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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源鸭瘟病毒和小鹅瘟病毒 

在同一宿主系统增殖的观察 

洪 锋 黄引贤 

(华南农业大学兽医系，广州 ) 

提 要 

本文首 次报 道 了鹅源鸦瘟 病毒 (DPV—1)和鸭胚化小鹅瘟 病毒 (GPV—I) 能耐时 

在 同一鸭胚内复制增聃 ，束发玩干扰作用 ．在 理论 卜说明某些 不相关 的两种病 毒可在 同一 

宿主增殖 。实 践上为利用同一鸭胚研制 二联疫苗提供 了依据。研究结果 表明： 1．DPV~ I 

和GPV—I联 合惑染【 一鸭胚后， 其尿囊披 在电镜下见两种病毒， DPV— I呈 园形成I蒜圆 

形 ，有囊膜 ，直径为88--109um，GPV—I呈园形，无囊膜，直径为18—25rim； 2．含毒尿囊 

腋 使鸭胚成纤维细胞 (DEF)单层发生细胞病变作用 (CPE)， 证实存在 DPV—t， 面用 

小鹅瘟微量免 痤扩敏(MID)试 验，叉能硷 出 GPV—I抗原；3．含毒屎囊 液免疫鹅 的血清 中 

存在抗 两种病 毒的 率和抗体和 GPV沉淀抗体；4．台枣尿囊液免疫的成鹅对 DPV强毒攻 

击有相当免疫力， 免疫鹅血清能中和 GPV， 使其失去对鸭胚的致病力； 5．GPV—r单 独 

或与DPV—I联台感染 DEF单堪 后，均未见在细胞上 复制。 

关键凋：鹅源 鸭瘟病毒 小鹅瘟病毒 联台 盛染 

一 般认为，两种病毒感染同一细胞可能产生干扰作用，干扰现象的机理可的是干扰 

素的产生、宿主表面受 体 的改变戒者病毒对 复制部位或酶的竞争 。但 有 些 病 毒 

如腺病毒、 呼肠孤 j声诱 导=r扰素产生的能力差， 且剥干扰素的作用几乎不敏感 Cs}。 

YUROV(1967)⋯ ．强道， 两种病毒感染的鸡胚成纤维细胞 (CEF)产生的干扰素较用 

单种病毒的细胞少。Chang等 (1 983) 1报道，马立 克氏病病毒 (MDV)和传染性襄 

病病毒 (IBDV)能t：嗣一 CEF上增 。鹅源鸭瘟病毒 (DPV-I)属疱疹病毒 ， 而小鹅 

瘟病毒 (GPV—I)则盾细小病毒 ，这两种不同的病毒能否在同一宿主系统增殖，迄今未 

见报 道。 
． ．  

本研究试图在同一宿主系统增殖 DPV—I和 GPV-I，为利用同一宿主系统生产二联 

弱毒 疫苗提供依 据。 

●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 试验种毒 

(一 )DPV—I：系鹅源鸭瘟弱毒， 其半数组 织培 养惑染量 (TCID 0)为l0。一／o．1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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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DPV-Ⅲ：系鹤源鸭瘟强 毒，其 TCID 5{为1O。／O．1m1。 

(三 )GPV—I：系鸭胚化。、鹅瘟弱毒，其鸭胚半擞 致死量 (ELD6。)为 【0 。 ／0．2ml 

=、禽胚、鹅夏鸭胚 成纤维细囊 (DEF) 

