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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苏云金芽胞杆菌crylAclO基因重组杆状病毒的 

构建及其杀虫活性 

乔 红，姚伦广，德格晶， 齐义鹏 ，周文科，王志民 

武汉大学病毒研究所，湖北武汉 430072) 

Construction and Bioactivity of Recombinant Baculovirus with 

crylAclO Gene of Bacillus thuringensis 

QIAO Hong，YAO Lun—guang，DE Ge-jin，QI Yi—peng ，ZHOU Wen。ke，WANG Zhi—min 

rInstitute of Virology,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J 

Abstract：Using Bac—to—Bac system，the transfer vector pFCP with full—length crylAclO gene of 

Bacillus thuringensis drived by the very late expressed gene ph promoter and intact polyhedra gene was 

constructed successfully．The recombinant virus vFcph，with complete polyhedra and crylAc l O gene， 

was obtained by transfection of the tran sfer vector pFCP DNA into insect Sf9 cells an d crylAc l O 

protein can  be expressed in insect cells．Mean while，a new shutter vector pHTC with crylAclO gene 

was constructed． Three kinds of engineered bacteria produced by transformation of Bacillus 

thuringensis，Escherichia coli and Bacillus subtilis all expressed protoxin with the molecular weight of 

133．3kDa．The expression of the protoxin in Bacillus thuringensis was the highest．Bioassay indicated 

that the expressing product can increase virulence and killing speed of baculovirus．Th 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it is feasible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baculovirus by inserting an insecticide crystal protein 

gene into baculovirus controlled by the promoter of very late expressed gene． 

Key words：Bacillus thuringensi；CrylAclO gene；Bac—to-Bac system；Recombinant baculovirus；Gene 

expression 

摘要：用 Bac—to--Bac系统，构建了包含极晚期基 ph启动子驱动的带有全长苏云金芽胞杆菌 crylAc10基因和完整 

多角体基因的重组质粒 pFCP,用该重组质 感染昆虫S f9细胞，得到了带有多角体和能够表达 crylAclO基因的 

重组杆状病毒 vFcph，并在昆虫细胞中表达了 CrylAclO蛋白。同时构建了含 crylAclO的穿梭载体 pHTC，并分 

别转化大肠杆菌、枯草杆菌和苏云金杆菌晶体缺陷型菌株，结果表明此三种_I=程菌均表达了分子量为 133．3kDa 

的原毒素蛋白，其中在苏云金芽胞杆菌中的表达量最高。生物测定表明重组杆状病毒 vFcph的表达产物具有杀虫 

活性，能增加杆状病毒力，加快杆状病毒杀虫速度，说明利用杆状病毒极晚期基冈启动子驱动苏云金芽胞杆菌杀 

虫晶体蛋白表达，从而改善杆状病毒的杀虫特性是可行的。 

关键词：重组杆状病毒；苏云金芽胞杆菌：crylAc10基因；Bac—to—Bac系统： 基因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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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杆状病毒 (Insect baculovirus，IBV)作为 

防治农林害虫的有效制剂由来已久，但由于其杀虫 

速度慢、宿主范围窄等缺点，从而限制了它的』 泛 

应用。随着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和杆状病毒表达系 

统的广泛应用，在昆虫杆状病毒基因组中插入外源 

毒素基因，特别是苏云金芽胞杆菌杀虫晶体蛋白基 

收稿日期：2003—07—29，修回日期；2003—10-24 
作者简介：乔红 (1968一)，女，河南南阳籍，主管药师，硕士生，从事分子病毒学研究，现工作单位：河南省南阳市药品检验所。 

通讯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 Tel：027—87661831，E-mail：qiyipeng@whu．edu．cn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中 国 病 毒 学 第 l9卷 

因来构建重组杆状病毒杀虫剂已成为提高昆虫杆状 

病毒杀虫毒力或缩短杀虫时间的 一个重要策略⋯。 

苏云金芽胞杆菌杀虫晶体蛋白基因 crylAclO 

是孙明等l2J从高毒力的苏云金杆菌 YBT一1520菌株 

中克隆到的一种新的杀虫晶体蛋白基因，由于其杀 

虫毒性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本文应用Bac—to—Bac 

系统构建了包含极晚期基因 p 启动子驱动的带有 

全长苏云金芽胞杆菌基因cry／Acl0和完整多角体基 

因的重组苜宿银纹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 (AcNPV)， 

由于该重组病毒保持有完整的多角体，可以被昆虫 

口服造成有效的感染。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pFastBac1穿梭载体 由本室提供 ；pBMB—k 

crylAclO gene inserted into pUC19、B t．4D10(H3ab) 

