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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CR product of Helicoverpa armigera single nucleocapsid nucleopolyhedrovirus 

HaSNPV fp25k gene was cloned into a prokaryotic expression vector pProEXHTb．After inducing with 

IPTG thefp25k gene was successfully expressed in E．coli DH5a．The expression product was 32 kDa． 

This protein was purified and injected into rabbit to raise polyclonal antiserum．Western blot analysis 

using this antiserum showed the specific reaction to FP25K protein expressed in b0tll prokaryotic with 

GST fusion and viral infected insect cells．Th e antibody made it possible to analysis the function this 

protein in i~ected insect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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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棉铃虫单核衣壳核多角体病毒(Helicoverpa armigera single nucleocapsid nucleopolyhedrovirus，HaSNPV) 

fp25k基因的序列。设计引物，引入适当的酶切位点，利用PCR扩增出基因片段。将该基因片段克隆至原核表达 

载体p~oEXHTb，经IP1b诱导，在大肠杆菌DH5a中获得了高效表达，表达产物的大小为32kDa。纯化蛋白产 

物免疫家兔制备抗血清。该抗血清可与原核表达的GST-FP25K融合蛋白及在感染的昆虫细胞中表达的FP25K蛋 

白发生特异性免疫反应。该抗体的获得为深入研究FP25K蛋白的功能提供了基础。 

关键词：棉铃虫单核衣壳核多角体病毒 (HaSNPV)；FP25K；克隆：表达；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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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状病毒 (Baculovirus)是一类专性感染节肢 

动物 (主要是鳞翅目昆虫)的病毒。目前广泛用于 

生物防治、真核表达载体和基因治疗研究中。杆状 

病毒在感染细胞的过程中产生两种形式的病毒粒 

子：出芽病毒 (Budded virus，BV)和包涵体来源病 

毒 (Occlusion—derived virus，ODV)。BV在感染早 

期产生，核衣壳通过细胞质膜以出芽方式释放到胞 

外，BV的囊膜来自细胞质膜。BV自细胞中释放后， 

在细胞间水平传播，感染其它细胞和组织【l l。ODV 

在感染后期产生，成熟 ODV从细胞核内释放到胞 

外。但 ODV的囊膜并非在穿过核膜时由核膜包被 

而成，而是在核内获得囊膜 。ODV产生后被包 

埋于多角体中，待虫体死亡液化后被释放到环境 

中。杆状病毒在细胞水平连续传代中会出现少多角 

体 (Few polyhedra，FP)突变 J。杆状病毒的一个编 

码 25kDa蛋白的基因(fp25k)被证明与其 FP表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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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_ 】。fp25k突变的AcMNPV感染昆虫细胞后，每 

个细胞产生的多角体一般少于 lO个；多角体中包 

埋的ODV粒子也比野生型 ．1例；但是BV的产量 

比野生型病毒成倍提高，提高的幅度依不同的病毒 

而不 Ⅲ 训。FP25K蛋白也是 AcMNPV的 BV和 

ODV衣壳的组成成分I巧’l ，而且还参与ODV囊膜 

蛋白向核内的运输【l 。日本学者发现fp25K基因突 

变的BmNPV感染家蚕幼虫后死虫的液化程度比野 

生型感染的死虫低，而且半致死量 (LD50)是野生 

型病毒的 1000倍【l̈。综上所述，杆状病毒的fp25k 

发生突变后将不利于病毒在虫体内的增殖。 

棉铃虫单核衣壳核多角体病毒 (Helicoverpa 

armigera single—nucleocapsid nucleopolyhedrovirus， 

HaSNPV)是棉铃虫的专一性病原体，自上世纪7O 

年代起就己在中国应用于棉铃虫的生物防治。本实 

验室己测定了HaSNPV G4株的全基因组序列u引。 

经核酸和氨基酸序列同源性比较分析在基因组序 

列中发现了AcMNPVfp25k基因的同源序列。野生 

型HaSNPV以0．5个MOI在HzAM1细胞系传代， 

连续传6代后病毒全部变为FP表型，而且FP表型 

病毒感染的细胞核中形成的多角体少且决大多数不 

包涵ODV粒子；经空斑纯化的不同FP表型其fp25k 

基因序列中都只是在不同位置上的单个核苷酸的突 

变，插入或缺失[191 o本研究报道了Ha-fp25k基因的 

克隆和在原核细胞中的表达及抗血清的制备。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菌株和质粒：大肠杆菌 (E coli)DH5a菌株由 

