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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ucleotide sequence of Dendrolimus punctatus Wenshanensis cypovirus genomic 

segment 8(S8)has been determined．S8 consists 1332 nucleotides and encodes a putative protein of 390 

amino acids with a molecular mass of approximately 44kDa(P44)．Then，the fragment containing p44 

gene was inserted into pET-28a expression vector and expressed in E．coli BL21．SDS—PAGE results 

showed that p44 gene has expr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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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山松毛虫质型多角体病毒(DpwCPV)S8片段被克隆和测序，该片段全长 1332bp，编码 390个氨基酸组成 

的分子量大约为 43kDa的蛋白P44。根据本实验室测定出的马尾松毛虫质型多角体病毒(DpCPV)基因组全序列， 

设计引物，扩增出文山松毛虫质型多角体病毒s8部分片段，并亚克隆出p44基因序列，然后将p44基因序列cDNA 

克隆到表达载体 pET-28a中，构建成表达质粒 pET-S8，用 IPTG诱导大肠杆菌 BL21，经 SDS—PAGE证明p44基 

因在大肠杆菌中获得成功表达，并对其编码蛋白序列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CPV；基因组分析；原核表达：p44基因；双链 RNA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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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型多角体病毒(Cytopalsmic polyhedrosis virus) 

属呼肠孤病毒科(Reoviridae)，质 多角体病毒属 

(Cypovirus)uql。目前在 GenBank中提交基因序列的 

CPV有：家蚕质型多角体病毒(Bombyx moil cypovirus， 

BmCPV) 、马尾松毛虫质型多角体病毒(Dendro— 

limus punctatus cypovirus，DpCPV) 、冷杉合毒蛾 

质型多角体病毒[12J(Orgyia pseudotsugata cypovirus， 

OpCPV)、粉纹夜蛾质型多角体病毒 (Trichoplusia ni 

cypovirus，TnCPV)、大蚕蛾质型多角体病毒【l圳 

(Antheraea mylitta cypovirus，AmCPV)、棉铃虫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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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多角体病 毒 (Heliothis armigera cypovirus， 

HaCPV)、白切根虫质型多角体病毒(Euxoa scandens 

cypovirus，EsCPV)和舞毒蛾质型多角体病毒【l 4I 

(Lymantria dispar cypovirus，LdCPV)。 

CPV感染许多昆虫的中肠上皮细胞，并产生大 

量被称作多角体的蛋白包涵体，多角体是在病毒感 

染后期由病毒编码的蛋白结晶而成，很多的病毒粒 

子被包进多角体【l引。多角体在保护和稳定病毒粒子 

及病毒粒子准确进入中肠上皮细胞中起非常重要 

的作用【l ，多角体在昆虫中肠的强碱性条件下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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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CPV为单层衣壳结构，衣壳外表面有 2种不同 

