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舟毒学杂志 4。1900 
Vjrologlc● Sin[ct 

397 

温度对茶尺蠖核型多角体病毒增殖动态的影响 

叶恭银 胡 萃 

(浙江农业太学植保系。杭~t31oo29) 

提 要 

多角体计数 对流免疫电泳、单向免疫扩散及火箭免疫电泳铡定的结果 表 明：26℃ 

适于 茶尺蠛核型多角体病毒 (EoNPV)的增殖。多角体含量或其相对值随着时 间的 推 移 

而增长，并渐趋于平稳 ．两者 间呈 Logistic曲线关 系。单位体重或单头幼虫所含的多角体 

数量 (yl戚 72)．扩散环直径 (ya)和火 箭峰值 (y4)与时间 (t)的关系式分别为： 

yl= 币 8 ．14面81 丽  10。PIB／克：y z 丽 币  6,15 96 面  10。P1s／~， 

y a 再 丽  1, 4 j而 丽  ；y4=l—+—EXP (4 
． S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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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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怛30~C下，EoNP、r增殖严重受抑制，饲 毒后24～I68小 时内难以测出多 角体，其后多角体 

含量 也极显著低于26~C，乃至难以被三种免疫测定法测 出。 

美蕾 词：萘尺蠖 桉型多角体病毒 温度对病毒增殖动态的影响 

茶R蠖 Ectropix obliqua hypuliua Weh rli是我国茶树的主要害虫之一。茶尺蠖 

核型多角体病毒 (EoNPV)毒力较强⋯，在蓉尺蠖疃 中颇具应用前景。近年来， 已 
对谊病毒的形态、DNA限制性内切酶酶解图谱等基本特性方面作了不少研究，并 开 展 

了小范围的应用试验，但在其宿主发生严重的七，八月 份 (高 温 季 节 )防 治 效 果 不 

佳⋯，尚未能真正解决生产实际问题。因此，探讨、研究此病毒在高温季节防治效果差 

的原因 不沦在理论或实践上都是有意义的。本文从温度影响该病毒增殖动态的角度作 
一 分析。 

材 料 和 方 法 

一

、

材料 供试宿主系蔓内绩代饲养所得妁第三代 4龄韧茶尺蠖幼虫a所 用 EoNPV先经 4龄 

韧萘尺蠖幼虫增殖一次，再经 差遗 离心法 (500r／m离心 2～ 3分钟，4000r／m3O分 钟 )重 复 提 取 

2冀。饲料为近期 内未赜撇农 药的新 鲜茶树叶片。 

：、方法 

(一 )样品的准备 
在26与30~cT，以 2．6×lo vPlB／ml病毒双抗水 悬液 (每毫升各 含青 、链 薄素S00单位 )饲喂 

本文于1989年 2月29日收到． 
本文承蒙蒲蛰龙 吕鸿宙 苏德明救援审闻．并提出宝贵意见 研究过程中本拉牧医系于涟副教授提供免 疫 家 

兔．在此 一并致以衷心的感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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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曲韧幼虫24小时。开始饲 毒后24～240小时，每隔24小时自不同温度下随机取样20头幼虫
， 蟠或 

