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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小车蝗痘病毒球状体蛋白基因的克隆与序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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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Ile coding region of Oedaleus asiaticus EPV spheroidin gene was obtained by PCR．and this 

fragment Was subsequently cloned，seq uenced an d an alyzed．Tlle data shows OaEPV sph coding re on 

is 2967bp in size which encodes a ll l l(Da protein．Homology an 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0aEPV is 

closer to Orthoptcran EPVS than  Lepidopteran  an d Coleopteran  EPVS．Phylogenetic tree derived  from 

all known EPVS spheroidin gene indicates that the order of the EPV host is in relationship with the 

genus of corresponding EPV．which agrees wit|l a recent point that “Lepidopteran EPVs an d 

Orthopteran EPVS sh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distinct genus”．Hydrophobicity plots of these kn own 

speroidin show that the more distan t relationship of the orders the viruses hOsts be long to．the more 

diverse of the property of EPV spheroidin to each other．It may be explained  as the result of 

CO．evolutionbetweentheEPVSan dtheir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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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PCR扩增，获得OaEPV球状体蛋白基因编码区序列，并进行克隆、测序。分析结果显示，OaEPV球 

状体蛋白基因编码区全长为 2967bp，编码分子量为 l1lkDa的球状体蛋白。同源性分析表明，OaEPV球状体蛋白 

基因与直翅目昆虫痘病毒关系最近，与鳞翅目和鞘翅目昆虫痘病毒关系较远。对已知的几种昆虫痘病毒球状体蛋 

白基因做系统进化树，结果显示，以病毒寄主的昆虫分类目作为昆虫痘病毒的分属依据，更符合分子水平的分析 

结果，也与近年来许多学者所提出的 “将鳞翅目与直翅目昆虫痘病毒分为2个不同的属”的观点相一致。对这些 

球状体蛋 白氨基酸序列的疏水性进行分析，表明球状体蛋白的疏水性随寄主昆虫所处的 目不同而表现出较大差 

异，这可能是因为病毒与寄主长期的协同进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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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痘病毒 (Entomopoxvirus，EPV)的一个最 

显著特征就是其病毒粒子被包含体所包埋。包含体 

依据形状不同，可分为球状体和纺锤体 【l J。无论是 

球状体，还是纺锤体，作为昆虫痘病毒的一种包含 

体，传统意义上认为它只起着保护病毒粒子免遭不 

良环境破坏的的作用。 

但近些年来包含体蛋 白存在的另一种重要性 

质——增效性，却十分引人关注。所谓增效性，是 

指此蛋白具有促进其它微生物侵染寄主昆虫的能 

力。Tanada最早于 1959年发现了颗粒体病毒包含 

体的这种特性【2】，随后许多科学家也相继进行了研 

究与报道【j】。目前，也有一些学者己提出昆虫痘病 

毒包含体蛋白也具有增效性I4' 。本实验室通过对亚 

洲小车蝗痘病毒 (Oedale埘asiatic埘 EPV，OaEPV) 

的研究，也发现 OaEPV球状体蛋白可提高绿僵菌 

经 口感染蝗虫的能力。故克隆并深入研究 OaE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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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OaE V球状体蛋白基因已登录GenBank(AF403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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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状体蛋白基因，对于开发用以防治蝗虫的基因工 

