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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 between Ubiquitin and IAP2 or IAP3 of spodptera exigua 

Nucleopolyhedro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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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using the yeast two hybrid system． n vitro assay for interaction between ubiquitin and 

IAP2 or IAP3 encoded by Spodptera exigua nucleopolyhedrovirus(SeNPV)has been done．The putative 

positive clones only existed on the plate of the SD／一Leu／一Trp／X—a-GAL．which suggested that ubiquitin 

interacted with IAP2 or IAP3 weakly．and ubiquitin was transferred to IAP2 or IAP3 through 

ubiquitin—activating enzyme(E1)and ubiquitin—conjugating enzyme(E2)in yeast．1APs encoded by 

SeNPV may be the ubiquitin ligase(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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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报道利用酵母双杂交系统研究甜菜夜蛾核多角体病毒 (SeNPV)的泛素 (Ubiqutin)与抗细胞凋亡蛋 

白 (IAP2．IAP3)相互作用的结果。使 Clontech公司的 MACHMAKER GAL4 Two—hybrid system 3，以病毒 

ubiquitin基因与酵母 GAL4的DNA结合域重组表达 “诱饵”蛋白，以病毒 iap2或 iap3基因与 DNA活化域重组 

表达“猎物”蛋白，在低严谨犁筛选培养基 均得到阳性克隆。这一结果表明，甜菜夜蛾核多角体病毒泛素与 IAP2 

或 IAP3在体外能进行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利用了酵母内源性 El和 E2。SeNPV的抗细胞凋亡蛋白 (IAPs)可能 

是泛素一蛋白酶水解途径 (UPP)中的泛素连接酶 (E3)，或者是泛素依赖性蛋白水解酶的靶底物。 

关键词：甜菜夜蛾核多角体病毒；泛素；抗细胞凋 ：蛋白；酵母双杂交系统；泛素连接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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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素为一种广泛存在于真核细胞中的小分子 

量蛋白质。泛素．蛋白水解酶复合体通路 (Ubiquitin 

proteasome pathway． UPP)途径，是细胞质和核内 

蛋白ATP依赖性的非溶酶体降解途径，高效并高度 

选择性地进行细胞内蛋白转换，尤其是短命的功能 

蛋白，癌基因产物和变性变构蛋白，应急状态下也 

降解细胞内的其他的结构蛋白，还参与某些重要蛋 

白质的编译后修饰和改造，调节其功能，在细胞内 

的信号传导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多种真核生物病毒中含有 

编码泛素或与泛素作用蛋白的基因L2 j。己知的杆 

状病毒基因组中都含有编码泛素的基因。杆状病毒 

泛素与真核生物泛素的氨基酸序列有较大的不同： 

其一，在杆状病毒泛素的羧基端融合了不同长短的 

短肽，这些融合的短肽与真核生物泛素延伸蛋白所 

融合的核糖体蛋白没有同源性；其二，杆状病毒泛 

素基因之间的同源性也较低，只有 70％-80％，在 
·些氨基酸位点的保守性也较低 j。杆状病毒泛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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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及其在病毒中的定位己进行了研究，但其在 

