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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10 is one of the two very late genes that are highly expressed in baculovirus infected cells. 
We have studied the function of P10 by constructing a p10 deletion recombinant of the Helicoverpa 
armigera singly-enveloped nucleopolyhedrovirus (HaSNPV). The p10 gene of HaSNPV bacterial 
artificial chromosome (HaBacHZ8) was replaced with a DNA fragment containing a chloramphenicol 
antibiotic gene and a 40bp flanking region using the λ phage Red recombination system in E. coli 
BW25113. Polyhedrin and gfp genes were then translocated to the p10 deleted HaBacHZ8 using a 
Bac-to-Bac system generating the recombinant bacmid HaBacΔp10-PH-eGFP. Virus growth curves and 
bioassays indicated that deletion of p10 did not impair the infectivity of virus in vitro and in vivo. 
However, electronic microscopic analysis revealed that deletion of P10 resulted in the fragmentation of 
polyhedral envel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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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P10蛋白是杆状病毒感染细胞后在极晚期高度表达的两个蛋白之一。本文通过构建p10 缺失的重组棉铃虫

病毒来研究P10的功能。利用λ噬菌体Red重组系统介导的同源重组，在大肠杆菌BW25113中，用含有40bp同源臂

的氯霉素抗性基因替换了棉铃虫病毒（HaSNPV）细菌人工染色体HaBacHZ8上的p10基因, 然后利用Bac-to-Bac系统

把多角体基因和绿色荧光蛋白基因转移到含有缺失p10的HaBacHZ8上 , 构建了p10缺失的重组HaBacΔp10- 

PH-eGFP。重组病毒的生长曲线和生物测定结果表明，缺失p10基因对病毒复制和毒力无显著影响，但电镜观察

结果显示，P10的缺失会影响多角体囊膜的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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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 基因存在于多数杆状病毒（Baculovirus）
中， 据报道，p10 基因和多角体基因一样是杆状病

毒极晚期大量表达的一个基因，编码了约为 10kDa
左右的蛋白产物，p10 因此得名[1,2]。对 13 种杆状

病毒 P10 蛋白的序列分析表明 P10 的同源性为

15%～59%[3]，但是 P10 蛋白的二级结构较为保守，

包含了 N 端的七肽重复序列(Heptad repeats)、脯氨

酸区域 (Proline-rich) 和 C 端的碱性氨基酸区域[4]。 

在 AcMNPV 中，免疫电镜已经证实在被感染

的细胞的核和胞质中所出现的片状纤维状结构与

P10 有关，p10 基因插入失活不影响病毒的复制[5,6]。

Van Oers 等认为，p10 与病毒感染的细胞的核裂解以

及多角体释放有关[4]。 此外，观察到缺失 p10 的突

变体产生松散的多角体，暗示了 P10 蛋白对稳定多

角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7]，P10 还可能参与多角体囊

膜的形成，但是对囊膜形成并非必不可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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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NPV作为中国棉铃虫的专一性病原体，在

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初就应用于棉铃虫的生物防

治，本室于2001年已经测定了HaSNPV G4株全序列
[9]。为了更好的将HaSNPV应用于重组病毒生物杀

虫剂，本研究报道了HaSNPV p10 基因缺失的重组

病毒的构建及初步功能分析。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美洲棉铃虫细胞系 HzAM1 来源于美洲棉铃虫

蛹期卵巢管组织[10]，由本室保存，用 Grace’s 培养

基加 10％胎牛血清(GIBCO BRL 产品)于 28℃恒温

培养。既含有 HaSNPV bacmid，又能表达 λ噬菌体

Red 重组酶的大肠杆菌菌株 BW25113 (pKD46, 
HaBacHZ8)、分别含有 HaSNPV 多角体基因及绿色

荧光蛋白基因的转座质粒 pFastBac- PH-eGFP、以

及对照病毒 HaBac-PXY1( 即 HaBacHZ8-PH-eGFP) 
均由本室构建，HaSNPV p10 抗兔血清由本室制备，

质粒 pKD3 由美国 Purdue 大学 Dr.Wanner 提供。  
各种工具酶均购自 TaKaRa 生物工程公司，Taq

酶为加拿大 Biostar 公司产品。dNTPs 为 Pharmacia
产品。蛋白质分子量标准购于晶美公司。PCR 产物

及胶回收试剂盒为 O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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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pofectin 转染试剂购于 Invitrogen
公司。 

1.2 缺失 p10 基因的 Bacmid 的构建  
设计用于扩增线性同源片段的引物: 