程生物农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包含体蛋白还具有高度保守性，因而它是研究 

昆虫痘病毒的系统进化的有力证据。目前，科学家 

们已经测出多种昆虫痘病毒球状体蛋白基因序列， 

包 括：A 属的欧洲鳃金 龟痘病毒 (Melolontha 

melolontha EPV，MmEPV)【oJ、古铜异丽金龟痘病 

毒 (Anomata cuprea EPV，AcEPV)[71；B属鳞翅 

目 EPV 的灯蛾痘病毒 (Amsacta moorei EPV， 

AmEPV)【8】、云杉色卷蛾痘病毒 (Choristoneurafu． 

m／yerand EPV，CfEPV) 、棉铃虫痘病毒 (He． 

1icoverpaarraigeraEPV，HaEPV)u uJ；直翅目血黑 

蝗痘病毒(Melanoplus sanguinipes EPV，MsEPV) IJ 

和树蝗痘病毒 (Anacr／dium aegypt／um EPV，AaEPV) 
u 

。 这些球状体蛋白基因大小约在 3kb左右，编码 

100—1 15kDa的球状体蛋白。 

现有的研究表明，昆虫痘病毒球状体蛋白基因 

的非编码区有一个高效转录的强启动子及其调控 

序列【l引，且球状体蛋白基因并非昆虫痘病毒复制的 

必需基因【l引，因而对于此基因的研究将有助于开发 

该病毒，使其成为一种外源基因的高效真核表达载 

体。 

本论文于国内外首次克隆了亚洲小车蝗痘病 

毒球状体蛋白基因，并做 了相关的序列分析及比 

较，这不仅有助于开发该蛋白成为生防药物，也为 

昆虫痘病毒分类学及系统进化关系学的研究及微 

生物杀虫谱的界定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OaEPV及其 DNA 

将 OaEPV 感染其 替代 寄主黄胫 小车蝗 

(Oedaleus infernalis)，2周后获得感病虫尸，经过滤、 

差速离心纯化病毒，纯化的病毒经碱解、苯酚氯仿 

抽提、乙醇沉淀，得到OaEPV基因组。 

1．2 OaEPV球状体蛋白基因 )的PCR扩增 

以 MsEPV球状体蛋白基因为参考序列，设计 

正 向 引 物 (5 ．CGA( ATTCATGAACATA 

0c1TI'G．3 )及反向引物 (5 ．CGAGTCGACTTA 

ACCCAA1]['CA ．3 )，以OaEPV基因组D 

NA为模板，PCR扩增获得OaEPV球状体蛋白完整 

编码区。PCR解链温度 94℃，退火温度 5O℃，延 

伸温度65℃，重复30个循环，电泳回收PCR产物。 

1．3 OaEPV球状体蛋白基因的克隆 

将纯化的 PCR产物与 T载体连接，转化到大 

肠杆菌 JM109中，经氨苄青霉素与蓝白斑筛选，酶 

切鉴定，获得 OaEPV球状体蛋白基因阳性克隆， 

并进行核苷酸序列测定。 

1．4 序列分析 

用 DNASTAR分析 OaEPV球状体蛋白核苷酸 

与氨基酸序列，、并用DNAMAN对相关序列做同源 

性比较。根据 DNASTARMegAlign的 ClustalW 法， 

做出几种 已知昆虫痘病毒球状体蛋白基因序列的 

系统进化树。 

2 结果与讨论 

2．1 OaEPV sph基因的PCR扩增 

以OaEPV基因组DNA为模板，用合成的引物 

进行 PCR扩增，琼脂糖电泳分析，可见在约 3kb 

处有一明显的特异性条带。 

2．2 OaEPV 球状体蛋白基因的编码区序列分析与 

同源性比较 

OaEPV球状体蛋白基因 PCR产物经纯化后， 

进行克隆、测序，并将测序结果登录 GenBank 

(AF403769)。 

根据测序结果，所克隆的 OaEPV球状体蛋白 

基因序列为一完整的开放阅读框 ，序列全长 

2967bps。其碱基组成为：A=1080，G=483，C=368， 

T 1O36，G+C％=28．68％ 。 

此 DNA序列编码 988个氨基酸残基，分子量 

为 11lkDa，与 SDS．PAGE所测结果一致 (数据未 

显示)，也符合昆虫痘病毒球状体蛋白的大致范围 

(100kDa~l 15kDa)。OaEPV球状体蛋白氨基酸序 

列 GenBank登录号为 AAK95623。 

分析还显示，OaEPV球状体蛋白中，Ser、Leu、 

Asn、Val、Asp五种氨基酸所占比重最大，这与文 

献报道结果一致。在这 988个氨基酸残基中，Cys 

共 2O个 (2．O％)，它们富集于肽链的 C．末端，其 

中有 1O个集中在靠近 C．末端的 133个氨基酸残基 

中。另外，DNASTAR分析可知，此蛋白PI6．1，酸 

性氨基酸组份较大。 

