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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elicoverpa armigera single nucleocapsid nucleopolyhedrovirus(HaSNPV)and Spodoptera 

exigua muUicapsid nucleopolyhedrovirus(SeMNPV)are commercially produced as pesticides．As 

pesticides，both viruses have very narrow host range and Can not make cross infection．Trying tO 

generate a recombinant baculovirus with broader host range by CO—infection and co-transfection，we 

found that HaSNPV could trigger apoptosis of a exigua cell line Se·UCR．which could be blocked by 

SeM NPV，but apoptosis did not occur in Se一30 1，a cell line also from exigua．W hen infected Se-UCR 

with 5MOI，theapoptoticbodywasIn'stfound at 12hpi，obvious apoptosis couldbe observedat24hpi， 

at the end almost all ceHs were dead at 72 hpi．Those observations were confu-med by genome DNA 

fragmen-ration analysis．Dot blot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SeMNPV could also help HaSNPV genome 

DNA an d then virus repficafion in Se-UCR cells，but not in Se·301． 

Key word：Apoptosis；Heficoverpa armigera single nucleocapsid nucleopolyhedrovirus(Has ； 

Spodoptera exigua multicapsid nucleopolyhedrovirus(SeMNPV)；Se·UCR． 

摘要：在采用共感染和共转染的方法构建扩大杀虫范围的重组病毒的研究过程中发现棉铃虫单核衣壳核多角体 

病毒(Helicoverpa armigera single nucleocapsid nucleopolyhedrovirus。HaSNPV)能诱导甜菜夜蛾细胞 Se-UCR发生典 

型凋亡，但不能诱导另一株甜菜夜蛾细胞 Se．301产生凋亡。以 5 MOI的 HaSNPV感染 Se-UCR。在 12h左右可 

以观测到少量细胞凋亡。24h能观察到明显的凋亡，凋亡细胞数量随时间不断增加，到72h基本上所有的细胞均 

发生凋亡，成为凋亡小体，基因组 DNA片段化。同时发现 HaSNPV诱导的甜菜夜蛾 Se-UCR细胞凋亡能够被甜 

菜夜蛾多核衣壳核多角体病毒(Spodoptera exigua multicapsid nucleoplyhedrovirus，SeMNPV)所抑制， 进一步点杂 

交试验发现SeMNPV和HaSNPV共同感染Se．UCR获得了HaSNPV在该细胞中的复制。 

关键词：细胞凋亡；棉铃虫单核衣壳核多角体病毒；甜菜夜蛾多核衣壳核多角体病；Se-UCR细胞 

中图分类号：$4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25(2003)06-0587-06 

从胚胎发育到成熟个体存活细胞和死亡细胞 

间的动态平衡，细胞凋亡在多细胞生物的整个生命 

周期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3 。细胞凋亡也是宿 

主防御病原物感染的一种重要机制。当生物个体的 

某些细胞受到环境伤害或病毒感染时，通过细胞凋 

亡剔除这些危险细胞，从而保全整个生物个体 41。 

杆状病毒是第一种发现能够调控宿主细胞凋 

亡的病毒。研究发现缺失p35基因的苜蓿银纹夜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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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多角体病毒 (Autographa califomica nucleopolyhe． 

