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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麻蛱蝶按型多角体病毒在病虫脂肪体中的形态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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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曩 

本文教述了一种在高山草原地区寝低温度下感染荨寐蛱蝶 ( 硼ess口 “r{fc删 )的校 

里多角体病毒的形态发生过程。荨麻蛱蝶幼虫经其病毒多角体靠染 s日后出现明显变化： 

细胞核弗大，核仁消失，接内出现清晰区及病毒发生基质。 在病毒发生基质的周围， 核 

表壳大量产生。 核表壳是肌这些病毒发生基质四周的模样结构碎片上获褥套蕻， 装茂 戚 

病毒粒子。随后病毒粒子逐渐进^多角体蛋白中。形成了成热曲单粒包埋堑的多角体·观 

察结果表胡，在较低温度下生长的荨麻蛱螵 NPV与在常温下生 长的其它NPV有着类似 

的形态发生过程。 

关t弭：荨辩蛱蝶核型多角体病毒 脂肪体 趣擞结构 形态发生 

1986年夏我们在新疆巴里坤县跑马山南7O公里处，海拔2000--2200米的赢血草场上 

的荨麻蛱蝶幼虫体内分离到一株攘型多角体病毒，经镑捡证实为一株单粒包埋型柏棱疆 

多角体病毒 (YuNPY)。 
一 般认为昆虫杆状病毒发生的最佳温度为26℃，许多文献报道在适合的温度 病程 

约为5—7天，多角体产量可达每虫百亿以上。如气温偏慨一般病程延长，多角体产量 

会显著降低[| ，如培养温度低于l5℃，多角体的发生几乎停止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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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线为候担的褒同温度_F降，鬟巍为鬟谢平均懂 

根据我们对巴里坤地区分离到的毒 

源的观察发现藏寨毒起码有低温缒遁瘴 

性。据13／6．．~13／7。一个月的当地平均 

气温资料 (在巴里坤跑码山南2oo0米营 

地自澍 )统计． 

这株扁毒在较低温度下复制，其病 

程仍为 5—7天，每虫仍可产生 200亿 

多角体，为了了解这株病毒 的生 长 规 

律，我们对其形态发生及组织病变进行 

了超微结构现察，发现它的形态发生仍 

类同于其它常温下复制的NPV。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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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然帚，}§的1荨麻蛱蝶稍虫虫体用承浸泡、磨碎、过谗、苗赦经低速离心，反复挠涤数衣，收 

