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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颗粒体病毒 (GV)单糖的气相色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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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交介绍了颗粒体崭毒中单着的气相色谱分析法 ， 对所得寮毒单着色谱图中帕主要 

蛆分进行了分析鉴定，证明组成病毒的单着成分宥：■事着，棱着． 术着， 甘露着、葡 

萄着和阿拉伯着。并用相应单着峰高比值。区分了它们阿的异同。病毒单着分析结果 ．能 

与血清学和裂解气相色谱法分析鉴定病蠢的塘果相符。 

关调■：病毒单藉 气相色谱法 

昆虫包涵体病毒囊膜的单糖及其衍生物，是参与组成病毒体的一类基本成份。颗粒 

体病毒的囊膜，主要由糖蛋白和糖脂组成生物聚台物。因此分析病毒体多糖中的单糖种 

类和数目，对病毒结构和抗原机理都有重要酌意义。有关微生物细胞中单糖的研究，已 

有不少报道[1 。但对病毒的单糖分析研究，尚未见有报道。为了弄蒲病毒囊膜中单糖 

的组成，共价键台方式和功能·本研究在用裂解气相色谱法鉴定昆虫包涵体病毒的基础 

上 ，对五株颗粒体病毒中的单糖种类进行了分析．并计算出各种单糖峰高的比值㈣。 

材料与方法 

供试■鞋体一● 菜耕蝶颗粒体崭毒 (pierie~'apae granulosis vlrue，PrGV)武汉分离株． 

简称PrGV—w}PrGV成都分离株．简称 PrGV-C；PrGV上海分离株 简称 PrGV-S} PrGV衡阳 

分离株，简称 PrGV—HI 两色绿刺蛾颗粒体病毒 (P-r-B-hieolor~ranulox[x yicus，PhCV)1害 

德分离株，筒称 GV—Ct。以上均由中国菌种豫藏委员舍瞢通病毒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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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李糖 (E．merck) 

甘露醇 (BDH公司 ) 

半乳糖 (上 海试剂 广 ) 

山梨糖 (E．merck公司 ) 

甘露糖 (BDH公司 ) 

赤辞醇 (England) 

肌 醇 (上海试剂厂 ) 

核 糖 (Sigma公司 ) 

葡萄糖 (广 州化学试剂厂 ) 