drovirus,AcMNP、，)诱导其敏感细胞Sf21产生凋亡【 ， 

同时其回复突变子不诱导 Sf21产生凋亡’证实了 p35 

是病毒的细胞凋亡抑制基因。随后在杆状病毒中发 

现另一类细胞凋亡抑制因子 IAP【6】。IAP的同源序 

列在动物细胞内广泛存在。杆状病毒调控基因的研 

究促进细胞凋亡生物效应及分子机制的阐明。 

在杆状病毒中发现大量病毒诱导异源 昆虫细 

胞凋亡。如野生型 AcMNPV 芽生病毒可以诱导斜 

纹夜蛾 (Spodoptera litura)SI．2细胞凋亡 J：粉纹 

夜蛾核 多角体病 毒 (Trichoplusia ni multicapsid 

nucleopolyhedrovirus，TnMNPV)可以诱导斜纹夜蛾 

s1．1细胞凋亡以及棉铃虫单核衣壳核多角体病毒 

(Helicoverpa armigera single nucleocapsid nucleo— 

polyhedrovirus，HaSNPV)可 以 诱 导 粉 纹 夜 蛾 

(Trichoplusia ni)TN5B细胞凋亡 等。在虫体水 

平 上 ，也发现 病毒 能诱导细胞 凋亡 。野 生型 

AcMNPV感染斜纹夜蛾幼虫，幼虫不能正常液化。 

血淋巴细胞明显凋亡，并产生凋亡小体，TUNEL 

标记试验表明在上皮细胞和脂肪体细胞中基因组 

DNA降解 。缺失p35基因的 AcMNPV感染秋粘 

虫幼虫，在虫体检测到凋亡细胞，而且病毒的感染、 

复制和传播明显下 ⅢJ。由此可见细胞凋亡是杆状 

病毒的宿主决定因子之一。 

杆状病毒由于其感染昆虫的高效性和专一性而被 

广泛用作生物杀虫剂，用于农林害虫的控制【l 。 

HaSNPV和甜菜夜蛾核多角体病毒 (Spodopter exigua 

multicapsid nucleoplyhedrovirus，SeMNPV)是两株成 

功的商品化的昆虫杀虫剂，分别用于棉铃虫和甜菜 

夜蛾的防治。和其他杆状病毒一样，两种病毒杀虫 

剂的杀虫谱都狭窄【l 。在采用共感染和共转染的方 

法构建扩大杀虫范围的重组病毒的研究过程中发 

现HaSNPV能诱导甜菜夜蛾 Se．UCR细胞发生典型 

细胞凋亡，但不能诱导另一株甜菜夜蛾 Se．301细胞 

产生凋亡。同时发现 HaSNPV 诱导的甜菜夜蛾 

Se．UCR细胞凋亡能够被 SeMNPV所抑制。本文报 

道了HaSNPV诱导的甜菜夜蛾 Se．UCR细胞凋亡及 

被 SeMNPV所抑制的过程及特点。这是首次实验发 

现病毒诱导细胞凋亡具有细胞特异性，也是第一次 

报道在甜菜夜蛾细胞系中由杆状病毒所诱导的细 

胞凋亡。 

1 材料和方法 

1．1 昆虫病毒和细胞系 

HaSNPV[ 和SeMNPVt 引。Se．UCR细胞㈣、 

Se301细 和 HzAM1细 均由本室保存。细 

胞于 28℃培养，培养液为Grace s培养基加 100％ 

胎牛血清。 

1．2 病毒制备及滴度测定 

HaSNPV 和 SeMNPV 病毒多角体分别感染三 

龄棉蛉虫和甜菜夜蛾幼虫，收集血淋巴后用 0．45um 

的滤器过滤，血淋巴分别感染 Hz．AM1和 Se．UCR 

增殖病毒。收集病毒，通过终点稀释法测定病毒滴 

度I J，-80℃保存备用。 

1．3 病毒诱导的细胞凋亡及抑制 

接种 1×10。细胞于直径 35mm小皿贴壁过夜， 

感染时去掉培养基，以0．5 mL出芽病毒悬液 28℃ 

吸附 1．5 h，去掉感染液，培养基洗一次，然后加 2 

mL 新鲜培养基。此时记为病毒感染时间零点。在 

感染后观察细胞的生长状况，通过细胞形态及 DNA 

ladder分析观察 HaSNPV诱导的细胞凋亡。细胞记 

数时用 0．04％台酚蓝染色，倒置显微镜观察细胞存 

活情况，每次随机选取 5个区域记数【l9】。 

1．4 DNA Ladder分析 

收集直径 35mm 小皿中的细胞，PBS洗两次， 

沉淀后加入 100p．L 消化缓冲液处理 10s(1％Np- 

40，20mmol／I EDTA，50mmol／L Tris-HCI，pH7．5)。 

1600g离心 5min，上清加入终浓度 1％ SDS及终浓 

度 5 RNase A于 56℃处理 2h。随后加入蛋白 

酶K37℃温浴2h。乙酸铵，乙醇沉淀回收DNA。DNA 

溶于适量双蒸水中，1％琼脂糖凝胶电泳I20】。 

1．5 点杂交 

1．5．1 DNA膜的固定：取一张合适大小的硝酸纤维 

素 (NC)膜，2O×SSC浸润 10min后半悬空晾干。 