及 Bs．AS1176为华中农业大学赠送；pBlueph为含 

1．3kb多角体基因的质粒(由本室刘子夜博士构建)； 

pHT3101由法国巴斯德研究所D．L ereclus博士赠 

送；E．coli DH10Bac由本实验室保存；多角体蛋白 

基因完整的野生型 AcNPV和 Sf9昆虫细胞来自美 

国加州大学 Federici博士；小菜蛾幼虫、甜菜夜蛾 

幼虫为本室喂养；所用限制性内切酶和连接酶等均 

购自华美公司；扩增crylAclO的引物设计时加入SalI 

酶切位点下划线处，由上海基康公司合成。 

Primerl：5'-GC 卫 ATGGATAACAATCCGAA 

CATCAATGAA一3’， 

Primer2：5’一GC TATTCCTCCATAAGGA 

GTAATTCCACG一3’。 

1．2 重组质粒的构建 

质粒DNA的提取、酶切、连接等操作方法见 

文献f31c 

用 I ISal I双酶切质粒 pBlue—ph，同收含有 

完整多角体基因的 1．3kb片段，插入 pFastBac I的 

同 ‘位点构建成pFastph。将3．77kb的c~lAclO PCR 

产物经 Sal I酶切回收后，插入用 Sal l消化的 

pFastph中，得到重组转座载体pFCP。它具有两个 

同向 p 基因启动子 (Pph)，其一为 pFastBac I中 

的 Pph，驱动 crylAclO基因表达；另 个是p|fz基 

因的自身启动子。将重组转座载体 pFCP转化E．coli 

DH10Bac感 受态细胞 ，转 座载体 pFCP 中的 

印h—crylAc10-ph表达盒通过转座插入到该菌的质 

粒 Bacmid基因组中，在含 X—gal和 IPTG的 抗 

(Kanr．Te 和 Gmr)LB平板上挑取白色单菌落，即得 

阳性重组 Bacmid。用 Sal I单酶切质粒 pFCP,回收 

crylAclO基因片段，插入 pHT3101的同一一位点，构建 

成原核表达载体 pHTC。酶切鉴定表明所有载体构 

建是成功的。本文所使用的各种载体的构建见图 1。 

图 1 重组质粒的构建 

Fig．1 Construction of recombinant plasmids 

MiniF：replicon of Phage ph：polyhedrin gene of AcMNPV；Pph：the 

promoter of ph gene；ori1030：replication origin of a 且 thuringensis 

plasmid 

1．3 昆虫细胞的转染 

用磷酸钙共沉淀技术将克隆有外源基因的穿 

梭载体 DNA转染 Sf9昆虫细胞，从被感染的 Sf9 

细胞提取病毒 DNA，接着进行限制性内切酶分析。 

重组病毒的滴度用空斑法在 Sf9细胞中测定l4j J。 

1．4 质粒转化 

常规法转化大肠杆菌 DH10Bac菌株和电脉冲 

转移法转化 Bt菌株的操作方法见文献 lj ；PEG介 

导原生质体法转化 Bs菌株操作方法见文献 。。’ 。 

1．5 SDS—PAGE电泳 

重组病毒接种 Sf9细胞及外源表达蛋白的 

SDS—PAGE电泳制样方法见文献 J，SDS—PAGE电 

泳方法见文献 J。 

1．6 生物测定 

将重组病毒接种十一定量的 Sf9细胞中，27℃ 

培养4d，吹起细胞，转入离心管，2500X g离心， 

细胞沉淀用同样体积 PBS重悬；取部分上清，于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乔 红，等．携带苏云金芽胞杆菌 cryAclO基因重组杆状病毒的构建及其杀虫活性 45 