集沉淀，40—60和w／w蔗糖梯度，用日立 SCP--851t超速离心机离心收集多角体崭毒。然后用纯 

化后的多角体给劫虫潘食，5日后幼虫行动迟缓，展食。将病虫脂肪体解剖出来．经3和戍=醛锻 

酸双固定；环氧树胎812包埋；LKB一2088V型超薄切片机切片；铅、铀藏染； 国产 电镜 D× 4̂一̂o 

观察并拍照。 

结 果 

感染 5日后，病虫脂肪体细胞出现了明显的病变，起初细胞核膨大，核仁消失，细 

胞核内染色质呈团决状。胞浆内核蛋白体颗粒显著增多。此时，核膜的双层膜结构保持 

完好 (图版V 1)。 

经感染后的脂肪体细胞桉内出现了网状的病毒发生基质，它由深度染色的 “绳索 

状物质及浅色的基质所构成，在这些 “绳索”状物质附近，出现了大量的杆状 核衣 壳 
_ 

(图敝 V 2)。 

病毒核衣壳在胞核中装配，有时可以看到部分核衣壳中不含核酸或部分 含有 核 酸 

(图版 V 3)。 

起初，病毒发生基质几乎充满胞核。以后逐渐缩小，病毒核衣壳在细胞核内大量发 

生，并呈随机形式排列。同时，在核内出现了包含丝状纤维的区域(图版V4)。也可以观 

察列粒子套膜韵形成过程，一般是一个核衣壳与一短膜接触，然后这短膜逐步卷曲而封 

闭，可以看到套膜从核衣壳的一端向另～端延伸最终形成了完整的套膜(图版V5，6)。 

已差获得了套膜的病毒粒子进人多角体蛋白。病毒多角体在同一个细胞榜内装配的 

速度是不相同的，同时还可看到许多的多角体膜，出现在多角体附近，数量较大，常常 

弯成弧形 (图版v 7、图版Ⅵ8)。 

成熟过程的多角体会出现一些特异的形态，多角体呈嵌合型。还有的多角体的病毒 

粒子只有空套膜，丽无樱酸。另外还发现多角体中有空隙不甚严密(图版砥9，lO，11)。 
’  

成熟的多角体外缘上有一电子致密的黑线。一个细胞核切片上的多角体可多达70～ 

l8o个。墉毒多角体多为三角形和四角形或不规则形态。其直径约为 l一 2微米，蛋白晶 

格间距为40盖，在晶格间包埋的病毒粒子仍具有双膜，病毒粒子大小未见改变。每个多 

角体中包埋的病毒粒子数苷不等，多则3O一42，少则1— 2(图版V[12，13)。 

讨 论 

关于杆状病毒感染前人已做了大量工作，感染后首先出现病毒发生基质 。病毒粒 

子是从病毒发生基质中产生出来，病毒发生基质包括同DNA有关的蛋白崴 DNA本身， 

看来所有的核衣壳成分此时必定都包含在该病毒发生基质之中【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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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病毒套膜的来源，Hughes 1972年在组织培养细胞上观察 Bimori NPV复制时 

提到有一种短膜，认为这种短膜不是原有的按膜的成分，而是重新合成的 。我们注意 

到了大量的短膜出现在胞核中的核衣壳附近 

在不成熟的多角体附近，可以见到 Summers和 Arnott(1969)发现的核型多角体 

与丝状纤维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得到了丝状纤维与沉积多角体表面连接在一起的照片， 

认为这种丝状纤维就是多角体蛋白，它们下一步将会合并到多角体蛋白的晶格中去。我 

们在胞核及胞浆中也都发现了这种丝状纤维，胞核内充满成熟多角体时，这种丝状纤维 

也随之消失。 

关于病毒粒子的包埋过程，国外文献介绍很多。裸露的杆状粒子不能包埋，只有在 

获得套膜后 ，才能被多角体蛋白包埋。 

在多角体成熟后，才能在 多角体表面形成一层多角体 “膜”结构 ，而在装配过程中 

的病毒粒子和未成熟的多角体 中则无这种 “膜”的形成。虽然对此 “膜 的结构组成和 

功能尚不明了，但已经注意到 “膜 的来源可能与细胞膜有关【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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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phogenesis of Vanessa urticae Nuclear Polyhedrosis 

Virus in Infected Fat Body Cells 

Yang Xiang·rain Li W ei-qi 

(Xiniiang[n sI~tute of Chemistry Academia Sinica，Urumql 830011) 

W e isolated a strain of Vu NPV．The present study primarily detailed some 

changes during the virus infection in 1 arval fat body cells， five days after 

infection， cyt。P8lbo1。gic81 alteration appeared，and the virus has distinguished 

special structure and process of replication
．
At early stage of infeetio~， the 

nucleus enlarged and the nucleolus dispersed， the nueleus contained grannular 

matters resulting in - clearedn area， and the virogenie stromate appeared
． 

Near the virogenic 9troma large amount of road nuc]eocapsids aggregated nu— 

cleocapsids acquired viral envelopes from the membranous fragment surrounding 

the virogenic stroma
．
After the virion acqu ired envelope， they were embeded in 

polyhedron．All the P recesses of those virus carried out in normal temperature
． 

Key words：Vc~e88o ur~icae nuclear polyhedrosis virus Fat bo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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