鸭胚系 9日龄本地鸭胚j 成鹅系本地鸭瘟及小鹅瘟非免疫 建康成鹅， 血清 硷测鸭瘟 和小鹅瘟 

t体均为日性；DEF参照常规方法翩备I 】， 志方瓶或96孔微置姬缎培养l板上培养备用 

三、DPV的感染力夏其 中和抗体的测定 

参照 Wo1f等l l介绍的方法．在DEF赦 曼培荞系统滴定 DFV， 并用微量 中和试 验测定特检血 

清帕中和抗锌：，计算病毒曲勺TCID 和 5 0％ 中和抗体教价。 

四、病毒捷纯浓缩 硬回胚试验 

根据两种 病毒的理化持性差速离心法对蜒 晶提鲍鞠液缩 J； ：咚病 毒细胞培 养液经尿囊腔 

接种聘胚 ，每只为 0．2祁 0．4ml，孵 育 l0天后观察 死胚的病理变化。 

置、两种病毒混舍液接种鸭胚的情况 

cPV—r和 DP 一【以不同 比例 等， 分别以每只 0．4ml接种鸭胚， 计算各组鸭胚 乎均 死亡对 

问 (MDT)．观察死胚病变。收获 一：鸭 胚尿崔液涅纯潋缩 ，沉淀牦用电 镜检 查 (- 晶按常规方法 

负桑【l】，在 PH LiP S EM 。o电镜下砚察 )， 并配成原量 i／20没斌物， 用小鹅瘟 MID试 验剐 

定 GPV滴度。 测定 DPV感染力。 

六 、GPV抗原抗体、感染 力狙 中和指敲的|I定 

_爨照小鹅瘟徽量免疫扩 散 (MID)试 验硷泓抗原和抗体 ； 参 照常规r方法[】J，删定 GPV对鸭 

胚 的 LD 5 及 待检血清 的中和指龇，待拽 血清为 1O1 病毒液免疫鹅所得。 

七、血清夏免疫 力诩l定 

DPV—I和 GP 一I等量混合液 每月 0．2ml接种 一托鹤 l呸，收获的死胚尿囊 液作 IO 和 l0 

稀释，各肌注 4只减鹅．每Fj l m1，第 6天岳采血分离血消备用。l0 蛆免疫鹅于第 2l天甩bPV 

一

Ⅱ攻 毒并观察 J6天，{工茸其保护率。 

结 果 与 讨 论 

一

、 两种弱毒分别在 DEF复制的适应性测定 

I． DPV-I： 悔痛 毒液 0．4ml接种方瓶内 DEF单罢上培养 24小时后见少量细胞 

变园，72小时后大部分细 咆变同、萎缩和脱落计聚集成细小葡萄串佯 病毒传至第 10 

代 (DPVCl )．CPE产生的时问、程度和特点均稳定。 

回胚试验接种 DPVC 的 5只 鸭胚全部死亡， 胚体充血， 旰均有针尖 样坏死及 出 

血 。 

DPVC。。经提纯浓缩， 电镜检查 吐园形或椭园形 具囊膜的 两毒颗粒 ， 血径为 90— 

120rim 。 

2． GP~一I： 病毒液按每瓶 0．4m1分别加八不同 生长时期 (0、6 9、11、18、 

22小时 )的 DEF上培养 86小对并收获， 分 0盲传第 5代 (GPVC。)， 均 来见细胞发 

生CPE。GPVC 回胚后，各组鸭胚术 死亡 ，剖检权见用 GPVC 一18，j、时组接种的 3只 

胚充血，其余正 常 该组继续于生长 l8小 时的 DEE上培 养至第 lO代 (GPVCJ o)仍 

朱见CPE。GPVCl。回胚5只均无死亡，剖捡正常。GPVCs~CPVC o经电镜捡壹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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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样颗粒 l／20浓缩物经小鹅瘟 MID试验为阴性。 

二、两种弱毒在同一 DEF上复制的观察 

在生长J8tb时的 DEF上接种 DPV—I和 GPV-I的等=垦混合液 0．4ml，培养 24小时 

后逐渐出现上述 DPV引起的 CPE。 细胞培养物经电镜检查， 发现经 20000r／m离心的 

沉淀物有园形或精园形具囊膜的病毒颗粒，大小为 90--120nm J 而 20000r／m离心后的 

上清液再经 45000r／m离心，其沉淀物则来见病毒样颗粒， 同时， 小鹅瘟 MID试验也 ’ 

