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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茶尺蠖中分离到一株微小RNA病毒 

王小纯，张珈敏，刘传凤，余海洋，胡远扬料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昆虫病毒研究室，湖北武汉 430072) 

A New Picornavirus Isolated from Ectropis oblique 

W ANG Xiao—chun，ZHANG Jia—min，LIU Chuan—feng，YV Hai—yang．HU Yuan—yang 

(Lab oflnsect Virology,College oillie Science，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J 

Abstract：A new picorna—like virus was isolated from dead Evtropis oblique larvae deceased from NPV 

infection．Electron microscopic observations of purified virions were non—enveloped isometric particles 

with diameter of 26nm．The virions contain tWO capsid proteins：3 1．5kDa and 28．8kDa．the amount of 

later iS 2．5 times more than that of the fornqer．Analysis of 3 terminal sequence of EoPV clone 

identified that it can encode RdRp and has eight conserved motifs．Homology analysis shows that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Perina nuda picorna—like virus．A11 of these properties indicate that this virus should 

be a member of Picornaviridae． 

Kev Words：Ectropis obl@ue；Picornavirus；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摘要：从核型多角体病毒 (NPV)感染致死的茶尺蠖幼虫尸体中分离到一株微小RNA病毒 (EoPV)透射电镜观 

察纯化的病毒粒子为无囊膜、无表面特征、直径约26rim的球状颗粒。16％的SDS—PAGE显示它有两个分子量为 

31．5 kDa和 28．8kDa的衣壳蛋白，后者的含量是前 的2、5倍。3 端克隆序列分析表明EoPV基因组 3 有 poly(A) 

尾，编码 RNA聚合酶 (RdRp)，含育微小RNA病毒 RNA聚合酶的八个保守基序，同源性分析表明它与榕透翅 

毒蛾微小RNA病毒(PnPV)亲缘关系最近。这些特点表明该病毒为一株新的微小砌 A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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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室于 2O0o年首次从 NPV感染致死的茶 

尺蠖幼虫中发现了直径为 26nm 的球状病毒。据报道 

许多昆虫微小 RNA 病毒是从杆状病毒感染的昆虫 

中发现和分离的⋯，例如家蚕软化病毒 (IFv)和榕 

透毒翅蛾微小 RNA病毒 (Perina nuda picorna．1ike 

virus，PnPv)I2j。采用差异离心和蔗糖密度梯度离心 

法，我们首次从NPV感染致死的茶尺蠖幼虫中分离 

纯化了微小 RNA病毒。将病毒液涂在新鲜茶叶上饲 

喂茶尺蠖幼虫，幼虫在第3天开始出现症状：厌食、 

停止活动并开始萎缩，大约 5d内死亡。从虫尸中分 

离到形状与大小相同的病毒，我们称之为茶尺蠖微 

小 RNA 病毒 (Evtropis oblique picoma—like virus， 

EoPV)。我国曾于上个世纪 8O年代从家蚕和蜜蜂 

中分离到微小I A病毒 j，但并无分子水平的深入 

报道。EoPV 是我国首例从野生昆虫中分离到微小 

RNA 病毒，该病毒国内外尚未见报道。研究其生物 

学性质，不仅对确定其分类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而且对开发生物杀虫剂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EoPV的来源与纯化 

EoPV来自于NPV感染致死的茶尺蠖幼虫。虫 

尸贮藏于一20。C冰箱。分离纯化病毒时，先将虫尸用 

TE缓冲液匀浆 4次，然后 5000r／min离心 30min去 

沉淀。上清液以40 000r／min离心 2h(Ti70)沉淀 

病毒，并溶解在 TE缓冲液；然后铺在 10％～4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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蔗糖梯度上，25 O00r／min、3h(SW40)。部分收集 