硅烷 化衍生试剂，六 甲基二硅氨烷 (HMDS)，三甲基氯硅烷 (TMCS)，毗瘟 (Py)均经重 

蒸并用 分子筛处 理。其他所用试剂均为国产分析 纯，溶剂 均重蒸处理。 

混台标准糖样品的配割：准确称取各种单糖试样10．0rag， 分别配成lmg／ml的甲醇溶液。 混 

台标 准糖样 品，由此单糖 溶液配 制。 

三、■收件■毒样品柏■鲁与摄埔 

按文献(7)方法进行，翩得的纯净颗粒体病毒再虽1．5帕的十二烷基磺酸钠溶液悬浮、离心。 

又经无菌晦取蒸水．擅 漏洗涤、离心=次。氯气吹千备用。 

晴、■舞砷单■■取和硅麓化蕾生■的卅鲁l”。1 

分搠称取按上 {圭倒得柏 干燥样品15--Z0mg， 置于带密封螺帽的 Pyrex玻昔 中， 加A 3．0ml， 

2moL／L氯化氢甲蓦溶液，充 N2 30秒，拧紧螺盖， 置 87--88~C， 水解 5．5小时， 冷后通氮浓缩 

至原体积之半，用等体积的正已烷提取二次， 剩余甲醇溶液加A道量霸碱性阴离子赉羲树胳， 旋 

祸后，除去树聘，溶液用Nl吹千。加7,1．0ml吡嚏，0．4ml HMDS和D 2ml TMCS，旋涡 1分钟， 

宣温放置40分钟，加^I．0ml氯仿，于冰搭上依次用3moL／L盐酸，蒸馏承挠。弃击上层术相，氯 

仿层用 无求N =504干燥 ，经Ni吹至适 当体积。供CC分折。 

五 使■和分析蕞件 

色谱分析在带双氢焰检弼器的GC-gA气相色谱仪上进行， CR2A打印绘图装置。 色谱柱： 长 

2．1M，内径3．2mm盘旋玻璃柱。 填充物： 1O Ca：rbowax-20M．涂渍 Chromosorb w．A ．W． 

DMCS(80~100目)。进样口温度：2SO℃，FID： 250"C。 色谱柱工作温度： 9o~c-(3℃／mim)一 

170J@，直至分析 完毕。Ni：45ml／min，H2l 50mt／mla，Air：500ml／mia。FID夏敏度 10。x 2， 

低速0．2~m／min。进样0．6—0．7ul。 

用保留时间和外标法对色谱图中的各色谱雉进行蹙性饕定。 

结 果 与 讨 论 

在病毒样品提纯，衍生物削备规范化和龟漕分析条件恒定构基础下。五个病毒分离 

株，经前后两次实验表明，分析同一毒株样品均可得到重复稳定的色谱图。禽有l1种标 

准单糖的衍生化样品，在保留时间3— 5分钟后，可以得到 l4个不厨保留时间的色谱 

峰。依据各种单糖在该色谱条件下的保留时间，可推测样品图中各色谱峰的的组成成分 

(图 1)。图 l一 6中，编号相同的色谱峰具有相同的保留时间 (RT土0．3可视为同一 

值 )。比较五椽 GV的色谱数据 (表 1)，PrGV-W、PrGV-C，PrGV-S，PrGV—H和 

兰 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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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s PrGV—s单藉气相色谱图 
g 3． The Gts Chromato~ram of 

弭 ●̈ ccharld~l 口f PrG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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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5 PrG、r_H单蕾气褶色{旰圈 
Fi5 5． The G●● ChtOm-1。irBm 。f 

mo-o sBe~1．trldee of 

I~rGV-H． 

圈 6 n GY—c·单着气相色谱圈 
rjg B． The CI-C~romalegram of 

m0aO$aeehsrlde, Of 

PIGV·C● 

P-GV—Ca五个分离物，保留时间完全相同的有六个色谱蜂。对照各种单糖和混合单糖的 

色谱图，它们所代表的成份是；阿拉伯糖、鼠李糖 、核糖、木糖、甘露糖、葡萄糖和两个 

尚待鉴定的未知峰，后两株不含葡萄糖成份。色谱分析结果表明，五个分离物的共同点 

都含有 5种共同的单糖成份。比较单糖种类的不同和每个分离物色谱图中的相应蜂高比 

值(一色谱图中，任意二个不同峰高比值，与另一色谱图中相应峰(指标号相同的色谱蜂) 

的峰高比值 )又可区分本实验的五个分离物在单糖组成和单糖量上的异同。PrGV-W、 

PrGV—C、PrGV—S三个分 离物除具有相同的单糖成份外，相应峰的峰高比值 (同一色谱 

图中， 任意二个不同蜂的峰高比值， 由毒株性质决定，不取决于进样量 )̈  有以下特 

点。在 PrGV—W色谱图中l H鼠／H核=1．64IH术／H甘=1．67J H末／H葡=8．40。在 PrGV 
— C色谱图中I Hm／H$~=1．63I H~ HH-=1．60j H末／H葡=8．70。在 PrGV—S色谱图中： 

H鼠／H核=1．67J H术／H甘=1．66,H术，H葡=8．46。以上三组数据表明，它们相应峰高比 

值相近，说明在这三个分离物中含有的五种单糖量的相对比值是相同或近似相等的。从血 

清学分析鉴定结果发现这三个分离物的颗粒体表面抗原结构完全相同，都具有a和b两 

种抗原成份， 属同一血清塑 ”。 由裂解气液色谱得到的指纹图进行分析鉴定也说明了 

这一结果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它们不仅含有相同的单糖组成，且五种单糖量的相对 

比值是近似相等的，从而进一步验证了 PrGV—W、PrGV-C、 PrGV-S是性质完全相同 

的三个分离物。 

衡阳分离株(PrGV—H)和常德分离株 (PbGV-Ca)(图5，6)与前兰个分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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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1． 五棒 GV色蕾■■ t 