UPP途径中的作用还未见报道。 

杆状病毒基因组还编码一些含有RING finger结 

构的蛋白，如 lAPs、 IE2等。一些研究认为这类 

含 RING finger结构的蛋白可能具有泛素连接酶功 

能。ImPs蛋白存在两个主要的结构域：RING finger 

结构和 BIR结构。lAP  RING finger可能是泛素化位 

点，而BIR结构则被认为可以直接且专 一l生的抑制 

caspases活性，发挥其抗细胞凋亡的作用 J。在哺 

乳动物 IAPs的研究中发现，含 RING finger的细胞 

凋亡抑制蛋白 (1AP s)可以在体外或体内通过对 自 

身的泛素化被蛋白水解酶体降解，RING finger缺失 

后稳定表达 lAP s可以抑制细胞凋亡引起的蛋白降 

解，ImPs蛋白可以通过自身的泛素化和降解来调控 

细胞凋亡lJ川。XIAP 还可以在体外以caspase一3作为 

底物使之泛素化，对 caspase一3的泛素依赖性降解可 

以提高它的抗细胞凋亡活性lJ1-12]。然而，杆状病毒 

泛素是否可以与 lAPs蛋白相互作用?IAPs是否可 

以利用病毒泛素对自身和底物泛素化而调控细胞 

凋亡?在杆状病毒基因的功能研究中，这些问题亟 

需回答。本文利用酵母双杂交系统对 SeNPV 的泛 

素与IAP2或IAP3在体外的相互作用进行了初步研 

究，为今后进行杆状病毒泛素及 lAP s功能的研究 

奠定 了基础 。 

1 材料和方法 

1．1 菌株和质粒 

大肠杆菌 DH5 a由本实验室保存，酵母菌株 

AH109、质粒 pGAD—T7、pGBK—T7、pGAD—T7—53、 

pGAD—T7一LAM、pGBK—T7一T和筛选培养基均由 

CLONTECH 公 司 的 MACHMAKER GAL4 

Two。hybrid system 3试剂盒提供。筛选培养基包 

括，色氨酸缺陷培养基为 SD／-Trp／X—Q—GAL，亮氨 

酸缺陷培养基 SD／-Trp／X—a—GAL，亮氨酸 (Leu) 