本室保存；T-easy载体为Promega产品；原核表达 

载体pProEXHTb为His．Tag融合表达载体，GIBCO 

BRL公司产品；pGEX．KG为谷胱甘肽巯基转移酶 

(GST)蛋白融合表达载体，由本室保存。 

细胞系：棉铃虫细胞系HzAM1【20】由本室保存， 

用 Grace’S培养基加 10％胎牛血清(GIBCO BRL产 

品)于28℃培养。HaSNPV G4株分离于湖北省罹病 

幼虫I 】。病毒经感染4龄棉铃虫幼虫进行增殖。多 

角体用差速离心纯化，于．20℃保存。用被病毒感染 

的幼虫血淋巴感染 HzAM1细胞，96h后收集培养 

上清作为BV储存液，用终点稀释法【2 0定滴度后 

保存于4"C。病毒DNA依照孙修炼的方法从病毒多 

角体中提取睇引。 

酶及试剂：各种工具酶均购自 TaKaRa(大连) 

生物工程公司。Taq酶为加拿大 Biostar公司产品。 

dNTPS为 Pharmacia产品。lkb DNA Ladder购自 

GIBCO BRL公司。蛋白质分子量标准购于晶美公 

司。PCR 产物回收试剂盒及凝胶回收试剂盒为 

Omega产品。IPTG (异丙基．B．D．硫代半乳糖苷) 

