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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超氧化物歧化酶增加棉铃虫病毒的感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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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D Enhances Infectivity of Heficoverpa armigera Single Nucleocapsid 

Nucleopolyhedrovirus Against H．armigra Larvae 

ZHOU M ing—zhe，SUN Xin—cheng，HU Zhi—hong，SUN Xiu—lian 

(Joint—Laboratory of Invertebrate Virology and Key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Virology,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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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elicoverpa armigera single nucleocapsid nucleopolyhedrovirus(HaSNPV)has been used as 

a commercial pesticide for the control of cotton bollworm．However，some kinds of phenolase 

(particularly peroxidase)secreted by cotton glands，which generate free radicals，diminish the infectivity 

of baculoviruses significantly on cotton leaves．Superoxide dismutase(SOD)acts on the polyphenolic 

substance an d eliminates free radicals．Results in this research indicated that SOD—additive HaSNPV has 

a significan tly higher effi cacy to kill the bollworm on cotton leaves than  HaSNPV alone．Therefore， 

SOD can  be a promi sing enhan cer for the HaSNPV pestic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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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铃虫单核衣壳核多角体病毒 (Helicoverpa 

armigera single nucleocapsid nucleopolyhedrovirus， 

HaSNPV)是棉铃虫的专一性病原，具有宿主特异 

性高、不影响天敌、不污染环境、对人畜安全等优 

点，在我国作为商品生物杀虫剂 已有 l0余年的历 

史。 

棉花叶表能够分泌多酚氧化酶 (特别是过氧化 

物酶)，它们能产生氧 自由基并作用于杆状病毒 ， 

使其迅速失活。研究表明，在棉花、土豆等作物上， 

苜蓿银纹夜蛾 NPV (AcMNPV)和美洲棉铃虫 NPV 

(HzSNPV)对美洲棉铃虫 (H zea)和烟蚜夜蛾 (H 

virescens)的感染性显著降低⋯。 

超氧化物歧化酶 (superoxide dismutase，简称 

SOD)是生物体内防御氧化损伤的一种十分重要的 

金属酶，它催化氧 自由基 02一发生歧化反应，从而 

有效清除氧 自由基 。 

基于 SOD 具有消除 自由基的功能，我们研究 

了 SOD 对棉铃虫病毒在棉花叶片上感染活性的影 

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纯化的野生型 HaSNPV G4克隆株 (Ix10 

PIB／mL)，SOD 酶 (5 000 U／mg，Roche Co．Ltd)， 

棉铃虫 2龄幼虫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植保 

室提供 )，新鲜、健康棉叶 (采 白河南安阳中国农 

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植保室养虫专用实验地)。 

1．2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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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棉叶打成直径 14 irll／l的圆片，铺在 24孔 

养虫板中，正面朝上 ，三个处理分别滴加 10 pL 

HaSNPV (1xl05 PIB／mL)、10 pL HaSNPV (1xl0 

PIB／mL)+SOD(0．025 U／pL)、10 pL HaSNPV(1x 105 

PIB／mL)+SOD (0．25 U／pL)，每个处理 3次重复。 

另设 3组对照，分别滴加 10 去离子水、10 

SOD (0．025 U／rtL)、10 rtL SOD (0．25 U／BL)。处理 

的叶片放置 1h晾干，每孔接入 2龄虫一只，28。c 

培养。第三天转移到相同处理的新棉叶上。第四天 

同第三天处理。第六天转移至新鲜 的人工饲料上， 

培养至化蛹，每天记录死亡率。 

不同处理 引起的棉铃虫幼虫死亡率在反正弦 

平方根转换后进行方差分析。 

2 结果和讨论 

用不同浓度的 SOD与 HaSNPV混合感染饲养 

在棉叶上的 2龄棉铃虫幼虫的死亡率见表 1。结果 

表明，SOD的存在有效地提高了病毒在棉叶上对棉 

铃虫的感染力。相 比而言，0．25单位／ 的 SOD酶 

比 0．025单位／ 的 SOD作用更加显著。 

表 I 不同浓度 SOD对 HaSNPV感染棉铃虫 2龄幼虫能力的影响 

—

Tab
—

le EffectofSOD atdifferentdosesontheinfectivityofHaSNPV against 2州instar／4
, armigera 

Treatments Repeats Tested larvae Killed larvae M ortality of tested larvae (％ ) 

l o5 PIB／mL HaSNPV 

l o5 PIB／mL HaSNPV+0．025 u， SOD 

l o5 PIB／mL HaSNPV+0．25 U／pL SOD 

CK 

0．25ld／止 SOD 

0．025ld／止 SOD 

43 

42 

44 

死亡率平均值后 a和 b表示在 0．0l％水平有 显著差异 (F=I8．225，df=2，6，p=0．003)。 

The a and b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reatments(F=I8 225，df=2，6，p=0．003) 

实验结果正如所预期的一样，SOD可以增加棉 

铃虫病毒对取食棉叶的棉铃虫的感染率。氧 自由基 

对多角体病毒感染率的影响，可能作用于对叶片表 

面病毒的直接失活，也可能作用于中肠中多角体溶 

解时释放出来的病毒粒子，目前的实验结果尚不能 

区分究竟哪种方式起主要作用。但本实验的结果预 

示超氧化物歧化酶可以作为 昆虫病 毒杀虫剂的增 

效剂。此外，HaSNPV基因组中 自身携带一个超氧 

化物歧化酶基因 (ORF106，编码区全长 480核苷 

酸，表达产物为 Cu／Zn—SOD)l4J，故可以利用基因 

工程技术构建超表达 SOD 酶的 HaSNPV，提高其 

田问杀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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