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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出血症病毒的形态与结构的研究 

杨学楼 孙松柏 王汉中 罗 经 

黄文林 吴晰莹 刘 虹 王学兰 

(中田科学院武汉舟●研究所，武汉 ) 

摄 羹 

晃出血症赢毒 无锔椿A R一 3的完整病毒颗粒 量球形 ，廿 面傩等轴对称 、 无囊谟 ．其 

直拄 约为33-- 37nm。 空心病 毒粒 子亦可看 蓟．其 核心直径为21--25nm。病毒衣壳 包裹在 

额粒的最外层 ．由紧密连 结的 子艟所 组成 ，子粒 排列规剃 ．呈 管状 结构 ．其长度 约为 s一 

6nm，中心孔径为2—3nm 廿面俸对称的萼远三角形的面由6个子粒所构成 ．即每条边上 

排剜3个 子粒。据 此推算 出病 毒衣壳的 子粒 总数为42．分角数为4．三 角形 面数为80 结构 

单位数为240。 

关t霸：免出血定病毒．病毒囊粒形斋 ．病毒表壳．病毒子粒 

1984年初，我 国江苏无镊市首次爆发了一种家兔烈性传染病。198G年初，我们与无 

锡县科委等单位组成协作组、对 引起该病的病原及其流行病学荨方面，进行了调查和研 

究，证实该病系由病毒感染所致“ 。 随后。在我国上海、北京，山东、四川、贵州、 

福建、甘肃 湖南、湖北等地也相继报遭了类似的兔病毒病的发生和流行及有关病原的 

研究 

由于该病毒的性质较为复杂 ，各地研究结果报道不一 ，故一直未能确定该病毒 

的分类地位。我们采用了我国原发毒株无锡A R-3为材料，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本 文 

倪就病毒粒子的形态和结构研究结果进行报道 。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囊毒曩增殪 i，种毒：无锡 AtH一3． 由无锡县兽医站提供 2．瘸毒的增殖：取一定量的 

病曼肝脏 ，剪碎后 ，加^0．85嘶NaC1溶液适量 (约1：5 ／V)．匀浆 ，加^双抗(青霉 素，链霉索吝2800 

单位 )，置冰藉过夜后 ．次 日取 出，经 陈融一扶后 进行低速 离心 (3500r／~，15-- 20~nln)．去 

残燕 取悬裱按謇兔体重lml／2— 3kg的量 ．接种 未经免疫的 健康家兔 ．接种后 约18小时开始 发病 ， 

一 般 在24--48小 时死亡 ．在无菌条件 下，收集死 兔肝脏 ．置低温冰箱保存备用 。 

= 囊毒 的纬化 取痨兔肝 脏 ．加^5—6倍 ( ／V)．0．7mraol／LPB，pH7．2的缓 冲液 ．匀浆 

数分钟，加入少许氯仿去脂．置4O00~'／m离心I5分钟，取上层悬液置lO000r／m离心30mln，收集上屠 

}茛．按以下几种方按进一步纯化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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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垂蔗糖 ，60垂泛影葡胺密度梯度 离心法【．1．经离心 后，收集界面 问病 毒o 