HP1:5’-attggacacttttcgattgacgttgggaacaacttcatcgcatatg
aatatcctccttag-3’  

HP2:5’-gtgtcacaaaacattctattggtcatacggcaagatattgtgta 
ggctggagctgcttcg-3’  

每条引物 5’端 40nt 是 p10 基因的同源序列，3’
端 20nt 是 pKD3 质粒上氯霉素基因（CmR）序列。

然后以 pKD3 为模板，用 HP1 和 HP2 引物做 PCR，
扩增得到 1.1kb 两端带有 p10同源片段的CmR基因

线性同源片段，0.7% agarose 胶分离 PCR 线性同源

片段，使用 Omega 公司的 E.Z.N.A.TM 纯化试剂盒

对 PCR 产物进行纯化。 
将 BW25113 (pKD46，HaBacmidHZ8)在 LB 培

养液振荡培养。当 OD600 达到 0.4 时，加入阿拉伯

糖溶液(L-arabinose)至终浓度为 1mmol/mL。30℃继

续培养 2~3h 后, 迅速转移至 4℃制备感受态细胞。

离心沉淀细胞，用 10%的冷甘油悬浮细胞。然后重

复离心悬浮 3 次后，每 3mL 细胞沉淀用 50μL 10%

的冷甘油重悬。 
取 5μl 经过柱纯化的线性片段(~100ng/μL)与

80μL 感受态细胞混合后，在电转化仪(Bio-Rad)上
以 1.8KV 进行电击转化，然后立即加入 1mL SOC 培

养基。转化产物经 30℃，200r/min 振荡培养 2h 后，

离心收集细胞, 将所有细胞涂布在含 25μg/mL 卡那

霉素，17μg/mL 氯霉素的 LB 琼脂平板上，37℃恒温

培养，2-3d 后鉴定平板上氯霉素抗性转化子，将正

确的重组子命名为 HaBacDC1。线性片段的 PCR 扩

增以及在 Bw25113 (pKD46, HaBacHz8)内的同源重

组，详见参考文献 Hou 等[11]。 
将鉴定正确的同源重组子HaBacDC1重新转入

含有 helper 质粒的 DH10B 菌中，以 pFastBac-PH- 
eGFP 为转移载体，按照 Invitrogen 公司 Bac-to-Bac 
操作手册，把 HaSNPV 多角体基因和 gfp 标记基因

转座到 HaBacDC1 上，得到 p10 基因缺失带有多角

体基因和 gfp 标记基因的 HaBacΔp10-PH-eGFP 
bacmid。重组病毒经 PCR 和酶切鉴定。 

1.3 重组病毒的转染、扩增和滴度测定   
参照操作手册，将 1μg 左右的 HaBacΔ p10-PH- 

eGFP DNA 和 12μL lipofectcin 混合后，加入到约含

有 6×105 个 HzAm1 细胞的培养皿内。转染 7d 后观

察细胞荧光。将转染得到的重组病毒 HaBacΔp10- 
PH-eGFP 用 HzAM1 细胞增殖，经扩增后获得的病

毒用 96 孔板按照梯度稀释法进行滴度测定。 

1.4 重组病毒生长曲线的测定 
   将 HaBac-PXY1 和 HaBacΔp10-PH-eGFP 病毒以

MOI 5 感染 HzAM1 细胞，分别在感染后 0、12、
24、36、48、72、92h 收集感染上清，测定 BV 滴

度。感染及滴度测定重复 3 次，计算平均值，并以

Log(TCID50/mL)对感染时间做生长曲线。 

1.5 重组病毒的生物测定 

    经鉴定的重组病毒在虫体内扩增 1 次后，收集

多角体，经初步纯化后计数[12]，以 HaBac- PXY1 病

毒为对照，进行生物测定。挑选大小均一的二龄末

棉铃虫幼虫，置于无菌的 24 孔板中，28℃恒温光照

培养箱内饥饿培养 16h，分别以浓度为 1×106 

PIBs/mL、3×105 PIBs/mL、1×105PIBs/mL、3×104 
PIBs/mL、1×104 PIBs/mL 的病毒悬液喂食饥饿后的

三龄初棉铃虫幼虫[13]，每个浓度的幼虫数为 48 头。

每天观察其 死亡率，用 SPSS 软件计算病毒的半致

死浓度 LC50。 
1.6 重组病毒多角体的电镜观察 

分别用浓度为 1×106 PIBs/mL 的重组病毒

HaBacΔp10-PH-eGFP 和对照病毒 HaBac-PXY1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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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二龄末棉铃虫幼虫，收集虫尸，提纯多角体，进

