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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karyotic Expression of Three bro Genes from Helicoverpa armigera Single- 

nucleocapsid Nucleopolyhedrovirus and Generation of Antibo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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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ee baculovirus repeated open reading frame(bro)genes were amplified by PCR from the 

genome DNA of HaSNPV．The PCR products were cloned into pBluescript KS(+)plasmid．The genes 

were introd uced  into the expression vector pProExHTb．After IFFG induction．the E coli DH5a strain 

containing each of the recombinant plasmids expressed proteins with molecular weights of 32 kDa、64 

kDa an d 58 kDa,respectively,which were in agreement with the prospeetation．Th e purified 

recombinant proteins were used to immune the rabbits separately．Western blot an alysis using the 

multiclonal an tibodies derived  from the rabbits indicated that these an tibodies could react specifically 

with thetargetproteinsan dwere suitableto beusedforfurtherfunctional an alysisofthebrogenes． 

Key words：Helicoverpa armigerd single—nucleocapsid nucleopolyhedrovirus(HaSNPV)；bro ge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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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棉铃虫单核衣壳核多角体病毒(HaSNPV)基因组全序列，设计引物，用PCR的方法扩增得到bro-a、bro-b 

和 bro．C三个全长基因。将这三个基因的片段分别克隆至原核表达载体pProExHTb，经IFIX3诱导，在E．coliDH50 

菌株中得到了目的基因的高效表达。表达的目的蛋白大小分别为 32kDa、64kDa和 58kDa，经 SDS-PAGE分离纯 

化，免疫新西兰大白兔制备了多克隆抗体。抗体经 1：2500倍稀释后用于 WestemBlot分析，获得特异性显色信 

号，所制备的三种抗体适合用作 bro基因的功能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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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状病毒是主要感染鳞翅目昆虫的一类双链闭 

合环状的DNA病毒，主要应用于生物防治和高效表 

达外源基因，近年来，也作为基因治疗的载体uJ及表 

面展示系统[21。目前杆状病毒的研究已经全面进入功 

能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阶段。棉铃虫单核衣壳核 

多角体病毒 HaSNPV(Helicoverpa armiger single— 

nucleocapsid nucleopolyhedrovirus)R~杆状病毒科核 

多角体病毒属的成员，本室于 2001年完成了 

HaSNPV G4株全基因组的测序工作I3】，正在对其 

基因组的功能进行全面解析。 

杆状病毒基因组的大小差别很大，其中一个重 

要的因素就是存在许多重复基因，如 bm，lap,ctt 

enhencin基因等。bro基因，即杆状病毒重复开放 

阅读框(Baculovirus repeatedOpenReadingFrame)。 

含有 bro基因的杆状病毒的 bro基因重复数目可以 

从 1到 17不等，而某些杆状病毒中不存在bm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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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zio等人将不同bro基因进行序列分析，其 N端 

的序列较保守，而其他区域的相似性各有不同。他 

们根据基因序列中不同区域的关系将 bro基因划分 

为四组，分别为组 I、组 II、组ⅡI和组Ⅳ【4】。有研 

究证明BmNPV的BRO．A、BRO．C和 BRO．D有核 

酸结合活性，并且 BRO．A和，或 BRO—C可能参与 

宿主细胞 的核小体结构【5】，进一步的实验揭示 

BRO-A 可以与宿主细胞的层粘连蛋白结合【6， 。 

Zcmskov等人的研究发现，在 BmNPV 中 BRO和 

DBP、U 3一样都具有单链 DNA结合 motif，其 

共 有 序 列 为 ： K]RX2-5K／RX4-12F]YX2．1 X6-13 

F／YXI_19K]RX3-26F／Y，W，)(6 12K／RI 。Iver等人将包括 

上述单链DNA结合motif在内的杆状病毒氨基端的 

区域定义为BRO．N区域I引。 

序列分析发现 HaSNPV 的基因组中存在 3个 

bro基因：bro．a，bro—b，bro—C【jJ。为了深入研究这 

三个 bro基因的结构与功能，我们将 bro基因在大 

肠杆菌中分别进行了表达，表达蛋白经电泳纯化后 

作为抗原免疫新西兰大白兔，制备了相应的多克隆 

抗体，为进一步研究bro基因的功能奠定了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菌株和质粒 E．coli DH5 Q菌株由本室保存； 