病毒带，用 TE缓冲液稀释，40 000r／min离心 2h 

(Ti70)沉淀病毒。沉淀溶解于 6mL40％的 CsC1 

溶液中，100 000r／min、6h超速离心，病毒带部分 

收集并用TE缓冲液稀释，40 000r／min、2h沉淀。 

沉淀溶解于 3001aLTE缓冲液，于一20℃冰箱保存． 

1．2 病毒毒粒子的电镜观察 

将纯化的病毒取 lOlaL滴在覆有 Formvar的铜 

网上，2％的磷钨酸负染，于日立 H一8100透射电子 

显微镜观察照相。 

1．3 衣壳蛋白的SDS—PAGE 

将纯化的病毒蛋白用含1％SDS加样缓冲液(1： 

2)100℃加热 3-5min，迅速冰浴。变性处理后，用 

16％的 SDS—PAGE进行分离 J，然后用考马司亮蓝 

R一250染色。通过紫外扫描与蛋白质Maker比较，确 

定其分子量大小及含量。 

1．4 3 端克隆及序列分析 

用 TRIZOL试剂合 (Gibco BRL)提取纯化病 

毒的基因组 RNA。依据微小RNA病毒的基因组结 

构特点，以oligo(dT)为引物，以EoPV基因组 RNA 

为模板 ，用 cDNA 的合成试剂合(Promega)合成 

cDNA。将平末端的dsDNA片段插入PUC18的SmaI 

位点，转化大肠杆菌 DH5 CI，蓝白斑筛选重组质粒。 

核苷酸序列测定委托上海博亚生物公司。分别利用 

BLAST[161和 FASTAL5 将 EoPV序列与 GenBank和 

EMBL数据库进行比较。利用 DNASIS MAX软件 

预测 已知 EoPV 序列编码的氨基酸序列。利用 

Bioedit软件对 EoPV编码的 RNA聚合酶与其它昆 

虫 RNA聚合酶进行列阵比较 】。利用 DNAMAN 

对 RNA聚合酶进行同源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电镜观察 

在透射电镜下观察负染的病毒粒子如图 1所 

示，它们是直径约 26nm，无囊膜，尢明 的表面 

特征的球状颗粒。 

2．2 病毒的衣壳蛋白 

纯化的病毒蛋白经过 SDS—PAGE分离、考马司 

亮蓝 R一250染色，可以看到如图2所示的病毒衣壳 

蛋白电泳图。紫外扫描分析表明，这两个衣壳蛋白 

的分子量为31．5 kDa和 28．8 kDa，而且后者的含量 

是前者的 2．5倍。用高效液相色谱对衣壳蛋白进行 

分离，结果如图 3所示得到了4个峰，后面t个结 

构蛋白差异极小。 

图 1透射电镜下的病毒粒子负染相片 

Fig．1 Electron microscopy of the negative preparation 

of the purified EoPV 

一 31．5 
—

28．8 

蕈 j |lIi_ 
一 llj 

图 2 EoPV农壳蛋白电泳图 

Fig．2 Structural proteins of EoPV in SDS—PAGE 

1，Protein markers(Bio-Rad)；2，Structure proteins of EoPV． 

图3衣壳蛋白高效液相色谱分离 

Fig．3 Capsid proteins through HLPC 

2．3 3 端克隆序列分析 

以oligo(dT)为引物，通过逆转录构建了 3 端 

克隆，序列测定表明：除 3 端 poly(A)Pb，该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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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长 1 120nt。碱基组成为：A 27．7％、T 26．8％、 

G 24．5％和 C 20．1％，与其它微小 RNA病毒相似，富 

含 A／T碱基。DNASIS MAX分析该片段能编码含 

358个氨基酸残基的蛋白质，通过与其它昆虫微小 

RNA病毒编码的蛋白质进行列阵比较 (图4)，发 

现该蛋白含有正链 RNA病毒的 RNA指导的 RNA 

I II 

聚合酶(RdRp)的 8个保守基序 [16]0它与微小RNA 

病毒编码的 RNA聚合酶有不同程度的同源性 (图 

5)。其中，与榕透翅毒蛾微小RNA病毒 (PnPV) 

