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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微核试验测定几种茶树昆虫病毒对 

小白鼠的安全性 

陈海雷 叶林柏 刘年翠 

(武议大学霸毒学系．武 汉 430072) 

摄 要 

用一种快速简便的甜定细胞染色俸是否被损份的方法 (即微核试验 )铡 定 荼 毛 虫 

NPV、油茶尺嘘 NPV殛油桐尺蠖 NPV对小白鼠的安全性．通过测定其骨髓中嗜多豢红细 

胞撒核的出现频率，证明无论是单独或是混台感染方式均不能测出这些病毒对骨髓 细 胞 

染色体有特定的损伤。 而阳性对照环礴酰胺所诱发的微接率与其相比极为显著。 此法可 

作为评价昆虫病毒对哺乳 物安全性的一十重要方法 

荑t调：锻核铡定 安全试验 {由桐尺蠖核型多角体病毒 油荣尺蛙核芭 多 

角体病毒 荼毛虫核型多角体病毒 

苎塞塞宴 苎 至虫效 面 謦乡地受到人们重视，但是t 人畜的 
安全t 直是各方极关心和谨慎的问题，已有许多有差昆虫病毒过壁监动物和离体细胞 

茬安全性检测的报道 ⋯，结果一般说明病毒对人畜无害，可作为杀虫荆广泛使用，～～ 

不过经费消耗大，能否以其它更简便易行又能反映结果精确性的指标和测定方法来进行 

安全性评价巳成为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微核测定就是一种较好方法。它是以测定染色体畸变方法来分析各种理化因子、细 

菌病毒等对活体细胞中染色体诱发损伤后产生碎片并形成微核的多少来进行 统计 学 分 

析，经与强诱变剂如环礴酰胺，苯等进行对照比较后得出结论。此法曾用于农药安全性试 

验、物理学上的辐射损伤“ 及其他因子影响下的染色体诱变检测。本文报道我们用多种 

病毒口服及腹腔注射等方法感染小白鼠的微核测定结果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 ■●豆一●： 油芬尺墟NPV(Bi~ton morginato Nuelear Polyhedroais Virus， 俺嚣 

BmNPV)、莱 毛虫 NPV(且 。em 8udocons~ s。NPV, 简蒋 EpNPV)耜 油 桐 尺 蛙 R】 V 

(BuzurG Suppre~aria NPV，简称 BsNPV)均为武 汉大学病 毒学系 昆虫室提供 。病虫经差畀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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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800r／m．IOmint 3500r／~，$Omin)三次得 到初步纯化多角体。然 后密 30~65嘧 (v／v)甘油 