大小的突起，这些突起结构可能是病毒感染细胞时 

的吸附部位  ̈。 

CPV 的基 因组 由 10个分段 的等分子数 的 

dsRNA (S1-S10)构成。每一个双链 RNA 片段由 
一 个正链和负链的 RNA 片段组成。根据核酸基因 

组的电泳迁移图谱可将 CPV分为 14或 15个犁ÏJ。 

现在 研 究 的最 清楚 的是家 蚕质 型 多角体 病毒 

(BmCPV)，BmCPV的病毒粒子由VP1(15lkDa)、 

VP2(142 kDa)、VP3 (130 kDa)、VP4 (67 kDa)、 

VP5(33 kDa)五种结构蛋白构成，体外用 I 标 

记表明 VPI和 VP3属于外壳蛋白I J。本文对 

DpCPV的S8片段的 p44基因进行了克隆与测序， 

并在大肠杆菌 BL21中成功表达了 P44蛋白。 

1 材料与方法 

1．1 病毒株、菌株和质粒 

病毒株为文山松毛虫质型多角体病毒，在云南 

省曲靖增殖。限制性内切酶和 PCR用酶购 自Takara 

公司，PCR引物由北京赛百胜公司合成，测序工作 

由上海博亚公司完成，克隆载体为美国Promega公 

司产品 pGEM．T载体，表达载体为美国默克公司 

pET-28a质粒，受体菌为 E．coli DH5 Q和 BL21 

(DE3)，由本实验室保存。 

1．2 病毒增殖、纯化和核酸的提取 

DpCPV感染用的文山松毛虫幼虫采 自云南曲 

靖，感染用文山松毛虫质型多角体病毒毒种由云南 

省林业科学院段老师馈赠。病毒增殖方法参照洪靖 

君等方法ll ，多角体纯化参照刘润忠等方 "】，采 

取差速离心法从感染的文山松毛虫中肠粗提液中 

提取病毒多角体，采用 SDS．热酚法lJ (pH8．0)从病 

毒粒子中抽提基因组dsRNA，然后用无水乙醇沉淀 

核酸，沉淀溶于 DEPC 处理的双蒸水中，在 0．8％ 

琼脂糖凝胶上电泳分离基因组核酸，在紫外灯下切 

割下所需片段，用试剂盒回收纯化，保存于一20℃。 

1．3 引物设计 

根据马尾松毛虫质型多角体病毒的S8片段末 

端序列分别设计引物p5’(5’．TCATTTCAGGTCATG 

ATCAATTTCT-3’)和 p3’(5'-TCAACAGGCTGGAC 

TACCGTTAGCC．3’)扩增文山松毛虫质型多角体病 

毒片段 8的序列，测序后设计扩增 p44基因的引物 

p l(5'-C △ AGGATGACTACTAAAC1vr．3’) 

(下划线为 BamH I酶切位点)，p2(5'-TGCGA 

△ TACTCTGCCTCTA．3’)(下戈1线为Hind 

III酶切位点)。 

1．4 cDNA合成及 PCR扩增 

取 l0儿 RNA样品与合成的两个寡核苷酸引 

物各 50pmol在 100~C水浴中退火 5min，然后于冰 

浴充分解链，再依次加入 10X 扩增缓冲液 5 、 

dNTP1p．L、逆转录酶 0．5p．L、RNAse抑制剂 1 ， 

合成 cDNA第一条链，然后进行 PCR扩增。PCR 

扩增的反应体积为 50 ，其中引物各 1 、dNTP 

各 1 、10X PCR缓冲液 5 、ExTaq酶 0．5 ，用 

水补齐。扩增条件为：94~C预变性4min，94~C变性 

30S，52．5℃退火40S，72℃延伸 4min，30个循环 

后，72℃保温 10rain，使延伸反应充分进行，最后 

于 4℃下保存。 

1．5 基因克隆 

琼脂糖凝胶电泳分离 RT-PCR产物，用 DNA 

回收试剂盒纯化 目的 DNA，按照 pGEM．T克隆载 

体的操作手册将 目的 DNA片段与载体连接，连接 

物命名为pGEM．S8。后将连接产物转化 E coli DH5 

Q感受态细胞后，涂于含有 Amp／IPTG／X．gal的LB 

平板上，于 37~C恒温培养 16～18 h，PCR产物克隆 

参照分子克 J。pGEM．s8插入序列测定由上海 

博亚公司完成。 

1．6 S8片段的原核表达 

用 BamH I和 Hind III双 酶切 重组质粒 

pGEM．S8，与同样双酶切的pET-28a载体相连，重 

组表达质粒命名为 pET-S8。将 pET-S8转化感受态 

细胞 BL21，上海博亚公司对 pET-S8中插入的DNA 

片段进行测序。按文献l1 用 IPTG进行 目的蛋白的 

表达诱导，在 1．0mm／L的 IPTG下，不同的时间进 

行诱导目的蛋白表达。用 12％的 SDS．PAGE分离胶 

进行蛋白电泳，凝胶成像分析系统 GeneGenius处 

理电泳结果。原核表达见分子克 】。 

2 结果与分析 

2．1 文山松毛虫质型多角体病毒的基因组电泳、S8 

RT-PCR及 pGEM．S8的酶切鉴定 

文山松虫质型多角体病毒基因组经 0．8％琼脂 

糖凝胶电泳分离，结果见图 l，从图谱可以看出， 

文山松毛虫质型多角体病毒核酸基因组为 lO个片 

段，与 CPV 1型的基因组 图谱一致。重组质粒 

pGEM．S8的双酶切鉴定见图 2。 

2．2 S8片段 ORF的基因序列分析及同源性比较 

测序可知文山松毛虫质型多角体病毒的 S8片 

段的克隆片段长 1332bp，用 EditSeq软件对氨基酸 

序列进行分析，p44基因全长 1174bD(38．1210)， 

编码 390个氨基酸残基，大约分子量为43．7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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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 1 史山松毛虫质型多角体l扃毒堪 电 