RdRp有约 9l％的同源性，由此判断该病毒为微小 

RNA病毒。 

III 

翔 

妻篓 弱 TADAELLVY 

鍪 瓣 

鐾 驾 -CDA薹YP DIT翟FL蒌KT IALFI CPLiI S 
图4 EoPV与其它昆虫微小 RNA病毒RNA聚合酶保守基序的列阵比较 

Fig．4 Alignment of the conserved regions of the putative RNA—dependent RNA polymerase domain 

The motifs of RdRp are shaded with I-Ⅶ．Numbers on the left of the first row show the amino acid position of the aligned sequences．EoPV(Evtropis obl~ue 

picorna—like virus)．IFV(Infectious flachefie virus)．RhPV(Rhopalosiphum padi virus)，SBV(Sacbrood virus)and PnPV(Penna nuda picorna‘like 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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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小 RNA病毒 RNA聚合酶同源性分析 

Fig．5 Homology tree of RdRp of Picornaviridae 

SBV (Sacbrood virus)，EoPV(Evtropis oblique picorna-like virus)，PnPV 

(Penna nuda picoma-like virus)，IFV (Infectious flacherie virus)， 

PSIV(Plautia stall intestine virus)，RhPV(Rhopalosiphum padi virus)，DCV 

(Drosphila C virus)，EMCV (Encephalomyocaditis virus)，FMDV (Foot— 

and．mouth disease virus)，PV(Pfiovirus)． 

3 讨论 

哺乳动物小 RNA病毒 一般有 4个结构蛋白， 

其中3个分子量在 24kDa～41．2kDa范围内，一个分 

子量为 5．5kDa～l 3．52kDa。己报道的昆虫微小 RNA 

病毒衣壳蛋白如家蚕软化病毒 (IFv)[91、蟋蟀痹病 

毒 (CrPV)f引、果蝇 C 病毒 (DCV)lJ叫和榕透翅 

毒蛾微小 RNA病毒 (PnPV)⋯等具有上述特征的 

4个衣壳蛋白，而蜜蜂囊雏病毒 (SBV)IJ“、禾谷 

缢管蚜病毒 (RhPV)[121、吸血猎蝽病毒 (TrV)1131、 

和豌豆蚜病毒 (APV)lJ J等仅有 3个衣壳蛋白。衣 

壳蛋白均在10％ ～16％的SDS—PAGE上分离鉴定。 

由于 EoPV衣壳蛋白很特别，只有两个。我们又用 

高效液相色谱对衣壳蛋白进行分离，结果如图3所 

示得到了4个峰，可能后面三个结构蛋白差异极小， 

有待于进一步测序研究证明。 

在用TRIZOL试剂合之前，我们曾尝试用各种 

文献报道的方法提取病毒核酸，但都没有得到完整 

的核酸带。该核酸对RNase和 Sl敏感，而对 DNase 

1  9  9  9 1  嘲狮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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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敏感，从而确定为 ssRNA。3 端克隆的构建和 

序列测定进一步证明，EoPV为单链、正链 RNA病 

毒。BLAST比较及与其它昆虫微小 RNA病毒编码 

的蛋白质的列阵比较证明它是微小 RNA 病毒家族 

成员。已报道的昆虫微小RNA病毒有 4O余种，但 

完成基因组测序的仅 l2个，基因组全长约在 8× 

l(}j～10×103nt之间。推测得到完整的、高质量的基 

因组 RNA是影响昆虫微小RNA病毒克隆、测序等 

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主要因素。 

昆虫微小RNA病毒的毒性差异极大。EoPV、 

IFV、DVC、ABPV和 SBV能使宿主感染病毒 3～5d 

内死亡。而 PnPV和 RhPV仅降低幼虫的生长发育 

能力。对于家蚕和蜜蜂，如何防止病毒引起的疾病 

很重要。对于茶尺蠖和果蝇等害虫，EoPV和 DVC 

等毒性强的病毒对开发生物杀虫剂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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