取10 DNA点于膜上，晾干，紫外灯下交连2min。 

然后用两层滤纸夹住 NC膜，80oC烘干 2h ”。 

1．5．2 基因探针的标记：以SeMNPV Cosmid 7 】 

和 HaSNPV Hind III．D 片段 为模板 ，利 用 

P．ATP采用随机引物标记法制备探针【2”。 

1．5．3 杂交及洗脱：将烘干的 NC 膜放入杂交管 

中，加入预杂交液，68℃预杂交 4h。倒去杂交管预 

杂交溶液。把杂交液加入上述含有NC 膜的杂交管 

中，在杂交炉中68℃杂交 16h。将 2xSSC，0．1％SDS 

溶液倒入杂交管，杂交炉中室温洗脱 15rain，重复 

3次。用 0．I~SSC，0．1％SDS溶液洗脱 15min，62 

℃，重复 3次。用 0．I~SSC溶液于 62℃洗脱 15min， 

重复 3次。 

1．5．4 放射自显影：把 NC 膜置于干净滤纸上，室 

温 自然干燥 30rain。用保鲜膜将 NC膜包好后紧夹 

在暗夹中。在暗室中将x．光底片覆盖在NC膜上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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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一80~C曝光 1周，冲洗 X．光底片。 

2 结果 

2．1 HaSNPV诱导 Se—UCR细胞凋亡 

用 HaSNPV的芽生病毒接种 Se—UCR细胞，感 

染的Se—UCR细胞形态发生改变。感染细胞变圆， 

边缘逐渐出现小泡，最后形成凋亡小体 (图 1)。 

由于细胞凋亡过程中，主要效应酶 唾 白酶激活 

其底物之一的内源性核酸内切酶，作用于核小体之 

间的联接区，使细胞 DNA 降解为碱基数为 180bp 

及 180bp整数倍的 DNA 片段【24l。HaSNPV 诱导 

Se—UCR 细胞凋亡，从感染后 24h，感染后细胞总 

DNA分析观察到明显的DNAladder(图 2)。感染 

Se—UCR细胞的形态改变和生化特性说明 HaSNPV 

诱导Se—UCR细胞发生典型的细胞凋亡。 

图 l SeMNPV抑制 HaSNPV诱导的甜菜夜蛾 Se—UCR细胞凋亡 

Fig．1 HaSNPV induced apoptosis in Se—UCR which was blocked by SeMNPV． 

a．Se-UCR mock infection；b，Iinfected with SeMNPV；C，Infected with HaSNPV；d，Infected with SeMNPV and HaSNPV(48hpi)． 

图2 HaSNPV 感染Se—UCR细胞后不同时间的细胞基因组 

电泳图 

Fig．2 Total DNA from Se—UCR infected with HaSNPV 

1，Se—UCR mock infection；2-6，Infected with HaSNPV 6，12，24，36，48hpi, 

7，Co-infection with HaSNPV and SeMNPV (48hpi)；8，Infected with 

SeMNPV(48hpi)：M，DNA marker． 

用 5MOI的HaSNPV感染 Se—UCR细胞，12h 

左右可以观测到少量细胞发生凋亡，形成凋亡小 

体，24h能看到明显的凋亡，与 DNA 分析显示的 

Se—UCR细胞凋亡过程相一致。随时间变化凋亡细 

胞不断增加，到 72h凋亡细胞达到最高峰。此时， 

台酚蓝染色显示只有4％的细胞存活 (图 3)。 

1．2 

1．0 

皇 0．8 
罡 

j 0．6 
‘ 

0．4 

0．2 

O 

0 12 24 48 72 

'rime(h) 

图 3 HaSNPV诱导 Se—UCR细胞凋亡与感染剂量间的关系 

Fig．3 Relationship of apoptosis ofSe-UCR andinfeaion dose of 

HaSN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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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来源于甜菜夜蛾的另一种细胞系 Se301，如 