行电镜切片观察。 

2 结果 

2.1 重组 HaSNPV Bacmid 的鉴定 

   图 1 所示是构建缺失 p10 Bacmid 的过程。我们

设计了引物 HP1 和 HP2，并以 pKD3 质粒为模板扩

增编码氯霉素抗性的线性片断。线性片断两侧各带

有同源重组所需的 40bp 的同源臂，线性片断在大

肠杆菌 BW 25113 中，并 在 λ噬菌体 Red 重组酶的 

 

图 1  HaBacΔp10-PH-eGFP 的构建示意图 
Fig.1  The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construction of HaBac 

Δ- p10-PH-eGFP 
 
 

介导下与HaBacHZ8发生同源重组，随机挑选几个

阳性克隆子，用p10的上下游引物p10F和p10R鉴定

（图2，A），证实p10基因已经被1.1 kb大小的CmR

替换，得到缺失p10的bacmid HaBacDC1。用Hind III
酶切分析基因组DNA，发现Hind III C 片段变大，

和预期Hind Ⅲ C由14.4bk变为15.6kb的结果一致

（图2，B）。鉴定正确之后的HaBacDC1的转座用

M13引物 PCR检测，显示多角体基因和egfp基因已

经全部转到HaBacDC1上，得到转座子HaBacΔp10-P 
H-eGFP(图2，C)。 
2.2 重组Bacmid转染HzAM1细胞 

提取的重组Bacmid DNA 转染对数生长期的

HzAM1细胞。转染后第7 天用荧光显微镜观察, 细
胞出现绿色荧光。取转染上清感染HzAM1 细胞以大

量增殖病毒，并进行滴度测定以获得病毒的滴度。 

2.3  HaBacΔp10-PH-eGFP 和 HaBac-PXY1 的一步

生长曲线的比较 
 HaBacΔp10-PH-eGFP 和 HaBac-PXY1 分别以

5 个 MOI 感染 HzAM1 细胞。感染后不同时间测定

上清的滴度。如图 4 所示，在复制上，HaBacΔ 
p10-PH-eGFP 和 HaBac-PXY1 具有类似的 BV 生长

曲线，感染 48h 后，BV 的复制达到平台期，随后

仅有微弱增加。由此可见，p10 基因的缺失不影响

病毒的复制。 

 
 
 
 
 
 
 
 
 
 
 
 
 
 
 
 
 
 
 
 
 
 
 
 
 

图 2  重组 Bacmids 的检测 
Fig.2  Detection of recombinant bacmids 

A: Identification of HaBacDC1 by PCR using HaSNPV p10 primers. Lane 1- 8 were different clones and 2, 4, 6 were verified clones, 9 was blank control. B: 
Identification of HaBacDC1 by Hind III digestion. Lane1: HaBacDC1; Lane2: HaBacHZ8. * indicated differential bands. C: Identification of transposition of 
HaBacΔp10-PH-eGFP by PCR using M13 primers. Lane1-4 were verified clones. M1:DL2000 DNA ladder, M2: λ phage DNA digested by three enzy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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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mH I, EcoR I and Hind III. 

 
图 4 重组病毒的一步生长曲线 

Fig.4 One-step growth curves of recombinant viruses 
The infections with HaBacΔp10-PH-eGFP and HaBac-PXY1 were perfo- 
rmed at MOI of 5 in HzAM1 cells. The supernatants of infections were 
collected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and assayed by end point dilution assay.  

2.4 重组病毒的生物测定 

用经过一次虫体扩增的 HaBacΔp10 和 HaBac- 
PXY1 的多角体进行生物测定，结果显示 HaBacΔ p 
10-PH-eGFP 对 3 龄幼虫的 LC50 与 HaBac-PXY1 是

基本一致的。Z 值统计这两个病毒 LC50 的差异， 

，
SE=(upper-lower)/(2*1.96)，Z 

表 1 重组病毒 HaBacΔp10-PH-eGFP 和病毒 HaBac-PXY1
对 3 龄初幼虫的生测结果 

Table.1 Results of bioassay of recombinant HaBacΔp10- 
PH-eGFP and HaBac-PXY1 using early third-instar 
H.armiga larvae 