质粒 pBlueseript KS(+)为 Stratagene公司产品。原核 

表达载体pProExHTb为GibcoBRL公司产品。 

1．1．2 病毒：实验采用的是 HaSNPVG4株，它是 

HasNl 一个体外克隆株 ，其基因组序列已经测 

定 。 

1．1．3 实验动物：健康新西兰大白兔购自湖北省防 

疫站，每只2．3kg，由本所动物房饲养。 

1．1．4 PCR引物由上海博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 

成。 

1．1．5 酶及试剂：各种工具酶购自日本 TaKaRa(大 

连)生物工程公司。Taq酶为加拿大 Biostar公司产品。 

入DNA三酶切(H／ndⅢ、EcoRI、BamH1分子量标 

准由本实验室制备，入DNA购自日本TaKaRa(大连) 

生物工程公司。Protein Moleculat Weight Marker和 

Prestained Protein Molecular weie~t Marker 为 

Fermentas公司产品。E．z．N．A．PCR产物回收纯化试 

剂盒、E-z．N．A．凝胶纯化回收试剂盒为美国 Omega 

Bio-tek产品。IFrG、X-gal为 Sigma公司产品。弗 

氏完全佐剂为 Sigma公司产品。碱性磷酸酶标记的 

羊抗兔二抗和碱性磷酸酶显色试剂盒为华美公司产 

品。Hybond-Nnylon膜为Amersham公司产品。 

1．2 方法 

1．2．1 HaSNPV bro基因的氨基酸序列同源性比较 

分析：应用Megalign软件和ClustlX软件对三个bro 

基 因 的氨 基酸 序列进行 同源性 比较 分析 ，用 

GeneDoc软件对同源性比较分析的结果进行编辑。 

1．2．2 HaSNPV bro基 因 的 PCR 扩增 ：根据 

HaSNPVG4 株基因组全序列(GenBank Accession 

No．NC一02654)，分别设计 5条引物进行 PCR扩增， 

其中bro—a和 bro—b共用一条上游引物 bro—abF，引 

物序列如下： 

bro．abForward：5’一GGGCTCGAGAAAATGTCI、[ lG 

AC1．A A A 【．I℃AA．3’ 

bro．a Reverse： 5’．GG『GAAGC．I’I．A ACA A L A 

GACGA A r-3’ 

bro．b Reverse： 5’一GGGAAGC-I1℃GACCArGr】 AC 

GACGACT( A3’ 

bro．C Forward：5’一GGGGGATC( ．G1℃GCACTGTT 

]【fIIAAAGArG 3’ 

bro．cReverse：5’一GGGGA 【．1琊 G( ℃ACACAAA 

TAACm AC一3’ 