和色氨酸 (Trp)双缺陷的低严谨型筛选培养基缺 

乏 SD／-Leu／-Trp／X—Q—GAL，色氨酸、亮氨酸、组 

氨酸 (His)和腺嘌呤 (Ade)都缺陷的高严谨型筛 

选培养基SD／一Leu／-Trp／一Ade／-His／X—Q—GAL。 

1．2 含目的基因的诱饵质粒和猎物质粒的构建 

根据已知的甜菜夜蛾核多角体病毒核苷酸序 

列  ̈设计 PCR引物，引物分别为： 

扩增 SeMNPV ubiquitin基因的引物： 

Pl： 

ubi P2：5 GGCTGT丌 GAGTAATCATG 一3 

扩增SeMNPV iap2基因的引物： 

iap2Ph 5 -GAATIUA~  

iap2P2： 5 -GCGGCGAAAGTAGAGGGTFT一3 

扩增 SeMNPV iap3基因的引物： 

iap3Ph 5 A rR UC GGIl： ACAG0GAT-3 

iap3 P2： 5 CAGCGGAGACGAGTrGGA 一3 

其中GAATFC：为 EcoR I限制酶酶切位点 

分别用相应的Pl，P2引物从 SeNPV基因组上 

用 PCR的方法扩增出ubi、iap2及 iap3基因，构建 

原核表达质粒，PCR扩增及质粒构建和鉴定参照文 

献进 行 J，原核表 达质粒分别命名为 pGEM— 

SeNPV—ubi，p吲 一SeNPV—iap2，pGEMSeNPV—iap3。 

用EcoRI和SacI对pGEM—SeNPV—ubi和pGBKT7 

双酶切，经凝胶电泳，用华舜胶回收试剂盒从凝胶 

上回收相应基因的 DNA 片段，连接 ubi DNA 与 

pGBK T7，构建的双栖质粒转化 DH5 a，培养后提 

取质粒DNA酶切鉴定。质粒命名为 pGBK—SeNPV— 

ubi，能在酵母GALA的DNA结合域重组表达 利 

用相同方法分别将 SeNPV—iap2或 SeNPV—iap3与 

pGAD T7连接，构建能在酵母 GAL4活化域表达， 

也能在原核中复制的双栖载体 pGAD—SeNPV—iap2 

和 pGAD—SeNPV—iap3。 

1．3 验证诱饵蛋白或猎物蛋白单独表达是否诱导 

报告基因表达 

pGBK-SeNPV—ubi、pCAO—SeNPV—iap2和 pCAO— 

SeNPV—iap3分别转化酵母菌株 AH109，转化的菌 

液涂布在色氨酸缺陷培养基、亮氨酸缺陷培养基、 

低严谨型或高严谨型筛选培养基上，30℃培养 2d 

至有菌斑长出，验证单独融合泛素的诱饵蛋白及单 

独融合IAP2或IAP3的猎物蛋白是否能诱导报告基 

因表达。酵母转化实验步骤根据 MAC}玎ⅥAKER 

GAL4 Two—hybrid system 3试剂盒说明书中的小量 

转化酵母菌方法进行。 

1．4 共转化 AH109 

取 pGBK—SeNPV—ubi 0．1 gg，与 pGAD—SeNPV— 

iap2 或 pGAD—SeNPV—iap3 分别 同时转化酵母 

AH109，同时加入鲱精 DNA载体 (Hemng carrier 

DNA)．转化菌液分别涂布在低严谨型或高严谨型 

选择培养基上，30~C培养 2～3d至有菌斑长出。检 

测泛素与IAP2或IAP 3的相互作用。试验同时设阴 

性对照和阳性对照，阴性对照为没有转化的空白 

AH109和 pGBK—T7一Lam与 pGAD—T7一T共转化的 

AH109；阳性对照为pGBK—T7—53与pGAD—T7一T共 

转化的 AH109。共转化酵母菌实验参照 MACH— 

MAKER GAL4 Two—hybrid system 3试剂盒说明书 

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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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阳性克隆的 PCR验证 

pGBK—SeNPV—ubi与 pGAD—SeNPV—iap2 或 

pGAD—SeNPV—iap3共转化 AH109，30℃在低严谨 

型筛选培养基长出蓝白斑 ，分别挑取几个白斑和 

几个蓝斑， 接种到5mL 液体培养基中，3O℃培养 

24h。取 1．5 mL菌液高速离心 30s，用 200~L的玻 

璃珠破菌缓冲液重悬细胞，加入酸洗玻璃珠 (Sigma 

公司)约 2001aL，室温下剧烈震荡 10min，然后加 

入 25／24／1的酚／氯仿／异戊醇，室温下剧烈震荡 

10rain。高速离心 10min，收集上清液，取 I一2btL用 

做PCR检测，PCR产物通过凝胶电泳进行分析。 

2 结果分析 

2．1 含目的基因的诱饵质粒及猎物质粒的构建及 

验证 

目的基因与 pGBK-T7或 pGAD—T7连接，转化 

DH5 Q细胞，培养后得到分别含有 ubi、iapl和iap2 

基因的阳性克隆子，含有泛素基因的阳性克降子 

pGBK—SeNPV—ubi经EcoR I和Sal I双酶切，凝胶 

电泳分析后得到一条350bp的片段，与预期的片段 

大小相吻合。含有iap2或iap3的阳性克降予pGAD— 

SeNPV—iap2．pGAD—SeNPV—iap3经 EcoR I和 Sac I 

双酶切，电泳后分别得到一条 1kbp左右的片段， 

与预期的片段大小吻合 (图 1)。 

对阳性克隆子中的插入片段进行测序，序列分 

析结果表明，插入片段分别与对应的SeMNPV ubi， 

iap2和 iap3序列完全一致，并且有正确的阅读框。 

pGBK—SeNPV—ubi转化酵母菌株 AH109，分别在色 

氨酸缺陷培养基、低严谨型筛选培养基和高严谨型 

筛选培养基上培养，只有在色氨酸缺陷培养基 

SD／一Trp／X—Q—GAL上长出白色菌斑，这说明单独表 

达融合泛素的诱饵蛋白不能诱导报告基因表达。同 

样，pGAD—SeNPV—iap2及 pGAD—SeNPV—iap3分别 

转化酵母菌株 AH109，在亮氨酸缺陷培养基、低严 

谨型或高严谨型筛选培养摹上培养，也只在亮氨酸 

缺陷培养基 SD／一Leu／X—a—GAL上长出白色菌斑， 

说明单独表达融合 IAP2或IAP3的猎物蛋白也不能 

诱导报告基因表达。 

bp 

2000 

1000 
750 

500 

250 

100 

图 1重组表达质粒的酶切鉴定 

Fig．1 Identification of Reconstruction plasmids 

M ，DL 2000 marker； 1／2， pGBK—SeNPV·ubi with EcoR I／Sal／I； 3／4 

pGAD·-SeNPV·-inp2 with EcoR I／Sal／l； 

2,2 泛素与 IAP2或 IAP3在双杂交系统中的相互 

作用 

含有泛素基因的质粒与含有 iap2或 iap3的质 

粒共转化酵母AH109，转化菌在不同培养基上诱导 

报告基因表达的结果见表 1。 

表 1泛素与 lAPs在双杂交系统中的相互作用 

++hundreds plaques in a plate：+ tens plaques in a plate： ‘no plaque in the plate c 