10 0000Xg离心，细胞沉淀用同样体积 PBS重悬， 

则可得到 (1)未离心悬浮液，(2)低速离心沉淀 

悬浮液，(3)低速离心上清，(4)高速离心沉淀悬 

浮液，(5)高速离心上清，五种含有不同组分的测 

试样品。分别取各样品 10pL加于 990pL PBS中混 

匀，取混匀后的稀释液 160pL涂于 16cm 菜叶上凉 

干，再放入 2龄小菜蛾幼虫 2O头，饲养 72h，统计 

各样品的死亡数。同时设置野生型AcNPV(小菜蛾 

对 AcNPV不敏感)病毒感染 Sf9细胞悬液、BT晶 

体蛋白、细胞悬液对照，各设三次重复。将重组病 

毒与野生型 AcNPV的多角体悬液分别混入人工饲 

料，使两种病毒多角体成梯度浓度分组饲养 3龄甜 

菜夜蛾幼虫，每组 48头幼虫，各设_一次重复。从 

感染后 3d起，每天检查病毒感染死亡率，非病毒 

死亡幼虫不计在内，感染后 9d结束试验。统计分 

析按文献 进行。 

2 结果与分析 

2．1 crylAclO基因在三种原核细胞中的表达 

用 原核 表 达 载 体 pHTC 转化 大肠 杆 菌 

DH10Bac，再分别用原生质体 PEG介导转化和电脉 

冲转移法转化枯草杆菌 AS1176和 BT晶体缺陷型 

菌株 4D10(H3ab)。用氨苄青霉素(100pg／mL)作筛选 

标记，从筛选出的抗性菌落中提取质粒酶切检测表 

明，pHTC转入了三个宿主系统。 

将三株工程菌分别在不含氨苄青霉素的 LB液 

管中，37~C，200r／min摇床过夜，依次按 0．5％ 接 

种传 2O代，取合适的稀释度涂于不加抗生素的LB 

平板上，使生长菌落数不高于lO ，再将菌落转接于 

含氨苄青霉素(100pg／mL)的 LB平板上。l二种转化 

菌菌液分别涂五次无抗板，重复试验，计算抗性菌 

落数与接种菌落数的比值即为遗传稳定忤百分率 

(表 1)。 

表 1 含 crylAclO基因的质粒的遗传稳定性及其表达水平 

比较 

Table 1 Expression and genetic stability of recombinant 

plasmid with crylAc10 

从表 l可以看出，重组质粒在三种受体菌巾均 

具有很好的遗传稳定性，在大肠杆菌中的遗传稳定 

性达 100％，在 BT中也达到 95％。分别用三个宿 

主菌的上清液进行 SDS—PAGE电泳，发现 crylAclO 

基因在三个宿主系统中均表达了分子量为 133．3k D 

a的蛋白分子 (图2)。 

图 2 cry Acl0基因在三种原核系统 中表达产物的 SDS— 

PAGE分析 

Fig．2 SDS—PAGE analysis of expression products of cryAc 10 

gene in three prokaryotic 

l，In Bacillu thuringensis；2。In Escherichia coli；3，In Bacillus subtilis；4-6 

Control of their host not transformed；M ．M arkeL 

由于cry1Ac10基因表达蛋白的纯度高，故用 

Folin酚法测出的碱溶性蛋白量即为 crylAclO基因 

的表达量 (表 1)。从表 1可以看出，基因在其天然 

宿主苏云金杆菌中的表达量最高，达到2．87mg／mL， 

在枯草杆菌中的表达量只为其天然宿主的75％，而 

在大肠杆菌中的表达量比Bt中低约 l5倍。可见， 

crylAclO基因的自身启动子能很好地利用天然宿 

主的转录系统 (如RNA pol，o因子和其他转录因 

子)实现高水平表达，枯草杆菌也属于芽孢杆菌属， 

因此，crylAclO基因也有接近于天然宿主的表达水 

平。而大肠杆菌属于无芽孢细菌，其在正常情况使 

用的0因子与苏云金杆菌不同，因而crylAclO基因 

的表达量很低。 

2．2 重组杆状病毒 vFcph的产生及鉴定 

将重组 BacmidDNA转染 Sf9细胞，3d后显微 

镜观察，结果发现细胞中有多角体病毒产生(图 3)， 

经分离纯化获得能形成多角体和表达 crylAclO基 

因的重组杆状病毒 vFcph。进一步以crylAclO引物 

进行重组病毒vFcph的PCR鉴定(图4)，证明3．77kb 

的 c~lAclO基 因整合到 了 AcNPV (通过 Bacmid) 