以HaSNPV基因组DNA为模板，bro—a的PCR 

扩增循环参数为：94℃预变性 5rain；94℃变性 45s， 

53℃退火45s，72℃2延伸lmin；经30个循环之后， 

72℃延伸 7min，40C保存。bro．b的PCR扩增循环 

参数除退火为 55℃，72℃延伸 lmin30s之外，其他 

条件和扩增 bro．a的条件一致。bro．C的 PCR扩增 

循环参数除72℃延伸 lmin30s之外，其他条件和扩 

增 bro．b的条件一致。 

1．2．3 重组表达载体的构建：bro．a和 bro—b的扩增 

片段利用 1％琼脂糖凝胶电泳鉴定，经 PCR产物回 

收纯化试剂盒纯化后，用 Xho I和 ／-／／nd III酶切， 

琼脂糖凝胶电泳，经凝胶回收纯化试剂盒纯化，分 

别与经过同样处理的 pBlueseriptKS(+)质粒 l6℃连 

接过夜。同样，bro．C的扩增片段鉴定纯化后，经 

BamH I和 EcoR I酶切、凝胶纯化，与经过同样处 

理的pBluescriptKS(+)质粒连接。上述三种连接产物 

电转化 E．coli DH5a菌株，通过蓝白斑筛选含重组 

质粒的菌株。提取质粒 DNA，酶切鉴定获得阳性克 

隆子，分别命名为pKS．bro-a、pKS—bro-b和pKS—bro- 

C。将重组质粒 pKS．bro—a和 pKS—bro-b用 Xho I和 

H／nd III酶切、pKS．bro—c质粒中BamH I和 EcoR I 

酶切回收目的基因片段，亚克隆至经过同样酶处理 

的表达载体 pProExHTb，酶切鉴定获得阳性克隆 

子，分别命名为pPro—bro-a、pPro-bro-b和pPro-bro-c。 

1．2．4 目的基因的诱导表达：挑阳性克隆子接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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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终浓度为 100~ mL Ampicillin的3mL LB液体 

培养基中，37~C振荡培养 16h。将此培养物以 l： 

100 的体积 比接种于新鲜的 LB 液体培养基 中 

(100~g／mL Ampicillin)，37~C振荡培养至 OD60o达 

到 0．6(约 3h)，培养物中加入终浓度为 1mmol／L的 

IFFG诱导培养 5h。在加入 IPTG之后 0、l、2、3、 

4和 5h分别取样linE，离心收获菌体，重悬于200pL 

PBS缓冲液中，加入 50pL5×上样缓冲液，沸水浴 

中加热 10min，取适当量样品上样，用 SDS．PAGE 

分析检验 。阴性对照为含有 pProExHTb质粒的 

E．coliDH5a菌株。 

1．2．5 表达蛋白的初步纯化及抗体制备：同上条 

件，诱导表达 4h后收获的菌体沉淀，经裂解液裂 

解，超声波破碎，l 的 TritonX．100 和 2 的脱氧 

胆酸钠 45℃作用，获得初步纯化的蛋白质样品经 

SDS．PAGE分离，从凝胶上切割与预期分子量相符 

的表达蛋白带，反复研磨，直至能通过 6耕 头。选 

取 2．3kg的新西兰大白兔 4只(1只作为健康对照) 