试验结果显示，pGBK—SeNPV—ubi和 pGAD— 

SeNPV—iap2共转化酵母 AH 109，3O℃在低严谨型 

培养基上培养 2d后，长出 200多个蓝色和白色的 

菌斑，继续培养 ld菌斑直径为 1~2mm 左右；然而， 

在高严谨型培养基上，30~C培养 3d后无菌斑长出。 

pGBK—SeNPV—ubi和pGAD—SeNPV—iap3共转化酵 

母 AH109，30~C在在低严谨型培养摹上长出300多 

个蓝色和白色菌斑，而在高严谨型培养基上，3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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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 3d后也无菌斑长出。同时，作为阳件对照， 

pGBK—T7—53和 pGAD—T7一T共转化 AH 109，30。C培 

养 2d后，在低严谨型培养基或高严谨型培养基上 

均长出蓝斑。作为阴性对照，pGBK—T7一Lam 和 

pGAD．T7．T共转化AH109，30。C培养 2d后，任两 

种培养基上都仪长出白斑；作为空白对照，AH109 

在两种培养基上培养 2d后都没有菌斑长出。阳件 

对照和阴性对照质粒共转化 AH109的实验结果， 

都与 MACHMAKER GAL4 Two—hybrid system 3试 

剂盒说明书提供的结果相 一致，返说明共转化 

AH109成功。 

上面的试验结果表明，JL日pGBK—ubi分别与 

pGAD—iap2或 pGAD—SeNPV—iap3共转化 AH 109， 

都得到同样的结果，即在低严谨型筛选培养基 

SD／一Leu／一Trp／X—Q—GAL上有蓝白斑长⋯，而在高 

严谨 型筛选培养基 SD／一Leu／一Trp／一Ade／一His／X—a 

—GAL 七没有蓝白斑长出。在低严谨型筛选培养基 

上有蓝色的菌斑长出，这说明泛素和 IAPs的相互 

作用可以使报告基因表达。低严谨型筛选培养摹仪 

缺乏亮氨酸和色氨酸，在这种培养基上，允许双杂 

交系统中诱饵蛋白和猎物蛋白之间的连接作刖，而 

且也允许两个相互作用蛋白利刖酵母细胞的某些 

酶共同完成连接作用。共转化 AH109在低 谨型 

筛选培养基上能长出蓝白斑的结果说明，泛素和 

IAPs有较弱的直接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_L}J可能利 

用了酵母巾的E1和 E2。而高 谨型筛选培养摹同 

时缺乏色氨酸、亮氨酸、组氨酸和腺嘌呤，它抑制 

酵母细胞中的 些酶参与蛋白质问的相互作刖，在 

这种培养基上筛选到的阳性克降，表明诱饵 白和 

猎物蛋 白间有较强的直接相互作刖，而共转化 

AH109在这种培养基上筛选时，酵母内源性 E1或 

E2的表达量不能满足泛素与 IAPs强相互作用的需 

要，所以没有菌斑长出。泛素的直接作用底物为泛 

素连接酶(E1)，IAPs作为 E3的直接作用底物为泛 

素结合酶(E2)，体外泛素化试验将进 ‘步验证 

SeNPV 的泛素与不同来源 Els、E2s及杆状病毒 

IAPs的相互作用能力。 

2_3 阳性克隆的验证 

用玻璃珠破碎法制备 pGBK．SeNPV—ubi分别 

与 pGAD．SeNPV．iap2或 pGAD．iap3共转化酵母的 

质粒抽提液，用相应的引物 P1和P2对转入 AH109 

中 的 pGBK．SeNPV．ubi， pGAD．SeNPV．iap2 和 

DGAD．SeNPV．iap3进行 PCR检测。PCR检测结果 

如图 2和图 3。pGBK．SeNPV．ubi分别与 pGAD- 

SeNPV．iap2或pGAD．SeNPV．iap3共转化酵母得到 

的阳性克隆中，各检测了4个蓝斑。实验结果证明， 

转入的 pGBK—SeNPV—ubi、pGAD—SeNPV—iap2和 

pGAD—SeNPV—iap3可以在阳性克隆内检测到，但是 

得到 pGAD—SeNPV—iap2和 pGAD—SeNPV—iap3的 

PCR产物量要远远低十 pGBK—SeNPV—ubi的 PCR 

产物量。这可能是采刖共转化方法时，pGBK很容 

易大量复制，而pGAD质粒复制量较少，而且采刖 

的玻璃珠破碎法提取质粒 DNA量较少。 

50o 

250 

图 2 ubi和iap2共转化 AH109质粒抽提液的PCR检测 