病死 虫t称量体重，置⋯5 8 qC下保存，供多角体 含量 的检 测 试验重复一敬 

控测多角体含量前，先将各处理的每日样品用差速离心法提取一次，再将沉淀物拄重量 用 双 

抗水稀释 5倍，然 后吸取0．5ml用于多 角体计数。另吸取0．5ml与0．4ml的0．05mol／LN a 2CO3—0
．
I 

mol／LNacl溶液混台，其PH为l0．5～l0．8t 37~CT降解 2小 时，再用1．0 N He1滴 回至 PH 7，最 

终定容至 1 ml，供免疫 测定。 

(= )多角体含量的检 测 

I． 多角体计数：多角体的数量用血球计数板测定，每样品制备 s片。 

2． 免疫 测定 

(1)多角体制备与纯化：将羞速离心法粗提所得的多角体沉淀物以 0．0]_mol／L磷酸缓冲 液悬 

浮t加胰蛋 白酶t 至终设度达0．1mg／ml，37qC像／g45分钟，离心除 去蛋 白酶；再 以0
．01mol／L磷 

酸镘冲液悬浮 ．加等体 积含0．27％巯基 乙醇 ，0．5晒$DS的0．05mo~／L Tris—EDTA(PH 7．5)的去污 

液，20qC室 温下处理 10分钟 离心除去去污剂 尔后用蒸馏水 悬浮多角体沉 淀物 将 悬液加到 43
．
5 

～ 6I．3眄 (w／w )蔗糖梯度 中，4000r／=~心I．5小 时，收集53眄处多角体带，离心除去蔗糖 抽 

样置扫描和透 射电镜下检副杂质， 重复梯度离心 ，直至得到纯净的多角体。 

(2)抗血清的铡备：以提纯的多角体作抗原免疫雄性家兔。第 1～4扶采用三点法进行免疫 

其 中第一扶在抗原中加等量不完全佐 剂j第 二，三敬加完全佐 剂，第四扶不 加 佐 弃 第 5～ 7次 

以静脉法进行免疫。 每隔 7天注射免疫 一次，总抗原 量 为 20mg／头。束次注射后一周放 血，分 离 

血清，藏扩敞法测定 教价。 

(3)对流免疫电泳：以15ml的 l啊琼脂糖 (56~C)制得 6×9 em的琼脂糖板。拄试验要求打 

晁，孔 径 3 mllRt孔距0．5 em。将26和 30qC下的每 日样品液分二排依次加入负极端孔内，正极端加 

^抗血清 ，每孔用置为 5 l。同时设生理盐水为阴性对 照，1．68×10 PIB／Ⅲl的 病 毒碱 降解 液为 

阻性对照。用三 层滤纸 作盐桥，置pH8．6的 0．025mol／L巴比妥缓 冲液 的电泳槽上 电泳，IOOV稳压 

30分钟。此后，将胶板浸泡于 1嘧生理盐水 牢“小时，换 水三次，再 以 球 醋酸 甲醛 ：水 (1 ： 

s t s )为溶剂的 l嘶氨基黑一2B染色30分 钟，观察 ．照相o 

(4)单向免疫扩散：将1．5m1抗血清与15m1的 l呖琼脂糖 混句 ，制得 6×9 cm的琼脂糖 板。打 

孔 后分别将 26与 30qC下每 日样 品液按二排依次加入孔 内， 同一板上重复一次。样 品用量和 阴，阳 

对照同 Ï 。此后在 水平位 置上放置l5分钟 ，再移至水平放 置的湿盘 中，37qC保i~．24小时。观察结 

果，洲量扩 散环直径。 试验重复二 次o 

(s)火 箭免疫 电辣：制板方法同l̈ 。制板 ．打孔后将26和30qC下每 日样 品液分剥 依次加^两 

块板 负极端 的孔内。样 品用量和阴 ．阳对照 同l l。然后以三层滤纸为盐桥-置pH8．6的 O．025mol 

，L巴比妥缓 冲液 的电泳槽上电泳，稳流lOmA 4小 时 观察结果 ．铡量火箭峰值。试验重复 二次。 

结 果 

一

、 多角体计数 

结果见表 1和图 1。26~CT，开始饲毒后72小时即能在光镜下检浏出少量多角体。 

此后，多角体含量随时间的推移而上升 ，饲毒后 12o小时开始明显上升，接着 渐 趋 平 

稳。单位体重(g)或单头幼虫所含的多角体数量 (yI或n )与时间(c)呈 Loglstle曲线关 

系 (图 1一 I、Ⅱ )，其关系式分别为t yI= 48l l0—0．06080 ×10。PIB／克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瘕毒学杂志 4，1990 
*／frologi~a Sialea 

[卡方检验l x 1·35<x 0·05(n 5)=l1·07]J h= 葡了6 ．丽15 96 西 10‘ 

PIB／头[卡方检验l x|=2．48<X 0．05(n=5)=11．07]。但在30℃条件下，开始饲毒后24 

～l68小对内在光镜下难以检测到多角体，I9驯、时开始在光镜下才检测到极少基舶多角 

体，其含量均极显著低于26℃下相 

应的含量 (图 1一 Ⅲ、Ⅳ)。说明 

病毒增殖在26℃下能正常进行，而 

30℃下则受到抑制。 

二 ，免疫测定 ： 

(一)对流免疫电泳 结果如图 最 溢 

2所示。26℃下，开始饲毒后96～ 

240小时内，每 日的样品掖与兔抗 ； 

EoNPV多角体 的血清 (效价为 1 

t 16)均起阳性反应，即其中皆含 

Table I Effect of temperature OⅡ th growth d~namics 

0f E0NPV in If0 hD0t 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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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具 有相同太．小写字母的平均数间差异分别禾达P0．01 PO．05显著水平；括号内竿母表示横向间相应平均 