进行多克隆抗体的制备，初次免疫抗原用量为 

lOOpg；三次加强免疫后，从颈动脉采血。全血置 

37℃lh，4℃过夜，收集血清于．20℃保存。 

1．2．6 抗体的纯化和 WestemBlot检测：用未经诱导 

的 E．coli DH5a菌体蛋白吸附的方法，除去血清中 

的菌体交叉反应抗体，处理后的抗体可用 Western 

Blot进行特异性检测。取适量诱导后不同时间全细 

菌蛋白样品及阴性对照进行 SDS．PAGE分离，半干 

法 将 蛋 白转 移 至 硝 酸 纤 维 素 膜 (Hybond．N， 

Amersham)。将膜 4"C封闭过夜，洗膜后与 l：2500 

倍稀释的一抗(收集的特异性兔血清)37~C杂交 lh， 

再次洗膜，与 l：2000倍稀释的二抗(碱性磷酸酶标 

记 的羊抗兔 IgG)37℃杂交 lh，再次洗膜 ，用 

BCIP／NBT显色试剂盒显色。收获HaSNPV感染的 

HzAM1细胞48h的样品，以WesternBlot方法检测 

收集的特异性兔血清是否能与之产生特异性杂交 

带。 

2 结果 

2．1 HaSNPV bro基因的氨基酸序列同源性比较分 

析结果 ‘ 

根据在 GenBank中 Blast的结果，我们发现 

BRO．B中有两个保守的 BRO．N区域，故将一个完 

整的 BRO．B序列分为 N端(BROB．N，1．182)含有 

1 82个氨基酸和 C端(BROB．C，1 83．527)含有 345 

个氨基酸的两个序列，进行同源性分析。在 BROA， 

BROB．N，BROB．C和 BROC中均含有 Iyet等人定 

义的 BRO．N 区域，但单链 DNA 结合 motif与 

Zemskov等人的研究略有不同，为 K／RX2．5K／RX 

4Y／WX3FX3K]RX6-7FxloK]RXI3FfY／WX3K。此外 ， 

我们比较了已发表的所有杆状病毒的 bro基因，发 

现在单链DNA结合 motif下游 l5．25氨基酸处还有 
一

个更为保守的区域 S／TX2IX3GV／I_／IX2LIX7A x5W 

XsL(图 1)。 

2．2 HaSNPV bro基因的PCR扩增及重组表达载体 

的酶切鉴定 

HaSNPV bro．a、bro．b和 bro．C基因编码区全长 

分别为 735bp、1584bp和 1506bp，其预期 PCR产 

物长度分别为 781bp、1624bp和 1560bp，电泳结果 

显示 PCR 扩增产物大小约为 780bp、1．6kb和 

1．56kb，与实 际大 小相 符(图 2)。对克 隆载体 

pKS．bro．a、pKS．bro．b、pKS．bro-c和 表达 载 体 

pPro．bro．a、pPro．bro．b、pPro-bro-e进行双酶切，电 

泳结果显示 目的片段已经正确插入到了克隆载体 

和表达载体的多克隆位点(图 2)。 

2．3 BRO的诱导表达和 SDS．PAGE分析 

bro．a、bro．b和 bro．c基因在 pProExI-rrb载体 

中表达的蛋白预期分子量分别为 32ld[)a、64kDa和 

58kDa，经SDS．PAGE分析，含有表达载体的E．coli 

DH5 Q菌株经 IPTG诱导可表达与预计分子量相符 

的蛋白带。表达时相显示，从诱导后 lh即可见诱 

导蛋白的产生，诱导后 4-5h表达量达到最大，并保 

持稳定。经 Genetools软件分析，含有 pPro-bro-a 

质粒 E．coli DH5a菌株在诱导后 5h，诱导表达的 

BRO．A、BRO．B 和 BRO．C 约占菌体总蛋白量的 

29．6％、12．3％和 l1．2％(图3)。 

2．4 多克隆抗体的制备及 Western Blot鉴定抗体特 

异性 

从凝胶上切割与预期相对分子量相符的诱导 

表达蛋白带，免疫家兔，制备多克隆抗血清，用未 

经诱导的 E．coli DHSa菌体蛋白吸附以除去交叉反 

应抗体。经Western Blot对抗体的特异性进行检测。 

由图 3可见，与空载体相比，诱导后的重组子样品 

呈现明显且特异的免疫阳性带，显色信号所处的分 

子量大小也与表达蛋白带相符，分别处于 32kDa、 

64kDa和 58 kDa的位置。由图4可见，所制备的三 

种多克隆抗体可与HaSNPV感染的 HzAM1细胞感 

染后48h的样品杂交得到特异性的免疫阳性带，分 

别位于27kDa、58kDa和60kDa的位置。以上实验 

结果表明所制备的三种抗体适合用做后续bro基因 

的功能研究(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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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HaSNPV bro基因的氨基酸序列排列比较 

黑色区域为 100％同源性，深灰色区域为75％同源性，浅灰色区域为50％同源性 

Fig．1 Alignment ofthree BROs ofHaSNPV G4 

Shadingis usedtoindica~ theidentical nucleotidesinthe genes，blackindicates=100％，darkgrayindicate>75 ，Ughtgrayindica~>50 ．HaG4BROA, 

It~ ,4BROB-N．HaC-,4BROB-C and HaG4BROC stand for the amino acid sequence of BROA、Nregion of BROB，C-region of BROB and BROC from 

HaSNPV(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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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3个 bro基因的 PCR扩增片段及克隆载体和表达载体 