Fig．2 PCR detection of plasmid extract from AH109 which 

cotransformed with pGBK··SeNPV··ubi and pgad··SeNPV 

— iap2 

A，Detection with ubi primers B． Detection with iap2 primers． M 

DL2000Marker；1121314 Four blue plaques respectiveb 

bp 

500 

250 

A B 

图3 ubi和iap2 转化 AH109质粒抽提液的 PCR检测 

Fig．3 PCR detection of plasmid extract from AH 109 which 

cotransfrmed with pGBK··SeNPV ubi and pgad··SeNPV— 

iap3 

A， Detection with ubi primers B Detection with iap3 primers M ， 

DL2000M arker；1／2／3／4．Four blue plaques respectively 

3 讨论 

杆状病毒泛素基因的功能研究已受到许多学 

者的关注。Elisabeth等对甜菜夜蛾的泛素基因做了 

转录和翻译的研究，证明其是一‘个晚期基 。在 

AcMNPV中，泛素被通过一种新型的磷脂键被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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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毒粒子的囊膜的内表面f1引。缺失泛素基因的 

AcMNPV可以复制，但感染细胞得到的病毒数量较 

野生型病毒低 5—1O倍，病毒泛素可能参与了病毒的 

出芽或组装  ̈。Hass et al对AcMNPV的泛素与E1 

的连接活性，及参与ATP依赖的蛋白酶降解作了研 

究，结果发现，病毒泛素和真核生物泛素相比，病 

毒泛素与E1的连接活性较低，而且还可能降低 E3 

催化的泛素多聚链延伸。AcMNPV的泛素可能通过 

和宿主泛素竞争结合E1，从而降低泛素多聚链的延 

伸及 E3的催化的底物连接，在杆状病毒复制过程 

中阻止宿主的泛素蛋白酶系统对蛋白的降 】。根 

据当前的研究结果认为，杆状病毒泛素作为病毒粒 

子的一个组分，町能参与病毒的复制和病毒粒子的 

形成。但病毒泛素是否都能阻止宿主蛋白酶的活 

性，是否在 UPP途径中对不同的 E2和 E3有 问 

的连接活性，这些都还需要进 ‘步的探讨 

在 UPP途径中，泛素连接酶E3是一个关键酶， 

也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由十在真核生物 } 发现众 

多 Ring finger蛋白，其巾 一些已经被让明具有 E3 

的活性，从而使人们推测所有 Ring finger蛋白都可 

能是泛素连接酶E3。最近，Noiko等利用体外泛素 

化试验发现，BmMNPV的7个RINGfinger蛋白rf1， 

IAP2、IE2、PE38和 CG30具有 E3的功能，IAPl、 

ORF35、和 PE38没有 E3活性  ̈，而这 没有 E3 

活性的 RING finger蛋白可能需要其它专 作j}j 

的 E2才能发挥泛素连接酶作片j。虽然 Noiko等在 

试验中使用的不是杆状病毒泛素，但由十杆状痫毒 

泛素与真核生物泛素有较高的同源性 J，该试验可 

以是本文研究结果的一个佐证。在本研究【}]，我们 

利用了酵母双杂交系统分别对 SeMNPV 的泛素和 

IAP2，IAP3在体外的相互作用作了初步的研究， 

但杆状病毒泛素是否专一性的和病毒 IAPs结合， 

是否可以促进或抑制 IAPs的E3的活性，是否影响 

其抗细胞凋亡的功能，都还有待十进 ‘步『，向研究。 

目前，我们已获得到含有 E1和 同来源 E2(Ubc5a， 

Ubc3，Ubc4，E2—25k，E2—20k，Ubc7，Ubc8，UbcH5B) 

的质粒，正在进行下一步的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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