数 值的比较 

均为 0， 饲毒 后1 20小时 开始，随肘间的推移而极显著增大 ，反映了此期阃多角体含 

量极显著上升。 扩散环 直径 (Y a)与时间 (t)之间 亦 呈 Logistic曲线关 系， 印 Y = 

1．4 

i EXP(2．7l0—0．015t) 

A b 

26℃ Ag 

A b 

纠 ℃ A 

cm[卡方检验：X =0．03<x 0．05 rn=3)=7．823(图 1一 V)。 

24 240 t 一 

6℃ Ag： ℃下 一 叫、时的杠品渡 

30℃一Ag：30℃下2卜一?4o小对前样品液 

Ab：兜抗EoNPY多角件的血清． 

+ 阳性 对照 ； 
一

； 阴性对照． 

图 2 对 免瞳 电 结 果 

F g． Tb pi ctu㈨ f⋯ nt⋯ ⋯ noe】 t 。Pb。r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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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30℃下，扩散环直径始终均为 0。说明3O℃严重不利于病毒增殖。 

(三)火箭免疫 电泳 结果 表 I和图 l。26％下，开始饲毒后24～72：j~时火箭峰值 

均为 0，饲毒后06小时开始峰丝随时间的推移而极显著增大，168小时开始渐趋平稳。 

饲毒后168、192、216d~时的峰值间无显著差异，216、240~x时的峰值间也无显著差异、 

以 240小时的峰值为最大。峰值的变化同样显示了病毒 增殖动态趋势。 火箭峰值 (Y．) 

与时间(t)之间也是 Logi stic Ith线关系．即 y。 1广j E—XPP( 85 0=—0．00440 cm(卡方检验： ÷ (4
．  

～

．
Ot)⋯  

x 0．33<x 0．05(n= i)=9．49](图 1一 V1)。但在 3o℃下峰值都为 0，同样说明 3O 

℃严重不利于病毒在宿主体 内的增殖。 

讨 论 

昆虫核型多体病毒 的增殖基本上可划分为四个时期：隐遮期、缓 匣增殖期、高速增 

殖期和减速增殖期 。其增殖动态曲线符合 Logi stic曲线 。饲育温度可明显影响病毒 

的增殖过程及最终滴度。桑蚕 (Bombyx ori)置32℃下饲育，可以提早结束病 毒 高 

速增殖期，病毒的最终滴度不如27℃下高 。温度 过高，病毒增殖明显受到抑制，其滴 

度 显著下降。例如：桑蚕蛹接种NPV后置25℃下饲育，滴度随时间的推移迅速上升，井 

逐渐趋于平稳，而 35℃下饲育，滴度毫无增长” 。稠李巢蛾 (Yponomeuta e 。 me一 

?lib)NPVt 、苜蓿银纹夜蛾 (Autograpk zia catifornica)NPV" 、桑蚕CPV 和桑 

叠 DNV 的增殖分g 于 35、37、35和 37℃受到抑制。本文结果与前人宵关研究丝禾一 

投。多角体计数及免疫测定都表吗t 26℃ 有 于 EoNPV的增殖 ，增殖过程的四个时期 

较胡显，多角体含量与时阕呈 Logi stic曲线关系，其变化趋势类同于黄解于 (1981)以 

EIlISA法所测的结果 I D 2。30％则不利于 EoNPV的增殖，隐遮期长，无明显的增殖期， 

多角体含量极显著低于26℃，以致难以被三种免疫测定法耐出，说明高温能极显著地抑 

制EoNPV的增 殖。 

高温抑制昆虫病毒增殖的主要原因在于高温阻止了病毒 DNA、RNA或 蛋 白质 的台 

戒。其根据 有I桑蚕NPV的DNA和RNA 、、一点粘虫 (Pseudatetia uni~uacta)NPV 

0多角体蛋白(1l、、桑蚕CPV的RNA 及桑蚕DNV的DNA和蛋白质 的台成分别于35、 

：7、35和37℃下明显受到抑制。但其最终原因可能在于病毒各组分台成过程中酶促反应 

的酶活挂在高温下受到了抑制。 30℃ 高温条件下 EoNPV增殖受阻可能与上述几种辅毒 

增殖受阻的原因是相同的。至于其 DNA、RNA和蛋白质合成过程中具体哪一种或 哪几种 

酶活性受抑制及其抑制程度有待进一步研究探明。此外，高温抑制 病毒增殖尚与高温阻 

止病毒粒子吸附与侵入，促使昆虫本身产生免疫反应有关。 

本文结果表明，温度为 30℃ 或更高时，E oNPV的增殖受到了严重的抑制，这无疑 

是高温季节 EoNPV防治效果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高温不利于病毒的增殖，故在 