的酶切鉴定 

F ．2 Idmfificafio．of PCR fragm~ts of吐le three bros and 

mmlysis0f吐leclot~ andexpressionvectors． 

1肋 ．PCR缸粤m岫 of6，D bm-b and bro-cf瞄pecliVeIy；4／5／7／8,pKS-I~ a, 

pKS-hm-b, hD-a， hD_b di by IandH／ml III；6，9，pKs-bro-c， 

)_c di byBamHIandEcoRI． 

3 讨论 

序列分析结果显示，HaSNPV的 bro．b的氨基 

酸序列可以分为 BROB．N和 BROB．C两个部分， 

它们都具有单链 DNA结合 motif。在 HaSNPV基因 

组中bro—a和 bro—b两个基因头尾相连，这段区域中 

bro基因的反复出现可能是进化过程中基因重复所 

致。在Chen等人对 HzSNPV和 HaSNPV基因组比 

较的研究中，Hz-bro—a和Hz．bro．b的氨基酸序列与 

Ha—bro—a、Ha—bro—b相比同源性很低，分别为 39％ 

和 7l ；而 Hz-bro—C与 Ha．bro．C的氨基酸序列等 

同性则很高，达到了99％[101。从进化角度来看，低 

同源性的bro．a和 bro—b在 Hz和 Ha两种不同的宿 

主中可能是分别获得 的，而 bro—C可能存在于 

HaSNPV和 HzSNPV的共有祖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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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明，等．棉铃虫单核衣壳核多角体病毒3个bro基因的原核表达与抗体制备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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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重组表达质粒在E coliDH5a菌株中诱导表达的SDS．PAGE(A)分析和WesternBlo~(B)检测 

Fig．3 SDS·PAGE(A)and Western Blot(B)analysis of induced eprcssion of recombinant expression plasmids 

a／b,SDS-PAGE andWesternBlotforpPro-bco-a；c／d,forpPro-bro-b；eft,forpPro-bro-bro-c．Lane 1／2，uninduccd andinducedEcoli containing~ oExH'I'o； 

Lane3，硼曲dlIcedE∞fic0maining recombinants；Lane4／5／6／7／8，inducedE．coli containing rccombinants，afterlh，2h，3h,4h and5hinducedwithIFrG． 

a b c 

图 4 HasNPv感染的 托 M【细胞的 SDS．PAGE(A)分析和 

Western BlottB)检测 

Fig．4 SDS-PAGE(A)and Western Blot(B)analysis of infected 

H m cells with HaSNPV 

a．b and c indicate the anti-BRoA，anti·BROB and anti·BROC antibody 

usedinWesternBlot respectively． 

从 Lj等人对两株 Mac0NPV基因组的比较【l̈， 

Lopez等人对两株 BmNPVbm基因的比较I】zJ，Chin 

等人对 HzSNI，V和 HasNPV基因组的比较【loJ，我 

们不难看出，不仅在不同的杆状病毒中 bm基因不 

是很保守，就是在同一种杆状病毒的不同株系之 

间，同一位点的 bm 基因的同源性也有可能很低。 

而且 bro基因出现的位置，’总伴随着新基因的插入 

与部分基因的缺失【l̈。在杆状病毒中，同源重复区 

(hr)也是变易出现的热点【l 。HaSNPV 中，hr2～ 

bro．以"-bro．b 是一段紧密连锁的 4．35kb区段， 

更有可能是 HaSNPV的进化热点区段，尤其在感染 

同一宿主时，促进不同病毒基因组之间的重组、病 

毒基因组从宿主‘或其它病毒中获得新的基因或基 

因簇。究竟是什么样的机制，导致这些序列成为基 

∞ 

k  1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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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重组的热点，参与到基因的插入与缺失中，还有 

待我们对 bro基因及其邻近序列进行进一步的数据 

挖掘和实验研究。 

本研究中将三个 bro基因克隆至原核表达载体 

pProExHTb中，获得了在 E．coli DH5a菌株中的高 

效表达。比较三种蛋白的表达量可以看出 BRO．A 

表达量最大，占菌体总蛋白量的29．6％，BRO．C表 

达量最小，为 l1．2％，这可能与目的蛋白的大小， 

或密码子使用频率有关。本研究中制备的多克隆抗 

体，可以与原核诱导表达的蛋白特异性结合，还可 

以与 HasNPV感染的HzAMl细胞感染后 48h的样 

品杂交得到特异性的免疫阳性带，其中 BROA和 

BROB所处的分子量大小也与预期相符，分别为 

27kDa和 58kDa的位置，对于 BROC，理论大小应 

该为 55kDa，我们检测到的阳性杂交带大小为 

60kDa，这可能是由于 BROC的氨基酸序列中距 N 

端约200氨基酸位有一个N_糖基化位点，导致翻 

译后修饰的 BROC蛋白大小比理论预期值有所增 

加。因而实验获得得三种多克隆抗体对 bro基因功 

能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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