将测序结果和已知的其它几种昆虫痘病毒球 

状体蛋白基因序列作同源性 比较，结果显示 ， 

OaEPV 球状体蛋白基因与直翅 目昆虫痘病毒关系 

最近，在核苷酸水平上，与MsEPV及 AaEPV同源 

性分别为85．9％和80．4％；而与鳞翅 目和鞘翅目EPV 

关系较远，其中与 AmEPV核苷酸同源性为 48．2％， 

与 HaEPV为 46．O％，与AcEPV为 49％。 

关于昆虫痘病毒的分类，我们目前所沿用的标 

准，是以病毒的形态特征为依据的【 】。这样，鳞翅 

目和直翅目昆虫痘病毒同为B属。但现在已有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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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对这种分类标准产生质疑，他们认为，不论从 

基因的同源性还是基因的共线性来看，鳞翅 目和直 

翅 目昆虫痘病毒都应分为两个不同的属[8,10,12】。我 

们通过对 OaEPV及其它几种己知的昆虫痘病毒球 

状体蛋白基因间的同源性比较，也发现了鳞翅 目与 

直翅目昆虫痘病毒间巨大的差异。昆虫痘病毒球状 

体蛋白基因具有属内的保守性，而我们的分析结 

果，只有 B属中鳞翅目昆虫痘病毒与直翅 目昆虫痘 

病毒的同源性在 40％～50％之间，其余的属内同源 

性均在 80％左右。 

用DNASTAR软件将己知的8种球状体蛋白基 

因做成分子系统进化树 (图 1)，不难看出，以病 

毒寄主昆虫所在的分类目，作为昆虫痘病毒的分属 

依据 ，与分 子水平 上的分 析结果相 一致 。用 

DNASTAR对 8种球状体蛋白氨基酸序列的疏水 

性分析，可见寄主 同为鞘翅 目昆虫的 AcEPv、 

MmEPV和CfEPV球状体蛋白的氨基酸疏水性图 

谱极为相似 ，同样 ，寄主同为鳞翅 目昆虫的 

CIEPV、HaEPV、AmEPV 及寄主是直翅 目昆虫 

的 Aal三PV、MsEPV和 Oal三PV，它们的球状体蛋 

白都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图 2)。再结合我们所 

分析的球状体蛋白空间构象等特性，可以说明在 

昆虫痘病毒球状体蛋白理化特性在 同目的寄主 

4．5 

AcEPV 0 

．4．5 
4．5 

MmEPV 0 

．4．5 

昆虫内表现得极为一致 ，而在不同目的寄主昆虫 

间则差异甚远。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应把它与球 

状体蛋白裂解的天然环境相联系。由于球状体蛋 

白是在各 自寄主 昆虫的中肠里被裂解 ，而寄主昆 

虫中肠消化液的物理与生化性质 (如 pH、酶活 

性等)随着昆虫所处的目不同而有差异，同一目 

中昆虫中肠消化液性质则较为相似。以此推论， 

昆虫痘病毒与其寄主长期以来的协同进化关系， 

才是造成病毒间差异的本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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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几种已知的昆虫痘病毒球状体蛋白疏水性 

Fig．2 Hydrophobicity plots of all known EPV spheroidins generated by DNA STAR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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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昆虫痘病毒开发成一种高效真核表达载 

体一直是国际上比较关注的一个课题。与昆虫杆 

状病毒的多角体蛋白基因一样，昆虫痘病毒的球 

状体蛋白基因也具有极强的启动性【 ’ ’ J。而且， 

作为一种晚期表达的启动子，昆虫痘病毒也有利 

于对细胞有毒性的外源基因产物的大量表达。因 

而深入地进行昆虫痘病毒基因学及基因组学的 

研究，将十分有利于这些现有生物资源 的开发与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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