 30多种，但 

正式分类鉴定的只有将近 20种 J。在基因组结构差 

异较大的情况下，病毒衣壳的三维结构可以给昆虫 

细小病毒的系统分类提供依据，作为系统分类的补 

充。这也是本文讨论蟑螂病毒分类的基点之一。 

黑胸大蠊是我国蟑螂种类中的优势种，在我国 

分布最广。1990年，武汉地区出现大量蟑螂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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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胡远扬等人从死亡的黑胸大蠊体内分离出一 

种非包涵体病毒，并于 1991年首次对该病毒进行 

了报道l5J，使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正式分类鉴定的 

蟑 螂 浓 核 病 毒 l6】。 该 病 毒 属 细 小 病 毒 科 

(Parvoviridae)，浓核病毒亚科 (Densovirinae)，但 

对其归属问题却一直没有确定。而在 ICTV第 VI1 

次报告中，将 pfDNV 划为浓核病毒亚科，简短病 

毒属(Brevidensovirus)的暂定种  ̈J。现在我们已经 

完成了对该病毒基因组全序列的测定 以及基因组 

结构的分析[8’91，在分子水平上为该病毒的分类与 

鉴定提供了依据。而 pfDNV三维结构的测定『1叫又 

为其分类提供了一个新的结构依据。本文将通过 

pfDNV 与其它细小病毒在核苷酸序列同源性、 编 

码蛋白同源性以及基因组结构上的比较分析， 再 

结合其三维结构的特点，从分子水平对该病毒的分 

类提出新的阐述。 

1 材料和方法 

1．1 pfDNV 的分离与纯化 

pfDNV病毒粒子由本室分离、增殖和保存。提 

纯方法参见文献【 m】。 

1．2 pfDNV 的基因组结构分析 

所有 DNA数据处理均在计算机上进行。序列 

测定所得各个片段的连接，可读框和特征序列查 

找，ssDNA末端二级结构预测，结构蛋白 VPI三 

级 结构 预测 ， 同源性 比较 等 由软 件 DNASIS， 

DNAstar,RNAstructure，EM BOSS Program plotorf, 

BLAST完成。 

1_3 pfDNV的三维结构测定 

利用400kV的JEOL4000低温电镜对快速冷冻 

的包埋在无定形冰 中的 pfDNV 病毒粒子在放大 

60000倍数下，样品温度为一168~C，电子剂量为 

~6elec仃oIl／A2／s的条件下成像。对同一区域拍摄 2 

张照片，欠焦量约为 1~21am，即所谓欠焦对。 

从大欠焦照片中框取了380个病毒颗粒，并利 

用 自身等价线的方法确定了这些颗粒的中心和取 

向。然后建立模板，用模板精修每个颗粒的中一5,~tJ 

取向。经过几次循环，最后的三维结构是从 380个 

pfDNV颗粒中选取的 182个颗粒重构获得。pfDNV 

的三维重构图的有效分辨率为 23 A。 

2 结果与讨论 

2．1 pfDNV的基因组结构分析 

目前黑胸大蠊浓核病毒(pfDNV)全核苷酸序 

列的测定已经完成L8 J，基因组序列已提交 GenBank 

(AF1 92260)。利用 EMBOSS Program plotorf软件， 

以 ATG为起始密码，TAA、TAG、TGA为终止密 

码，对 pfDNV 基因组正负链进行阅读框查找，如 

图 1所示，pfDNV共有 7个较大的阅读框(oPt)。正 

链有4个大的阅读框(ORF1，ORF2，ORF3，ORF4)， 

分别编码 33、 62、13、3lkDa蛋白。负链上也有 3 

个大的阅读框(ORF5，ORF6，ORF7)，分别编码 26、 

63、20kDa蛋白。正负链上的 ORF均集中在所在 

DNA链的 5’端一侧。并且有基因重叠现象存在。 

1000 l~／lce1000 2000 ~ uence 

1000 2000 S~lUence 30OO 4OOO 5000 

1000 2000 semK jU删 q一删 )I从 ， 

图 1 pfDNV基因组开放阅读框的分布图 

Fig．1 The ORFs organisation of the pfDNV genome 

这种基因组结构与Densovirus的基因组机构十 

分相似，对 Densovirus的代表种大蜡螟浓核病毒 

(GmDNV)的阅读框进行了查找。结果如图2所示， 

该病毒两条 DNA 链上都含有开放阅读框，右边含 

有 一个开放阅读框(ORF1)编码所有的四种结构蛋 

白，左边含有三个开放阅读框(ORF2，ORF3和 