Tab 1． Comp~r1．on of ehromatogrsprsp~ie date of five CY 

ItTt保 留时闻 (分 )，RT±o．3视为同一值 

R T'Retention tlme(nti=)．RT：~O．3 Could be Con eidered Bs the·-me V~lne． 

H：峰高(cm)，以峰痛两拐点连线的中点到峰疆量取峰高值． 
HI Height 0f peak is meaeured at middle-point of line ]inking two ⋯ er‘。 point s at 

bottom of the peB to top of the peak 

截然不 同，虽然都含有阿拉伯糖、鼠李糖、核糖、术糖和甘露糖，但两者都缺少葡萄糖， 

同耐它们单糖量的相 对比值与前三个分离 物有较大的不同。 在 PrGV-H的色谱图中 

H鼠／H核=4．7， H术／H甘=2．5。 在 PbGV—Ca的 色 谱 图中l H鼠／H核=4．2I H东／H甘 

=7．2。 实验结 果表明 ， PbGV-Ca不同于 PrGV-H， 同时与 PrGV-W 、 PrGV—C和 

PrGV—S相比较，在单糖的组成和相应量的比值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别也被PGLC 

鉴定结总所 证实”】。 PbGV—Ca既不 同于 PrGV—H， 更不 同于 PrGV-W、 PrGV-C和 

PrGV-S。 

本研究用气相色谱法对某些颓粒体病毒中的单糖成份进行了首次分析尝试，分析了 

它们的单糖组成和相应的单糖含量比值，这种差异在分类学上具有实际意义。毒株的单糖 

分析结果可与血清学和裂解气相色谱分析鉴定结果相吻合。本实验用的填充桂不能区分 

绝大多数的单糖异构体。对阿拉伯糖和鼠李糖两个成份也不能分开，但用高分辨率的毛 

细管色谱桂可以证实， 在保留时间lO．99附近 (填充柱 )， 样品中主要成份是 鼠李糖， 

尚含有少量的阿拉伯糖成份 (另发表资料 )。通过校正因子的测定，确认了鼠李糖 的硅 

烷化衍生物，在氢烙检测器中有最大的响应值，致使鼠李糖在色谱图中显现最大的蜂面 

积 (或峰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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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毒的吸附穿入，抗原性及血球凝集等方面，病毒囊瑛的糖蛋白都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研究病毒囊膜的单糖组成，不仅有助于进一步阐明赢毒的生物学特性、侵染和复 

制机理，同时也为病毒的不同分离株精确鉴定提供佐证。随着病毒学的深入发展，建立 

病毒单糖的气相色谱分析法，有可能使用现代分桁技术对病毒进行快速鉴定和结构研究 

提供新的分析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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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Virus MOnOlaccharides 

I
．

Analysis of monosaccherldes af grane]osie virus 

hy Gas Chromatogr phy 

Zhu Xiang—-rain Zhang Su—-qin Xia Xiang—-rain 

Tang Xiau··chun Zhaang Hai-qi Song Dong——]in 

(Wuhax Institute of Virology．Academia Sinica，Wuhan 430071) 

A method for the ana]ysis of monosaccharides of granu]osis virus hy gas 

chromatography w~J?e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
The main components of mono— 

saccheride chromatogram were identifed， showing that the componets of virus 

monoseccharldes were composed of rhomnose， rihose， xy]ose， mannose， gluc— 

ose end arahinose
．
Based on the ratio of the related monosaccherido peaJle 

height between distincts chrematogram，the virus were differentiated and iden 

tifed．The results were identified with these of serology method and pyro]ysis 

gas chrOm^tOgrBphy
．  

Key w ordsI Vires mouosaccheride Gas chroma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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