果用 HaSNPV感染，即使使用 10 MOI的感染复数， 

也未观察到明显细胞的病变，HaSNPV 不能诱导 

Se一301发生细胞凋亡 (数据未列出)。 

2．2 HaSNPV诱导 Se—UCR细胞凋亡与感染剂量间 

的关系 

不同剂量的HaSNPV诱导Se—UCR细胞发生细 

胞凋亡的进程不同。用 MO1分别为 0．1、1、5的 

HaSNPV感染 Se—UCR细胞，同一时刻不同病毒感 

染复数感染细胞发生凋亡的数量持续增加。MOI 

为0．1，Se—UCR细胞在感染后 72h细胞死亡率大约 

为 60％；而 MOI为 1或 5时，Se—UCR细胞在感 

染后 72h细胞在死亡率为96％左右 (图3)。 

2．3 SeMNPV拯救 HaSNPV诱导的 Se一．UCR细胞 

凋亡能力 

以相 同感染复数 (1 MOI)的 HaSNPV 和 

SeMNPV同时感染 Se—UCR细胞，感染后细胞膜保 

持完整，细胞表面没有出现小泡状突起，也不形成 

凋亡小体，没有明显的细胞凋亡现象，在感染后 48h 

可见到明显的多角体产生，和 SeMNPV 单独感染 

无明显差别 (图 1)。DNAladder分析进一步证实 

SeMNPV能完全抑制HaSNPV诱导的Se—UCR细胞 

凋亡 (图2)。 

为了获得 SeMNPV 拯救 HaSNPV 诱导 的 

Se—UCR细胞凋亡的能力(图4)，我们首先用 1 M0I 

图4 SeMNPV拯救HaSNPV诱导Se．UCR细胞凋亡能力 

Fig． 4 SeMNPV blocked HaSNPV-induced Se—UCR 

apoptosis 

l，Se．UCR mock infection；2，only infected with SeMNPV；3-6，After 

infected 山 SeMNPV 0，4，8，12 h infected with HaSNPV；7，Only 

infectedwi山 HaSNPV；8．11．A rinfectedwi山 HaSNPV 0，4。8，12 hours 

infectedwi山 SeMNPV；M．DNA marker． 

的 SeMNPV感染 Se—UCR，感染后 0、4、8、12 h 

再感染 l MOI的 HaSNPV，72h后分析细胞总 

DNA，结果基因组 DNA保持完整，SeMNPV完全 

拯救了HaSNPV诱导的Se—UCR凋亡。如果首先用 

1MOI的HaSNPV感染 Se—UCR细胞，感染后 0、4、 

8、12 h再用 SeMNPV感染，发现 SeMNPV也能抑 

制 Se—UCR细胞凋亡，但在 HaSNPV感染后 12h的 

处理中，存在部分凋亡。这种抑制特性可能暗示了 

SeMNPV的凋亡抑制基因为极早期基因。 

2．4 HaSNPV病毒 DNA在 Se细胞中的复制 

为了确定 SeMNPV 在抑制 HaSNPV 诱导 

Se—UCR 凋亡的同时，是否能拯救 HaSNPV 在 

Se—UCR细胞中的复制，首先我们用带有 GFP(GFP 

基 因由多角体 蛋 白启 动子控 制 )的重组病 毒 

HaCXWl[251替换 HaSNPV 进行共感染，在感染后 

96h荧光显微镜观察到大量的细胞具有绿色荧光， 

表明 HaSNPV 晚期基因的表达。HaCXWl单独能 

诱导 Se—UCR凋亡。但是 HaCXW1和 SeMNPV共 

感染 Se一301细胞在感染后 120h也未发现荧光。 

为了进一步确定HaSNPV在 Se—UCR是否能复 

制，我们通过点杂交检测病毒基因组 DNA的复制 

情况。分别用 HaSNPV和 SeMNPV感染 Se—UCR 

和 Se一301细胞，24h后提取细胞总DNA，以 5P标 

记 SeMNPV或 HaSNPV为探针进行杂交。结果显 

示 HaSNPV 单独感染 Se—UCR和 Se30i细胞其基 

因组均不能复制。但 HaSNPV 与 SeMNPV共感染 

Se—UCR细胞后，HaSNPV DNA复制。共感染 Se301 

细胞，未能检测到HaSNPV的复制 (图 5)。 

A 

SeM NPV 

B 

HaSNPV 

0 hpi 

24hpi 