2．40嘶蔗糖液，40000r／m离心1小时 ，所得沉淀经分散成量液，进一步用15--60qb蔗糖梯度离 

心，分别收集上下两层区带 ，经离心除糖后，铷戚病毒量液。或)~JSephsrose 2B柱层析分离，收集 

寨毒蜂o 

3．硫酸铵 沉淀 后超遗 离心分 离法 ‘̈ 。采 用35-- 40和硅酸铵 饱和度 进行沉淀 ，然 后使用 MSE超 

建离心机在40000r／m离心90rain，收集沉淀，溶于适量 0．7mmol／L pH7．2的 pB中备用。 

以上几种 纯化方 法 ．均可获得 电穗 观寨为 句一的纯化 南毒越 于。 

三．穗●奸 的电■现寨 拄常规择作，用 日立JEM--100C~ 电子显微镑进行观察¨l。 

结 果 

经上述方法纯化的病毒用 日本产岛津 uV一300型紫外分析仪测定呈典型核旦 白吸收 

峰特性 A26o／A~．8o=1．7(见图1)。电镜检查 

可见大量成熟的实心病毒粒子，呈球形，廿面 

体等轴对称，无囊膜，直径约为33--37nm，同 

时也可见到中心充满磷钨酸 染液的空心粒子， 

空心病毒粒子核心直径为21--25nm，(见图皈 

I ． )。对病毒颗粒精细结梅的研究表明，病毒 

衣壳包裹在粒子的最外层，由很多形态相似的 

单位——子粒 (Capsomer)所组成 ， 这些子粒 

排列规射，呈管状结构，其长度约为5—6rim， 

中心孔径为 2--3 m(见图版 I口)。 廿面体对 称 围1免出血症病毒的紫外吸收特性 

的荨边三角形商由6个子粒所构成，即每条边 Fig
．

I uv tbsorptloa 。 。f p rifⅢ  

上排列 3个 中空的管状结构子粒(见图版 I )， RHDV prepayatioul 

根据计算公式“”N=10(n—1) +2，其中N为衣壳 (Capsld)子粒总数 ，n是位于等边三角 

形面的每条边 上的子粒数，此处n=3，由此可推算出免出血定病毒衣壳子粒总数为42。 

从图皈 Ⅱ可见散在的管状结构的子粒，每个子粒是由若干个结构单位组成。 

廿面 体等轴对称含有l2个顶点，每个顶点 由一个含有 5个结构单位 昕组成的所谓五 

聚体子粒所 占据，其余3O个呈六聚体的子粒，每个子粒由 6个结构单位所组成，整个病 

毒衣壳共有240个结构单位(见图版 I ， )。从结构单位数可计算得病毒衣壳的三角形分 

角数T=4，此外从图皈 I 还可看到病毒颗粒外周，围绕着14—2O个明暗相间排列的子 

粒，这些结果与局髓等“ 和Kurstak．E等⋯ 所报道的有关细小病毒 的结 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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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小病毒粒子大小范围一般认为在19--28am左右， 日本学者 Y．Matsunaga[1 1977 

年分离的一株兔细小病毒测定粒子大小为28am，本文报道我国无锡株 Rl病毒粒子大 

小范围在 33-~37nm，这和国内大多数学者所报道 的结果是一致 的 ，而比 目前 巳知 

的所有细小病毒稍大。但是，从巳报道的兔出血症病毒粒子的浮力密度值。空 心 粒 子 

1．28一1．30g／cm。， 实心粒子 1．36～1．38g／era。与 日本兔细 小 病 毒 文 献 值” 1．80-- 

1．33g／cm。和 1．4l—1．44g／cm 相比较，仅略有差异。通过病毒粒子形态结构的电镜分 

析．发现兔出血症病毒无论从形态或病毒衣壳子粒数 目，子粒形 态 和 排 列 方 式 等 与 

K urstak
， E等所报道的细小病毒科的浓核病毒(DNV)的结构非 常类似。兔出血症病毒 

这些形态学特征，无疑地对该病毒的分类学地位是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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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j̈ 1olï Siaẗ  

St udy on the Morphology and St ructure of the 

Virion of the Rabbit Hemorrhagic Di sease Vi rus(RHDV) 

Yang Xue-]ou， Sun Song hal， W ang Han-z hong， Lou Jing， 

Huang W en—ling， W u Xi-ying， Liu Hong， W ang Xue—lsn
． 

(Wuhan Institufe of VirOlogy，Academia Sinica-Wuhan) 

In this Faper some properties of the original strain of the RHDV—A2R一3 

(separated from Wu Xi， China 1984) was reported． The purified virions WaS 

stained with 2％ PTA and examined by e]ectromicroseopie observation．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virus particles have nonenveloped cspsid and exhibited 

icosahedral symmetry．The full viral particles have 33-- 37nm in diameter
．
The 

capsomer is seeu to he tubelike str~etures with 5-- Sam in length and 2— 3nm 

in diameter of central holes． The face of the trianglation of the icosahed ron 

consisted of 6 eapsomers and each e&ge has 3 capsom ers，the primary face has 

4 triaug]es(T=4)， the number of capsomers are 42，the expanded faces are 80 

and the total numbers of the structural units in a complete virus particle are 

240． 

Key w ordsl Rabbit Hemorrhagic Disease Virus(RHDV)， Morphology of 

Virions， Capsid， Capso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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