病毒生产时，生产车间宜保持适宜温度 (如26℃左右 )，而德虫饲养则宜在适于宿 主生 

长的高温条件下进行，以减少健虫感染病毒的机率，确保饲养足够的健虫，以满足病毒 

生产和继代留种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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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the Growth Dynamics of the 

Nuclear Polyhedrosis Virus f rom Ectropis obliqua 

hypulina W ehrli in its Host Larvae 

Ye Gong·yin Hu Cui 

(Department of Plant Protection·Zhe~ang Agricu]ture Univer sity·Ha．g~hou 310029) 

Effect of temp erature on the growth dynamics of th e nu clear polyhedro— 

sis virus form Ectropis obliqua hypulina(EoNP V)in its host larvae was st ud— 

ied through polyhedra counting，counter immuno—elect rophoresls，single immuno 

diffusion and rocket imm uno—e】ectr。PhOresis t ests． The propagation of the 

virus in the host larvae fed with the NPV 8t the concentration of 2．6 10 PIB／ml 

and reared at 26℃ was norma1．The polyhedra tit er or its relatlye equivalences 

increased positively with the tlme after inoculation and then gradually reached 

plateau．The growth dynam ic curve obeyed Loglstie cu rye．The regresslon 

equat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the polyhedra per gram 

larval weight(Y‘)， the numher of the polyhedra per larva(Y2)， immuno— 

diffusion ring diameter(Y3)and rocket highness(Y‘)and the time after ino— 

culation(t)were obtained as follows： YI 

6．1596 

yt i莉 = 丽丽  

y·=丽 丽  而 丽  

8．1481 

1+EXP(9．4210 

y 10 PIB／larva Y3 

0．0608t) 

1．4 

c  10 9PIB／g， 

l+EXP(2。710—0 丽  t 

Cm ．W hen the host larvae were fed with the virus 

⋯ ⋯⋯ ㈨⋯⋯⋯㈨㈨ 

‘ 一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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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eared at 3O℃ ． the propagation of EoNPV was obviously inhibited．W hen 

the host larvae were exposed to the virus from 24 to 168 hr， nO polyhedra c0一 

nld be detected．Afterwards the concentrations of the polyhedra were also signi— 

fieantly lower thaw that reared at 26℃ ． and the polyhedra could not be 

dotected by three immunoassay methods． 

Key w ordsl gctroyis obliqua hypuIina Nuclear polyhedrosls virus 

Effect of temperatu re on the growth dynamics of the virus 

第四届全国杀虫微生物学术讨论会概况 

4th Nation Colloquium on the Microbia 

Control of Insect， W uhan 

中国微生物学会农 业微生物专业委员会于 1990年lob 16B至2O日在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召开 了 

全 国杀虫微生物学术讨论会。来自21个 省，市 自治 区的高等院校 ，科研、 管理 ，出敝， 生产等 

74个 单位的137名代表 出席 了会议。这次会 议共收瓤l论文141篇， 其中综 述 9篇， 昆虫崭毒研究44 

篇 ，病原细菌46篇，虫生 真菌2l篇，线 虫 微孢子虫2l篇 。 展现 了蠡国近 几年来在杀虫微生物领 

域 取得 的成绩。 

在大会报 告中， 许多专家介绍了备专业组近两年来的重 要成 绩。 苏联专家介绍了苏 联生物防 

治的概况。大会分昆虫病毒、杀虫细菌、虫生真菌厦其他杀虫微生物 4个专业组发言讨论。 

昆虫病毒杀虫剂 防治害虫取得了 较大的 进展， 各种病害杀虫剂的使用面积已选 100多万亩。 

病原绍菌 BT和 白僵菌的大面积防治，控制 了害虫的发生 ，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虫生真菌 和其他 

病原亩已开展了一些基础研究，蝗虫微孢子已大量生产和应用。会议一致认为， 鉴于国内研究工 

作 现状厦 国际发 展总趋势，建议有关部 门将 杀虫微生物 列入 八五 规赳， 重大课题组织协作攻 

关 ，主要产品纳入国家 计划。最 后会议确定第五届杀虫微生物学术讨论尝将 '：T-1982年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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