ORF4)编码非结构蛋白，正负链都具有 ORF，并且 

都集中在 5’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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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GmDNV基因组开放阅读框的分布图 

Fig．2 The ORFs organisation of the GmDNV gen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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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ICTV第 VI1次报告⋯，浓核病毒亚科 3 

个属内已确定的种只有 5个：鹿眼蛱蝶浓核病毒 

(JcDNV)、大蜡螟浓核病毒(GmDNV)、家蚕浓核病 

毒(BmDNV)、埃及伊蚊浓核病毒(AaDNV)以及白斑 

伊蚊浓核病毒(ADNV)。其它均为暂定种。浓核病 

毒在基因组结构上与细小病毒存在较大的差别，并 

且不同的浓核病毒之间也存在基因组结构的多样 

性。通常脊椎动物细小病毒基因组有两个主要的阅 

读框，位于同一条 DNA链上。而无脊椎动物细小 

病毒的正链和负链上都含有开放阅读框，左边的开 

放阅读框编码非结构蛋白，右边的开放阅读框编码 

结构蛋白 。图3显示浓核病毒三个代表属的基 

因组结构。而图 4为 pfDNV的基因组结构与其它 

细小病毒的基因组结构进行对比分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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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浓核病毒亚科的基因组结构 

Fig．3 The genome organisation of Densovirin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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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pfDNV与细小病毒基因组结构的对 比分 

Fig．4 Comparisons of the genome organisations of pfDNV 

and other Parvoviruses 

2．2 pfDNV基因组编码蛋白的分析 

借助BLAST程序输入pfDNV基因组编码的蛋 

白，然后在 NCBI蛋白数据库进行同源性搜索，其 

结果显示于图 5所示。ORF2编码蛋白 C端序列 

(aa379—478)虽与细小病毒的 NS一1蛋白有很高的同 

源性，但与浓核病毒的同源性更高。这段序列是所 

有细小病毒 NS一1蛋白的 GKRN 高保守区，行使 

NTP—binding功能 。 

NYLDRRIPKLNAFLI ISPPSGGKNFFFDMIFGLLLSYGQLGQANRHN- 

NVLDRRIPKLNAFLIISPPSAGKNFFFDMIFGLLLSYGQLGQANRHN- 

EILEKKHQKTNTFQIVSPPSAGKNFFIETVLAFYWNTGVIQNFNRYN- 

I IKPKRYKKINGMVLEGITNAGKSLILDNLLA—MVKPEEIPRERDNS— 

I IKTKRYKKINGMVLEGITNAGKSLILDNLLA—MVKPEE工PRERDNS— 

PfDNV ORF2(aa3 7 9—4 7 8)NVLERKLPKCNTICVWSPPSAGKNFFFDVYLHYLMNYGQLGIMNKTN— 

AAV一2 

Bl 9V 

BpV 

PpV 

NS1(aa318—415 

NSl(aa303—400 

NS1(aa2 94—3 91 

NS1(aa382—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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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LSKKTGKRNSTLFYGPASTGKTNLAKA工CHAVGLYGCVNHNNK⋯  