Fig 1 DpCPV genome dsRNA 

I．Marker；2 D[}cP v-WS genome 

起始窬码子 ATG似于 38—40位碱碡．终止密码了位 

于 l208一l21O位碱些 蛋白结构止PredictProtein服 

务器进行预测，编码蛋 的等l乜^PI一5 29．“一helix 

占36．15 ，13-turn占5 38％．coil39 49~'il．i匝伸链 

I 8．97 ；在蛋白氨基酸序列- 含 2个 N一精辅化位 

点 ‘69—72：381—384)、8个蛋 激酶 C磷酸化位 

圈2 重组质粒 pGEM—S8酶刨牲定 

Fig 2 Analysis of r,CEM-S8 

M~trker；2．pGEM-S8 digested by 8̈ IH l／Hind ll】digestion of[，GEM 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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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st比较舒析，文山松毛虫质型多角体病毒的 

s8片段的核苷酸序硎与群毒蛾质型多角体病毒 

(LdCPV-1)s8和家蚕质型多侑体病毒 (BmCPV) 

s8的同源性分圳为 98 和 92 ．而氯基酸的同源 
一

性分别为96 和82％，但与LdCPV-l4型的核酸同 

源性仅为 38 ．氨基酸的同源性为 36％，S8片段 

编码蛋白的第 322．378位氮基酸序驯与磷酸甘汕酸 

变位酶 (Mutase)第 59 1l5氯基酸序列育 24％同 

源性。见圈 3 

2-3 融合基因表达载体的构建 

用BamHI和HindI从重组质粒pGEM—S8破晦 

切切下编码区基因片段，连接到 pET-28a表达载体 

上，根酶训电泳鉴定其分 'F量的夫小． 4 经删 

r芋证明插入的DNA序列与先前的删定结果牛H一故． 

{}=且该片段正确位于表达框中和酶切位点内 

一 

图 5 IPTG 霓导时问对蛋门表达的影响 

Fig 5 Fusion protein expression induced by IPTG in different 
dme 

M．Marker；I，pET-28a induced by l 0mmol／L IPTG in 4 h 2-4 pET-S8 

induced by 1 0mmo][L lI叶 in】．2,3 h 

3 讨论 

任呼}场孤病毒科成员中，以 胼孤病毒、轮 

状病毒和植物呼肠孤捕毒的 究较为详堪，对备片 

段均有较详尽的报道 相刘来说，质型多角体病毒 

的研究还比较少，仅家蚕质型多角体4I；j毒得到了较 

为系统的研究。在 GenBank I1_， 公布fHJ CPV病 

毒核酸序列有 BmCPV-1(家蚕质 多角件病毒)两 

个林系 (H 株和 I株)，LdCPV-l LdCPV-14 

TnCPV-I5‘粉纹夜蛾 I5 质多舶体病毒)和DpCPV 

(松毛虫质犁多角作病毒) 舣 现有的数 分析 

表明，同型质型多角体病毒I'fiJfl<J旧源’肚较高．不同 

型的则较低或没柯。分析文山松毛虫质型多角体病 

毒第8片段的序列可知，其5‘术端与3 末端序列拥 

有家蚕质型多角体病毒 J0个片段的末端特扯，ⅡlJ 5’ 

端 肯AGTAA保守序列，3’端 自GTTAGCC保 

守序列，此为 1掣质多角体病毒的 『司特征ll l 

他型的质型多角体病毒也具有 f{惺 末端 共 

同『 列。由十质型多角体痫毒的每个片段均靠与病 

毒结合的RNA聚合酶形成复制酶幢扳mRNA．因此 

这些保守序列可能为复制酶提供l}_!刖{ 点 

通过 BLAST分析显示， 实验所测得的史山 

松毛虫质型多角体病 毒与 马 侩毛虫质型多角体 

病毒比较，只有几个氨基酸不同 c Ser40一Phe：Asp 

I95一Ala；Glu 66l—Gly)，经 dnaslar软件分析，这些 

氨 隘的改变并没有对H走链的亲水陆、疏水性造成 

太大的影响．但 Ser和 Asp fl',j改变是 会影响蛋白 

的活性以至导致宿上选择和痫毒 的改变，还需 

做深入的研究。文山松毛虫质型彩角体病薄堪 纽 

的 p44基 编 的蛋白 同 CPV病毒的同源一 

比较，岛，而与其他呼肠孤病毒科的备属痫毒编码蛋 

白没有同源性，但同时也显 i，P44赁F{与磷酸甘 

油酸变位晦有 24 的『aJ源性 磷酸什油酸变衄酶在 

细胞代谢中起着非常重婴的作用．磷酸Iq i]h酸变位 

酶』『勺突变能造成能量传递途降的中断．给纽I胞带来 

致命的后果，p44基 编码蚩白也许 一病毒粒f侵 

染宿 亚细胞中和能量的提供_仃芙系．进一步的功能 

分析还肓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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