0hpi 

24hpi 

图 5 HaSNPv病毒 DNA在甜菜夜蛾 Se细胞中的复制 

Fig．5 Replication 0f HaSNPV DNA in Se cells 

A，SeM NPV Cosmid 7 as probe；B，HaSNPV Hind III-I fragment as 

probe．1／7．Se．UCR mock infection：2。irifeCt Se-UCR with SeMNPV； 

3／8．InfeCt Se—UCR with SeMNPV and HaSNPV；4，10，Se-301 mock 

infect10n：5，Infect Se-3Ol wi山 SeMNPV 6／ll，Infect Se-301 with 

SeMNPV and HaSNPV 9，Infect Se．UCR with HaSNPV；12，Infect 

Se．301 witl1 HaSNPV． 

3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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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凋亡是宿主对病毒感染的一种 自我保护 

机制。细胞凋亡能够降低或终止病毒基因的表达， 

同时使病毒复制受到影响。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p35基因缺失的AcMNPV诱导Sf21细胞凋亡。与野生 

型AcMNPV相比，p35基因缺失AcMNPV在Sf21细 

胞中早期和晚期基因表达被延迟，而最晚期基因表达 

被终止。芽生病毒产量比野生型低 200-15000倍 。 

杆状病毒诱导的细胞凋亡具有宿主特异性。 

HaSNPV能够在自然宿主细胞系Hz-AMI中正常繁殖， 

而诱导Tn-Hi5细胞发生细胞凋亡【8】。本实验室首次报 

道了 HaSNPV 感染来源于同种昆虫的两种不同细 

胞即甜菜夜蛾Se-UCR和 Se．301后细胞具有明显不 

同的反应：HaSNPV诱导 Se-UCR细胞凋亡，Se一301 

对 HaSNPV的感染无明显的变化，细胞既不凋亡也 

不能支持 HaSNPV的复制。Se-UCR细胞由甜菜夜 

蛾虫卵孵化后 24h内幼虫切碎后经胶原酶处理后贴 

壁，包含上皮样细胞和纺锤形细胞两种细胞类型 
¨ 

。 细胞 Se301来源于新孵化的幼虫，并为纯化的 

克隆细胞株，由单一的细胞种类组成 叫̈。可能正是 

来源上的差异，导致了两种不同细胞对病毒感染的 

反应不同。有报道发现如果用 HaSNPV感染甜菜夜 

蛾，只能在神经节细胞中发现多角体而在其它组织 

和细胞中未发现病毒。这种现象可能是在其他细胞 

和组织中由于细胞的凋亡而干扰了病毒的复制。类 

似的现象已有报道，缺失 p35基因的 AcMNPV感 

染秋粘虫幼虫，和野生型病毒相比，病毒的感染、复 

制和传播明显下降，而且在虫体检测到凋亡细胞 。 

HaSNPV 感染甜菜夜蛾是否也诱导细胞凋亡有待进 
一

步证实。 

HasNPV 诱 导 Se．UCR 细 胞 凋 亡 能够 被 

SeM 'V所抑制，这说明 SeMNPV基因组中存在 

细胞凋亡的抑制基因。序列分析表明SeMNPV基因 

组中存在两个 iat,基因：iap2和 iap3，其中 iap3与 

已报道有活性的Opiap具有较高的同源性，可能是 

有功能的基因 。目前我们正在研究 SeMNPV 的 

iap基因是否具有功能。 

决定昆虫病毒的宿主范围的因素很多，如解旋 

酶基因 和 hrf-1[ 引。SeMNPV和 HaSNPV共感染 

不仅抑制了HaSNPV诱导 Se-UCR的凋亡，而且获 

得了HaSNPV在 Se-UCR细胞中复制，表明了凋亡 

可能直接参与了决定杆状病毒宿主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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