CVLNRQGGKRNTILFHGPASTGKS工一一一IAQHIANLVGNVGCYNAANV 

LFAFQEAPNKRVLLWNEPNYESSLTDT工KMMFGGDpYTVRVKNRMDAHVKRTP 

LFAFQEAPNKRVLLWNEPNYESSLTDT工KMMFGGDPYTVRVKNRMDAHVKRTP 

NFPLMEAVNRRVNYWDEPNFEPDATETLKKLFAGTSLKATVKFQKEANVQKTP 

GFHLDQLPGAGSVLFEEPMITPVNVGTWKLLLEGKTIKTDVKNKDKEP工ERTP 

GFHLDQVPGAGS工LFEEPM工TPVNVGTWKLLLEGKT工KTDVKNKDKEP工ER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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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pfDNV的 ORF2编码蛋白与其它细小病毒的同源性比较 

Fig．5 Comparisons for homology between ORF2coding protein and other Parvoviruses 

DsDNV：Diatraea saccharalis DNV；JcDNV：Junonia coenia DNV；BmDNV：Bombyx mori DNV；AIDNV：Aedes albopictus DNV；AaDNV：Aedes aegypti 

DNV；ptDNV：Periplanetafuliginosa dDNV；AAV：Adeno-associated virus；B19V：BI9 virus；BPV：Bovineparvovirus；PPV：Porcineparvovir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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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据这段保守序列绘制的进化树图中可以 