为Promega公司产品。弗氏佐剂为GIBCO BRL产 

品。碱性磷酸酶标记的羊抗兔二抗购于晶美公司。 

碱性磷酸酶显色试剂盒购于华美公司。引物合成及 

DNA测序由上海博亚生物技术公司完成。 

1．2 重组表达载体的构建 

以病毒基因组 DNA 为模版，根据 HaSNPV 

．
7l，2 基因的序列，设计一对引物，序列如下：引 

物 1：5'-GC~
—

GAA
—

TrCAAAATGGAAACTGATCTA 

ATI'AATG．3’，5’端含有 EcoR I位点；引物 2： 

5’一GGC rGACGGIGCAAGGG( 

G．3’，5’端含有Not I位点。PCR反应条件为：94℃ 

预变性5min；94℃ 45s，55℃ 45s，72℃ 60s为一 

个循环，进行 3O个循环；最后72℃延伸5min。反 

应产物用 1％琼脂糖凝胶电泳鉴定，用PCR回收纯 

化试剂盒纯化和回收 PCR产物，与 pGEM．T easy 

载体连接。连接产物转化大肠杆菌，挑取白斑接入 

3mL LB培养基 (Ampicillin，50~tglmL)中振荡培养 

过夜。小量提取质粒酶切鉴定阳性克隆子，命名为 

pT-FP。利用 M13通用引物对pT-FP进行测序，序 

列比较显示扩增的片断与基因组的序列相同后，从 

pT_FP质粒上用EcoRI和NotI酶切目的基因片段， 

分别亚克隆至表达载体pProEXHTb和pGEX．KG， 

酶切鉴定阳性克隆子，命名为pPro．FP和pKG．FP。 

1．3 基因的诱导表达 

挑取 7个 pPro．FP阳性单菌落接种于 3mL LB 

培养基 (Ampicillin50~tg／mL)中，37℃振荡培养过 

夜。取过夜培养物 1％体积接种于 10mL新鲜 LB 

培养基 (Ampicillin 501xg／mL)中，37℃振荡培养 

至OD600恤为0．6，加IPTG至终浓度为lmm01／L，37 

℃继续培养。在 rG诱导 4h后分别取 lmL培养 

物，离心收集菌体，重悬于200 PBS缓冲液，加 

入5O 的5×上样缓冲液，置于沸水浴中加热5min， 

取 2O 上样，进行 SDS．PAGE分析。含有空载体 

的大肠杆菌为阴性对照。 

1．4 FP25蛋白的抗血清制备 

如上所述，IPTG诱导含 pPro．FP的大肠杆菌。 

诱导4h后离心收集菌体，PBS洗涤菌体；每 10mL 

原培养液菌体洗涤后重悬于 lmL PBS中，超声波破 

碎菌体。超声裂解液经 10，000r／min离心 10min，转 

移上清，用含有 1％脱氧胆酸钠、0．1％Triton．X 100 

的PBS洗涤包涵体沉淀。SDS．PAGE检测裂解上清 

和沉淀中目的蛋白的纯度。将包涵体蛋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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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S．PAGE；电泳结束后，将凝胶浸入冰冷的 