的基因组中。 

将纯化的重组杆状病毒 vFcph扩大培养，4℃ 

保存备用。将 vFcph原液 lO倍梯度稀释后，根据 

Summers和 Smith(1 987)采用的 Reed—Muench测定 

法，接种96孔细胞培养板，测出重组病毒 vFcph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中 国 病 毒 学 第 l9卷 

的 TCIDs0，并 换算 成 空斑形 成 单位 (plaque 

formation unit，pfu)。测出 TCID5o值为 1．58×10 

TCIDso／mL，pfu值为 1．09×10 pfu／mL，说明重组 

病毒vFcph有较高的滴度。 

图 3重组病毒 vFcph在 Sf9细胞中形成的包涵体 

Fig．3 Occlusion bodies in Sf9 cells formed by the recombiant 

virus vFcph72hpi． 

A，$19 cell infected with vFcph (polyhedra showh by the arrow0)．．B， 

Normal St9 cel1． 

图4 PCR鉴定重组病毒 vFcph 

Fig．4 Identification of the recombinant virus vFcph by PCR 

l，Positive control；2，vFcph；M ，Marker． 

2．3 cryIAclO在昆虫细胞中的表达 

将重组杆状病毒 vFcph(10 )接种于含 2．0× 

1O。细胞的 25cm 培养瓶中，27℃培养 4d，大部分 

细胞已产生明显的CPE(Cytopathic effect)特征， 

即细胞膨大，特别是细胞核膨大，与正常细胞相比 

直径增加 25％～50％，细胞核占总细胞的三分之二 

以上，细胞膜与质膜间只剩下一狭小的窄问，大多 

数细胞核内有多角体 (图 3)。收集细胞，进行 SDS— 

PAGE 分析 ，可见 130kDa的蛋 白带与推导的 

CryIAclO蛋白分子量相当 (图 5)，说明重组杆状 

病毒中的 crylAc10得到了表达。 

2．4 重组病毒 vFcph的杀虫活性 

用重组病毒 vFcph感染 Sf9细胞，离心收集五 

个类型样品进行生物毒力测定，结果如表 2所示， 

重组病毒感染的昆虫细胞悬液和低速离心沉淀悬 

液毒达的不溶于水的Bt蛋白具有较高杀虫活性； 

图 5重组病毒 vFcph在真核细胞 Sf9中表达产物的 SDS— 

PAGE分析 

Fig．5 SDS—PAGE analysis of expression producit in Sf9 cell 

of recombinant virus vFcph． 

1-2，48hpi and 72hpi by vFcph；3-4，48hpi an d 72hpi by wIAcNPV；5
， 

Norm al$19 cell；M，Marker．(130kDa CryAcl0 protein is indicated by the 

arrow l 

表 2 重组杆状病毒 BT基因表达蛋白的毒力测定 

Table 2 Bioassay of the toxicity of Cry1Acl0 protein expressed 

by recombinant virus vFcph 

sa c on

～

centrat io I nsect

， 

⋯  ， 

A 0．1 20 l5 75±1．84 

B 0．1 20 16 80± 1．97 

D 0．1 20 2 l0± 0．47 

F 0 l 20 3 l5±0．82 

G 20ng／cm 20 20 100 

Note：A，Uncentrifuged suspension；B，Pellet after low—speed centrifuging： 

C，Supernant after low—speed cenm~ging；D，Pellet suspension after high— 

speed centrifuging；E，Supernant after high—speed centrifuging；F Cell 

suspension infected by wtAcNPV；G．Bt crystal protein；H．Suspe nsion of 

低速或高速离心后的上清，毒力很低，死亡率不超 

过 15％，与对照 AcNPV病毒的感染死亡率基本相 

同，说明杀虫毒力主要来源于所表达的不溶于水的 

Bt蛋白。 

用 3龄甜菜夜蛾幼虫测定重组病毒与野生型 

AcNPV的毒力，记载幼虫感染 9d后的死亡率，结 

果见表 3。根据表 3数据计算重组病毒的 LC5o为 

1754PIB／g，其 95％置信范围为 964—2544PIB／g；野 

生型病毒的 LC5o为3614PIB／g，其 95％置信范围为 

2050—5178PIB／g。经 t检验，二者 LC50相差显著 

(t=2．21，p<0．05)。 

当感染剂量为3×10 PIB／g时，重组病毒vFcph 

及野生型AcMNPV的死亡历程见表 4。 

姜i Ⅲ卯 巧 

，

9 2 5D 5 3 9 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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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4数据计算重组病毒的 LT5o为 5．5d，其 