95% confidence limits  (PIB/mL)Virus LC50

lower upper 

HaBacΔp10-PH-eGFP 3.2×104 2.3×104 4.4×104 
HaBac-PXY1 4.8×104 3.5×104 6.5×104 

值为 1.64，小于 1.92（P<0.05），表明这两个病毒 
的 LC50没有显著性差异(表 1)。 
2.5 HaBacΔp10-PH-eGFP 和 HaBac-PXY1 病毒多

角体形态的电镜观察 

提纯的多角体经超薄切片电镜观察，结果显

示，多数HaBacΔp10-PH-eGFP的多角体边缘电子致

密区域囊膜缺失或不完整，且多角体多有破碎，内

部空化。而HaBac-PXY1病毒的多角体周缘囊膜完

整，内部包埋ODV病毒粒子（图5）。以上情况说

明，P10可能参与多角体囊膜蛋白的包装，使多角

体在不良的自然环境中更趋稳定，不易被降解。 

 

图5 HaBacΔp10-PH-eGFP和HaBac-PXY1的多角体电镜切片 
Fig.5 Electron microscope images of HaBacΔp10-PH-eGFP and HaBac-PXY1 and polyhedra 

Late second-instar H.armigera larvae were fed with polyhedra of HaBac-PXY1 and HacBacΔp10-PH-eGFP with the concentration of 1×107 PIBs/mL. 
Polyhedra were purified from the cadavers and fixed for electron microscopy. Arrow indicated the electron-dense region of the polyhedra envelope.  

3 讨论 
p10 基因是杆状病毒极晚期大量表达的基因之

一，其表达与被感染细胞内出现的片状纤维结构有

关[9]。本研究以 HaSNPV 的 p10 为研究对象，构建

了缺失 p10 的 HaSNPV 重组病毒 HaBacΔp10 
-PH-eGFP，并对其生物学活性进行了初步分析。 

Vlak通过在AcMNPV p10中插入β-半乳糖酶基

因，构建了p10缺失的重组病毒，AcMNPV中p10的
缺失并不影响病毒的复制，但是发现p10缺失的重

组病毒多角体的感染性略微增加[5]，后来Bianchi对
AcMNPV p10缺失病毒的生测结果显示，缺失病毒

对2龄和4龄甜菜夜蛾幼虫的半致死剂量和野生型

病毒没有差别[13]。这里我们利用HaSNPV bacmid构

建了p10基因缺失的重组病毒，通过生长曲线分析，

发现缺失p10基因的病毒HaBacΔp10- PH-eGFP感染

细胞后与对照病毒HaBac-PXY1在病毒出芽复制方

面没有显著差异(图4)。生物活性测定结果表明，缺

失了P10的多角体与对照多角体在虫体的感染性上

无显著差异(表1)，这与在AcMNPV中的报道一致，

同时也预示了p10并非为口服感染途径所必需。 

利用电镜观察病毒感染棉铃虫后提取的多角

体切片发现，缺失p10基因的病毒多角体囊膜不完

整或缺失，多角体易碎，其中含有多个空孔，但没

有ODV存在。而对照病毒HaBac-PXY1，其多角体

周边有电子致密的多角体膜蛋白包裹，多角体完

整，内含ODV颗粒。有报道表明在弱碱环境中，囊



598                                          中 国 病 毒 学                                       第 21 卷 

 

 

膜蛋白缺失的AcMNPV多角体感染性比野生型多

角体高[14,15]，这部分增加的感染性可能是缺少了囊

膜的多角体在碱性环境中更容易释放 ODV，而

Bianchi 同时对AcMNPV pp34缺失的重组病毒和野

生病毒的生物活性进行了比较，发现两者没有显著

差别[13]，说明囊膜蛋白不是影响多角体中肠感染效

率的重要因子。我们认为多角体囊膜在保护多角体

抵御外界环境中起作用，而在HaSNPV中，p10的缺

失会影响多角体囊膜的包装，导致多角体囊膜的缺

失或不完整，可能不利于多角体抵抗外界环境的变

化。 
另外有报道，AcMNPV 的P10 蛋白可直接与

感染细胞的微管结合[16]，免疫学研究结果显示，抗

OpMNPV P10 的抗体与未被病毒感染的昆虫细胞

和鼠成纤维细胞的细胞骨架结构有很强的抗性反

应[17]，可能P10蛋白与细胞骨架的成份有结构的同

源性。综上，HaSNPV p10的缺失不影响病毒的感

染性和毒力，但是，p10 基因在杆状病毒的进化过

程中得以保存并被大量表达，说明其具有一定的功

能，可能这种功能在实验室条件并不明显，或许在

自然环境中对病毒的传播十分有利，其具体功能尚

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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