梯度中经 3800 r／m离心$5min重复两次得纯多角体，在光镜下无可见杂质，电镑下多角体完整。 

多角体光镑下计数后稀释成1×10t。PIB／ml，加双抗低温 4℃保存备用。同时制备多角体碱解璇， 

碱解在 2s℃ 进行。碱解缓冲液 pH10．8(0．i mol／L NalCO3，0．17 mol／L NaC1，0．Olmol／L 

EDTA )直至发现黛解液由浊变清时， 用 IN HCI中和至pH8．0， 4℃保存。 电镜下 观察有病毒 

粒子及多角体。 

=、劝■：小白鼠，由本校动物锰养室提供25~30克昆虫品种的建康小白鼠s0只。 

兰、毫集方式：每头白鼠分别以 i×i0 5和 i×10 PIB量用口服和腹腔注射方式进 行感染。 

变叉使用一种，=种爱三种 NPV感染 (见袭 1和表 2) 阳性对照环磷酰胺 (cyc10ph0spb̂mi— 

dum )为上 海翻药公司提供 (批号 870213)，用 PBS(pH7．2) 稀释成 100mg／ml腹 腔 注射及 口 

服量为 200rag／ks和 400mg／kg，同时 以无菌 PBS缓冲液作无诱变剂阴性对照。 多角体碱解液 感染 

量为 iO 和 1O。PIB碱解产物量。 

四、集色墨计蠡 ：将 24hr后的感染小白 鼠脱廷毽处死 ．取其 股骨 ，除掉组织肌 肉后将其骨毽 腔 

内骨毽 细胞用生 理盐水 (灭菌 )反复 抽吸 吹打，剜成骨毽 悬1菔，在 800,／= 离心 9～ 3 rain． 弃 上 

请灌留下沉淀爱底部液体， 用载玻片制成血片， 在空气中干燥后 ，用 May—Graunwald’s染 色及 

Criemsa染色l。1经甲醇固定，用上法染色后光镑下观察计数，每一只小白鼠tO00个细胞， 得出含 

微核的嗜多集红细胞数，徽接率以千分之一表示 (‰ )。 

结 果 与 讨 论 

一

， 多角体及其碱解悬液对小白鼠无论是何种方式感染，无论剂量如何(1O 或l0- 

PIB)，其徽桉率均小于 3(‰ )，详见表 1，表 2。 

囊1●强毫囊小白■的t肇事 (‰ ) 

T=ble1 The frequency(‰ )of m~eronu~lel iD mice by]ndiv]dual infeellou 

of NPV tnd virioa s=spensioⅡ 

环 确 

t 胺 

200 52 

311e／kE 

PBS 
1．5ml 

(pH7．2) 
2 

二、用两种不同村量 (200mg／kg或 ~OOmg／kg)强诱变剂环磷酰胺，其微 桉率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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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后者较高，但大大高于阴性对照 PBS缓冲液以及不同方式多角体和病毒碱解 悬 液 

癌染。其 NPV结果 (表 1、表2)与环磷酰胺相比，差 异 性极 大 (P<O．005)，而 

PBS缓冲液结果与 NPV结果相比差异性很小，实验结果可靠。 

囊2几种昆虫●l灌台■ 小白一曲t曩率 ( ) 

Table 2 TEe frquen~y(‰ )of mi~rsnudel jn mice of mixed iRfeetioR witla two 

or three NPV ‘nd Tirion 。u。pe_ 0n 

注：NPV剂量为 19‘PIB／头，和 10’P1B／头，环确 酰睦每 —处理用2l旯小白鼠，PBS为 1只，其它同。 

本实验井投有对所有组合感染进行试验，而用两种在田同试验时最常用的BmNPV与 

EpNPV为主，三种混合也做了试验。我们认为，表 1和表 2的结果已经能够说明邀三 

种 NPV对哺乳动物小白鼠是安全的，同时对复台病毒杀虫荆也是安全的。 环磷酰胺处 

理时出现的那种随剂量加大而微核率从低到高的效应关系在病毒感染时未出现，其藏度 

的选择是以不使小白鼠在48小时内死亡同时又产生较多微核来确定的。 

国内外已有多种关于微核测定的报道，主要是理化因子影响下的染色体损伤即出现 

微核 ，而对昆虫病毒尤其是几种复合病毒感染微接测定尚不多见，这是一种快速有效 

评价昆虫病毒安全性的方法，如能结台其它方法相互印证更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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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fety Evaluation of Several Tea Pests NPV in 

Mice by Micronucleus Assay 

Chen Hal lei Ye Lin．b且i Liu Nian—cul 

{Delft．of Virology＆ Mo|ecular B~o|ogy．Wuha~Usi~erslty．W uhan 430072) 

A rapid method， micronuclaus assay which proposed in the scoring of 

ehromosomal aberrations has heen dealt with t he safety evaluation of insect 

viruses of tea pests(Bistos margi~at口 NPV， 可 ，r0c 妇 ，8e扯 ocD曩$，er阳 

NPV and Buzura s扯 ，re8sar{4 NPV )in mice．By scoring the frequency of 

mieronuelei in the bone marrow cells of mice。we found that less than 0．3％ 

of micronucleus in virion suspensions and polyhedra infections，regardless of oi‘ 

thor single or mixed viruses
． 
It was shown that cycl。Ph0。ph4m诅 um infection 

could produce 4．7．一6
．7％ mieronucleus。while PBS btfffer produced O．2％ of 

it． Three 嗣 PVB -r． " detectable damage in mice in ottr experiment． 

Key w ordsl Mieronueleus assay Safety test BsNPV Bm~PV 

EplV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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