95％置信范围为5．0d一6．0d：野生型AcMNPV的LT5o 

为7．4d，其 95％置信范围为7．0d一7．8d，经 t检验， 

二者LTso相差极显著 (t：4．91．p<O．O1)。 

表 3 重组病毒毒力牛物测定 

0 50．6±0．45 53．0±0．72 68．9±0．97 

3 讨论 

Bacmid是携带有AcNPV的全基因组与转库 
一 穿梭盒的穿梭载体，它既能在大肠杆菌中以质粒 

的形式复制，又能在昆虫细胞中形成感染性病毒粒 

子。由于转座一穿梭盒被插入 NPV 的多角体基因 

位相，所以 Bacmid感染细胞后不形成多角体。在 

自然条件下，多角体的存在对于病毒的传染和流行 

传播是致关重要 的，所 以我们在转座载体 P F 

astBacI的MCS中插入两个外源基因：crvlAclO和 

ph，使重组病毒得到了另一拷贝的多角体基因，该 

基因源于AcNPV的EcoRI—I片段，带有自身启动子 

及终止信号。结果证明异源多角体基因可以在细胞 

中高效表达，并使病毒粒子包装成多角体。外源基 

因在昆虫中肠中表达这一事实表明，肠毒素基因可 

在昆虫感染的晚期得到表达，这对重组杆状病毒杀 

虫剂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直到 目前为止，杆状病毒杀虫剂并未得到广 

泛应用，究其原因主要是野生型的杆状病毒杀虫速 

度慢，所需时间长，用于防治害虫往往会造成难十 

承受的经济损失。近年来国内外很多实验室均致力 

于利用基因工程构建重组病毒，使其更为实用。本 

研究表明这种思路在理论上是可行的。目前构建的 

重组病毒如表达蝎神经毒素的重组病毒 J、表达昆 

虫激素的重组病毒 J，表达昆虫特异性酶如保幼激 

素酶的重组病毒_】 ，缺失蜕皮甾醇 UDP糖基转移 

酶(egt)的重组病毒⋯】等，大多数较野生性杆状病毒 

杀虫效率并没有明显提高。携带 Bacillus thurin— 

gensis crylAb和 crylAc基因的重组杆状病毒其杀 

虫活性也未明显改善[】 J，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 

的，!mJ,b源蛋白被宿主细胞蛋白酶降解；或外源蛋 

白表达后 能被定向运输到靶细胞而发挥功能等。 

目前，普遍认为 crylAb和 crylAc基因的作用位点 

位于昆虫中肠，CrylAb和 CrylAc蛋白随杆状病毒 

在昆虫其它组织细胞中表达后，或因不能被切割、 

释放出活化的毒性肽，或因无作用受体位点而影响 

其杀虫的活性_J J。基于此，Chang等 (2003)lJ 

构建了含crylAc和 ph融合基因的重组病毒，由于 

CrylAc蛋白随多角体蛋白包被在病毒多角体外层， 

当病毒多角体在昆虫中肠中溶解后，CrylAc蛋白即 

可发挥杀虫作用，因此该重组病毒较野生型病毒， 

其杀虫速度和致病力有明显提高。本研究采用苏芸 

金杆菌杀虫晶体蛋白基因 crylAclO构建的重组病 

毒，经初步试验，显示出了改善杆状病毒杀虫活性 

的潜力。虽然均系苏芸金杆菌杀虫晶体蛋白基因， 

但 crylAclO与crylAc和crylAb还是存在一些差异 
[161

， 如基因序列的差异引起对宿主的毒力差异等， 

至于是否存在作用受体的差异和原毒素加工激活 

的差异，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构建集几方面优点于一体的重组杆状病毒，从 

而提高其杀虫效果，扩大杀虫谱，代表着当今生物 

杀虫剂研究的新方向。本文构建的重组杆状病毒 

vFcph含有昆虫特异性的毒素基因和完整多角体， 

获得了多重特性，生物活性测定超过野生型病毒。 

研究表明，构建实用型多功能的重组病毒是可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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