0．1mol／L KCI溶液中缓慢摇动．待白色蛋白条莆显 

现后，切下H的条带并装入透析袋中：将透析袋浸 

入蛋白电泳缓冲液 tt，50V电 址行水平电泳，l2h 

后取小透析袋；透析袋内溶液对PBS进行透析，每 

隔8h换一次液，连续透析48h。透析后的溶液用紫 

外分光光度汁测定蚩白浓度。每次取 10oug纯化蛋 

白与弗风佐剂混合后注射家兔鼠蹊部淋 结， 次 

免疫使用完 佐剂，加强免疫使用小完全佐剂 问 

隔3 注射一次，共注射3次后采血l，收集I=0L清。 

1．5 FP25K蛋白的 Western Blot检测 

诱导含 pKG—FP的大肠杆菌，取诱导后 4h的苗 

体总蛋白进行 SDS—PAGE，取野生 HaSNPV感 

染的细胞蛋闩怍阳性对照 ，其方法为：野牛型 

HaSNPV的BV以5个 MOI感染 l×10。个 HzAM1 

细胞，感染后72h收集细胞，PBS溶液洗 3次，重 

悬于400~LPBS溶液中，加入80uL的5xSDS上样 

缓冲液，置f沸水浴中加热 10min，取 10uL上样 

进行 SDs—PAGE 电泳完毕后，将蛋白转移至醋 

酸纤维素膜 3％BSA4℃封闭过夜。TBS．T缓冲液 

(50mmoLtL Yris·C1 200mmol／L NaCI，0．I％ Tween 20 

pH7 5)室温洗膜5min 抗FP25K蛋白的抗体用0．3 

％ BSA稀释2000倍。将膜浸入抗体稀释液中，37 

℃温浴 1h。TBS．T缓冲液洗膜 3扶， 每次 10min。 

二抗为碱性磷酸酶标记的羊抗兔 IPG，用 0．3％ 

BSA稀释 3000倍。将膜浸入二抗稀释液中，37℃ 

温浒 1h TBS—T缓冲液洗膜 4次，每次 lOmin 显 

色操作参照说明书进行 

2 结 果 

2．1 fp25k基因的克隆及重组表达载体的酶切鉴定 

HaSNPVfp25k基因编码区全长 654bp。PCR产 

物经电泳检测长度为706bp，与预计长度相符。PCR 

产物与pGEM-T easy载体连接后，用MI3引物测 

序证实扩增序列与原序列相同 (数据未显示)。用 

EcoRI和NotI酶切 pT／FP质粒，回收 目的片断分 

别亚克隆至载钵pProEXHTb和pGEX．KG，EcoR【 

和Not【酶切犍定阳性克隆子．分别命名为DPr0_FP 

和 pKG—FP。 

2．2 重组表达载体的诱导表达和SDS．PAGE分析 

经 IPTG诱导4 h后．收集含有重组质粒和空 

载体的菌伴，进行SDS，PAGE分析，以检测FP25K 

蛋白的表达，圈 I昆示．在诱导后的 DPr。_FP菌体 

总蛋白中7个阳性重组子明显比对照菌增加了 条 

分子量约为32kDa的染色带；圈 2中pKG．FP菌体 

总蛋白L E对照茼体多一条分子量约为54kDa的染 

色带。|兑明fp25k基因在两个载体中均获得了表达。 

I pPro—FP诱导表达的SDS—PAGE分析 

Fig．I SDS PAGE of induced expression of FP25K protein 

froITt pPro—FP 

1．~oteia rm31ecu]arweighl standard；2-8．Seven positi e clones ofpPro FP 

4 h induction；9 E(dl(pProEXHTb~4 h induction 

■ 
图2 pKG—FP诱导表选的SDS-PAGE分析 

Fig 2 SDS—PAGE of induced expression of FP25K protein 

from pKG—FP 

I．Protein molecuMr weight slandard；2．E coil(pKG-FP1 4 h indm：fion；3 

E coli IpGEX-KG)4 h induction 

2 3 FP25K蛋白抗血清的制备 

经IPTG诱导4h后，收集含有重组质粒pPro_FP 

的蔺件，经超声波破碎菌体，取离心后的上清和沉 

淀进行 SDS—PAGE。图3显示在沉淀中含有大量目 

的蛋白，含量在90％以上。大量培养pPro-FP的菌 

体 从超声波破碎的沉淀中纯他目的蛋白免疫家 

兔。 

2．4 FP25K蛋白抗血清检测 

诱导含有 pKG．FP的大肠杆菌．将菌体总蛋白 

以及野生掣辅毒感染细胞后 72 h的细胞总蛋白样 

品进行 SDS—PAGE分析。凝胶经半干转膜后，以 

FP25K兔抗血清为 抗，碱性磷酸酶标记的羊抗兔 

m 釉 缸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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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G为二抗进行Western blot分析(图4j 在pKG·FP 

的诱导样品中住54kDa惶置有一条特异的显色带： 

在感染的细胞样品r+-出肌 2条显包带，分别为 

26kDa和 23kDa 

蚓3 FI~_5蛋闩的纯化检删 

Fig 3 Analysis ofpurified FP25K protein 

1．Tola]protein ofE ctdi(pPro—FP J．4 hinduction： 2．The supernamnt after 

somcau~m； Stlpematanl of washed pellet after sonication；4．Washed 

[ llet after sonicztion 

26 kDa 

23 kDa 

制各了抗FP2_5K蛋白的抗体。该抗体吖与原核表达 

产物 GST-FP25K 和感染病毒的昆虫细胞中的 

FP25K蛋白产生特异性抗原抗体反应 该抗体的获 

得为进一步研究该蛋白的功能奠定了綦础， 

pPro-FP ：原核细胞中表达的FP25K蛋 分子 

量为 32kDa，略火寸 理 |仑计算值是m于 pProEXHT 

载体是一种N端带育His．Tag的融台表达载体 经 

IPTG 诱导，『]的蛋一可获得高效表达：大量表达 

的蛋白在细菌韶1胞内形成包涵体。菌体经趟声波破 

碎、离心后 口J以较容易地纯化包涵体，进而获得 

纯的目的蛋白 在Western blot榆删中，抗体在感 

染的细胞样品 li杂交产生分了量为26k1)a和23kDa 

两条带 Braunagel等研究发现苜蓿银纹夜蛾核多角 

病毒(Autographa cafifornica mul石nuc1e0ca口sid nucl— 

eopolyhedrovirus AcMNPV)感染的昆虫细胞sf9中 

FP25K蛋白有25kDa和23kDa两种形式，他们认为 

23kDa蛋白是从起始子密码 ATG下游的 ATG密码 

子开始翻译产生的蛋白‘161。在 FP25K 基因起始予 

密码 ATG下游 78个核苷酸处也有一个ATG密码 

予，因此 HaSNPV FP25K的23kDa分子也可能是 

从 mRNA内部的AUG开始翻译的产物。23kDa分 

子是否有其特殊的生物学功能还需进一步研究，利 

用FP25K抗体进行western blot可榆删泼蛋白在被 

感染的细胞中的表达时相；纯化的抗体可用于 

FP25K蛋白在感染细胞中的定位及利用免疫共沉 

淀分析感染细胞内与FP25K相互作用的蛋白。这些 

将为准确揭示FP25K的功能提供重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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