为阴性。 

据报道，GPV能在鹅胚、番鸭胚及其细咆培养上增殖 。细小病毒较易感染处于 ． 

有丝分裂期的细胞 ⋯ 。本试验用的 GPV为鸭胚适应毒，并用它反复感染 DEF单层 

形成前各个对期的纲胞，同时，将它和 DPV等最混合后联合感染 DEF，结果 表明细胞 

内均无 GPV增殖。 究竟是病毒的某些毒株对不 同宿主细胞的适应性差异抑或另有其特 

定的感染条1牛，有待今后探讨。 

三 、两种弱毒在同一鸭胚增殖的观察 

1． 不同比例混合的病毒液接种鸭胚后的情况，结果如表 1： 

表1．不同比例混合的病毒藏接种鸭旺舌的情况 

T8b Le 1． Statu s 0f the du ck emb Yoe㈨ cciⅡated 

wjtb vj Tu 5 f1 id 8 in diffe T ent mj ed propo rtjDn 

． GP V滴 度 的倒数 

从表 1可见，两种弱毒可同时在同一鸭胚增殖，电镜检查其尿襄液见两种病毒；一种 

为 DPV，呈园形或椭园形 ，具襄膜，直径为 88--109nmj 另一种为 GPV，呈园形无囊 

膜，直径为 18—25nm。尿囊 液使 DEF单层产生 CPE，其浓 缩物径小鹅瘟 MID试验为 

阳性 。死胚具有两种病毒特有的组织学变化——肝针尖样坏死出血及绒毛尿 囊膜(cAM) 

增厚。 

不同比例 病毒混 合液接种 鸭胚后，一 、 二组 MDT和 CAM有差异， 其他相同， 

三 、四组有一些项目未做，但鸭胚出现相应病变，证实四组胚均有两种病毒增殖 

2． 免疫鹅抗两种病毒抗体及对鸭瘟强毒攻击的保护率测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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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病毒等量混台液 10 组免疫鹅血清 ， 第一周巳出现 DPV中和 抗体， 其 50 

中和抗体效价为 1：22，对 照组血清 为阴性 反应。 在小鹅瘟 MID试验 中，第一 周巳 

检出 GPV沉淀抗体，其效价 1 ；8，对照组血清为阴性反应。 

小鹅瘟中和指数的测定结果如表 2。 

裹2．小一■中和描蠢 (Nr)的一定 

TaDle 2．Deteetion of Beut ral Iadex(NI) for$eeliag plague 

．分 母为 鸭肛 数 ，持子为 死亡教 

从表 2可见，GPV加阴性血清组对鸭胚的LDe。为 10 ”／o．2ml，而 GPV加病毒液 

l0 免疫鹅血清组的 LD 。为 10。 ／o．2ml，后者的中和指数等于 3．88， 其反 对数 为 

7585。 

病毒液 10Il组免疫鹅用 DPV-Ⅱ攻毒后完全保护。 

以上试验结果表明．两种弱毒可同时在同一鸭胚增殖，病毒间未见干扰作用。这从 

鸭胚屎囊液中可捡出两种病毒粒子，使 DEF单层发生 CPE，小鹅瘟 MID试验检出 GPV 

抗原，免疫鹅对 DPV强毒 攻击有免疫力， 其血清存在两 种抗体并能 中和 GPV等多方 

面得到证实。 一般认为， 两种病毒感染同一细胞可能产生干扰作用 ” 。本研究结果 

则从另一方面证明某些不相关两种病毒可在同一鸭胚复制，表 明两种病毒感染同一宿主 

后结果的多样性，在实践上为利用同一鸭胚研制二联疫苗 ，简化制苗工艺等方面提供了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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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ropagation of Duck and Go sling 

Plague Viru ses in Identical Host Syste m 

Hong Feng 

(South China Agricutt u ra[Unive rsity．G uangzhotO 

It is the first time in the present paper to report the propagation of duck 

p／ag．e viru s(DPV-I) d gosling p!ag~le viru s(GPV—I)in the identical duck 

embryo． what have bten revea Yed in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 Both DPV and GPV particles were detected under electronic m icroscope 

in the CAF of the duck em brvoes infected with DPV—I and GPV—I． 

2． CAF with viruses c~uld produce cytopathic effect (CPE)in the duck 

embryonic blast(DEF)cell monolayers． showing the existenc~ of DPV and 

GPV antigens wer(·detected by micro—ilnmilne dit'f usion(MID)test for gosling 

plague． 

3． The neutra]ization antibodies to both DPV／GPV and GPV—prcelpiting 

antibody were detected in the adult geese vaccinated with DPV／GPV，and 
d． The vaccinated adult geese were resistant to the challenge with vlrnlent 

DPV 16 d y after vaccination． 

It has also been found that GP~ ．I COllId not be propagated solely or coin— 

feeted with DPV—I in the DEF cells
． 

K eY w ords．Co～infection DPV G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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