看出 pfDNV 与其它浓核病毒比脊椎动物细小病毒 

有更近的亲缘关系(图6)。在正链编码的其它蛋白 

中，ORF1编码蛋白与DsDNV的NS．3蛋白有一定 

的同源性(图略)，同时在 ORF1编码蛋白中发现两 

个 可能 的 CXXC 锌指结 构保守区(145．148， 

aa197．200)。ORF4编码蛋白仅发现与 JcDNV 的 

ORF3编码蛋I~t(NS蛋白)有一定的同源性(图略)。 

图6 pfDNV与其它细小病毒的系统进化树 

Fig．6 The evolution tree of pfDNV and other Parvoviruses 

DsDNV： Diatraea saccharalis DNV： JcDNV： Junonia coenia DNV 

BmDNV：Bombyx mori DNV；AIDNV：Aedes albopictus DNV；AaDNV 

Aedes aegypti DNV；pfDNV：Periplaneta fuliginosa densovirus；AAV 

Adeno—associated virus；B19V：B19 virus；BPV：Bovine parvovirus；PPV 

Pom ine parvovirus． 

2．3 pfDNV核苷酸序列同源性 

将 pfDNV 正负链核苷酸序列分别与其它细小 

病毒有义链进行同源性比较，发现在编码 VP蛋白 

PGY保守区以及NS蛋白GKRN保守区的核苷酸序 

列之间有一定的同源性，其中，与 JcDNV 同源性 

最高(57％)。利用 DNASIS软件将 pfDNV负链与携 

带 ORF1的JcDNV DNA链进行核苷酸同源性比较 

并绘制序列点阵图(Dot matrix plot)，参数设定为 

(plotting mode；left up；check size；100nt；matching 

size；50)，结果见图7。除 PGY和 GKRN保守区所 

图7 pfDNV与 JcDNV的序列点阵图 

Fig．7 Th e lattice distribution of pfDNV and JcDNV 

对应的点外，pfDNV负链编码区所对应的核苷酸序 

列和 JcDNV 结构蛋白所对应的核苷酸序列之间存 

在多个片段的同源区。 

2．4 pfDNV结构蛋白 VP1的三级结构预测 

随着低温冷冻电镜技术，x射线衍射技术和计 

算机辅助模拟的介入，为人们对细小病毒衣壳蛋白 

二级结构和空间结构的研究提供 了更为直观的手 

段。 目前犬细小病毒(CPV)̈引，猫肠炎细小病毒 

(FPV)IH】，以及小鼠细小病毒(MMV)osl的晶体结构 

已经在接近原子水平的分辨率上得到阐明。这三种 

细小病毒的衣壳蛋白由VP1，VP2和 VP3组成，所 

有 60个亚基排列在 T=I的二十面体衣壳上，每个 

亚基均含有相同的 8个标准抗平行 I~-barrel基元。B 

链上长的loop结构(1oopl，2,3，4)形成 绝大部分亚单 

位之间的连接，并且决定了病毒衣壳表面的构像。 

大蜡螟浓核病毒(GmDNV)~维结构也在近原子分 

辨率上得到阐述【1刚。它的衣壳蛋 白也含有这种 

I~-barrel基元，其结构与脊椎动物细小病毒很类似。 

了解同源家族中某些蛋白的结构后，就可以预 

测其他一些序列已知而结构未知的同源蛋白质的 

结构。细小病毒家族中的许多成员的三维结构都已 

在原子分辨率上得到阐述，这为我们对蟑螂浓核病 

毒衣壳蛋白的三级结构预测提供了依据。 

通过对待模建的蛋白质序列与模板蛋 白序列 

进行比较，如果序列同源性大于 30％，则它们的结 

构可能属于同一族，应该有类似的结构。我们用 

SDS．PAGE电泳法对 pfDNV 的衣壳蛋白进行了分 

析I6】，并用凝胶成像系统分析软件对各蛋白质在衣 

壳中所占比例进行了计算，确定 VP1为 pfDNV的 

主要结构蛋白。须要说明的是，在显示 pfDNV 的 

SDS．PAGE分析结果时IoJ，把分子量最小的蛋白质 

设定为VP1，而在 GmDNV 中却是把分子量最小的 

蛋白质设定为 VP4。所以pfDNV中的 VP1应对应 

于 GmDNV 中的 VP4。这个结果与浓核病毒中分 

子量最小的蛋 白质是构成衣壳的主要结构蛋 白相 
一

致。用 GmDNV的 VP4与 pfDNV 的VPl进行序 

列同源性比较，发现他们的同一性为 30．3％。因此 

认为pfDNV的VP1与GmDNV的VP4有类似的三 

级结构。图8为 pfDNV衣壳蛋白VP1的三级结构 

预测示意图。结果显示在 pfDNV 中，其衣壳也是 

由在许多其它病毒衣壳蛋白中都有的8个标准抗平 

行 13-barrel基元组成。这种 13-barrel结构在衣壳表面 

是主要的结构形式，每个多肽中大约有 l，3这种结 

构，在细小病毒中这是一个保守基元。由此推测昆 

虫和哺乳动物细小病毒可能有共同的起源【l刚。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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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病毒属似乎更合理。但另一方面，pfDNV与浓核 

病毒属成员相 比也存在其独特性，表现在以下方 

面：1)属主域不同。所有现有的浓核病毒属成员均 

在鳞翅目昆虫中分离得到l4l， 而 pfDNV仅感染黑 

胸大蠊；2)pfDNV含 5种结构蛋白， 而 JcDNV和 

GmDNV 都含 4种结构蛋白 ，3)JcDNV 和 

GmDNV负链上一个开放阅读框(ORF1)编码所有的 

四种结构蛋白，而 pfDNV 由负链上的两个开放阅 

读框(ORF5，ORF6)编码五种结构蛋白。4)pfDNV 

基因组末端 122nt回文序列中无内部小的回文序列 

存在， 因此不能折叠成 Y型或 T型结构，而是形 

成类似 BmDNV的U型发夹结构 。51 pfDNV的 

三维结构显示沿 五重轴没有 圆柱形通道 ， 而 

GmDNV的三维结构中沿五重轴有圆柱形通道。6) 

pfDNV的衣壳表面沿3次轴和5次轴都有小刺状突 

起，但 GmDNV 的衣壳表面没有这种结构fl川。7) 

pfDNV 内部其核酸是按5．3．2对称的二十面体结构 

方式排列。而 GmDNV内部核酸不按 5．3．2对称方 

式排列。 

在基因组结构差异较大的情况下，病毒衣壳的 

三维结构可以给昆虫细小病毒的系统分类提供依 

据，作为系统分类的补充。综合 pfDNV 的基因组 

结构特征和它的三维结构特征分析，我们认为不应 

该把 pfDNV 划入简短病毒属(Brevidensovirus)。但 

是虽然它与浓核病毒属的关系最密切，但它仍有许 

多独立的特点，基于这些考虑，作者建议应该对 

pfDNV重新进行分类。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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