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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从生长不正常的香菇 (Leniinus edodes(Berk．)Sing)菌株中分离到一 群等轴对称 

含单链RNAfl9病毒 颗粒。病毒 粒在 电镜下直径 为 33~34nm，在 SDS一聚 丙烯酰艘凝硬 

电橡中病 毒外壳蛋 自分子量为22000道尔顿 病毒桉酸~z1)Nt se1和sI酶解 试验 及热变性紫 

外 吸收曲线试验证鸥为单链RNA，在 1．S哂昀琼脂糖凝菽电泳中 ．病毒核醒呈现一条带 ， 

分子量为2．38×10 遭尔顿 

关键词：香菇扁毒 病毒 形态 理 化性质 

人类栽培食用菌已有几个世纪，但对食用菌病毒的研究则只有40年左右的历史。食 

用菌病毒的主要危害是由于广泛感染所造成的不同程度减产和品质下降，甚至完全无收 

成n“ 。自从1948年在美国首次发现蘑菇病毒后，相继在获苓 银耳、平菇 草茹、香 

菇等食用菌中分别发现不同种类的类似病毒颗粒 “ ““”“ “ 。 

香菇是世界上产量仅次于蘑菇的第二大菇类，日本的I~cuye(1970)首次从香菇中分 

离出香菇病毒 (Shiltake Mushroom Virus，SMV)CB) 以后又有许多报告，对香菇病 

毒作了较为详细的报道[】 。 

我国是香菇生产大国，产量占世界香菇总产量的4O％以上，近几年来在部分产区陆 

续发现有不同程度的病毒感染，1984年于善谦和王鸣歧等人从菌丝生长不正常的 7402 

栽培菌种中分离出了球状病毒颗粒[j ， 推测这些病毒 颗粒的存在与菌丝生长异常有一 

定的关系，但没有进一步的研究报道。我们在近几年上海香菇生产 申发现t香菇病毒病 

症状主要表现在菌丝的营养生长阶段，感染病毒的菌种菌丝长势减弱，出现备种不周类 

型的花斑和姥刻，严重的造成培养料中犬部分菌丝退化，这种病毒病的发生已对香菇生 

产造成了极大 的危害和损失。我们以表现病毒病症状的香菇菌丝为材料，从中分离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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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种直弪为33～3 nm t球状病毒， 蚌测定了其邪化特十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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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菌种来潭：香菇 (Lentfnus edodes(Be rk．)Sing)菌株0676系从 美国jI避 ，由上海食用 

菌研究所 菌种保藏中心保存。 

二、供试菌株 的分离：菌株0676接种在术屑培养基 巾，25℃ 恒 温培养 ，60天后栽培种菌丝出 

现 明显缺刻、 花 斑和菌丝退化的异常现象。 把这些不正常 部位的菌丝体分离到马铃薯， 萄萄糖 、 

琼脂 (PDA)培养基上 ，待菌丝萌发后，进行扩大培养。 

三 ，蕾 丝体培养 ：分离纯化的苗种接 种到麸皮、葡萄糖、黄豆饼粉 等发酵坫葬基 中 ，2s℃ 100 

转／分振荡培养 7～10天 发酵液经5000转／分 离心10分钟，收集菌丝体 为缸提病毒的材料。 

四、主要生化试剂 ：鱼带DNA为华美公司的产品，低分子量标准蛋 白为三海_牛枕化学研究所 东 

风生化试剂厂 产品，DNa se 1 (RNase—f ree)、0．24～9．5kb标准分 予量 为 Be}hesds Resea reh 

Laboratorle s公司 产晶 ，sI核裴酶为Boehrige r公司产品，RNase 1为西德Merck公司 产品。 

五、惰毒的抽提与纯化：收集的菌丝体用pH7．0 0．0Sinol／L磷酸绥 ．÷液洗涤一次，再压含0．1啦 

(V／v)巯基 乙醇的 pH 7．0 0．05mol／L的磷酸缓 冲液匀浆抽提 ，5000转／分 离心15分钟 ，取上清 ．沉 

淀用 同样缓 冲液重复匀 浆拈提一次，合并 两次上清 ，一20℃保存 过夜后 ，于 20~25℃ 融化，加 入 

2s嘶Trito]1 X一100至终浓度1啦 4℃搅拌 30分钟 ，10000转／分离心 30分钟 ，上请 '睦 45000转／分 

离心 1小 时，沉淀用少量磷酸缓冲竣悬浮后 ，在 10【}晷～4O铀的蔗糖梯 度中28000转／分 离,t~'4／b时 ， 

野出病毒带 后，稀释 ，45000转／分 离心 1小时 ，沉淀用 0．05mol／L pH7．0 磷酸缓冲液悬浮后即 

为纯化的浦毒翩剂。 

六、 电镜观察：纯化的病毒样 品用2和的磷钨酸 负染，在 日本的 JEL 100一CX 电子显微镜下进 

行 观察。 

七 ，病毒孩酰曲提取 ：病毒样品『『j 2倍体积的饱和酚抽提后，再重复抽提一次，水棚加^ 1／2 

体积的氧 仿 ，异戊醇(24：1)苹取两次 启， 水相加A．2．s～3倍体识鲫无水 乙醇置 干冰沿沉淀 60分 

钟 ，14000转／分 高心20分 锌，沉淀月∞ 和的乙醇洗一次，沉 淀抽 于暑，加入TE缓 冲液落解 后，印 

为病毒接酸¨ 】。 

八 、病毒和病毒榱酸 理化特性 的{舅I定 ； 将提纯的SMV样 品加八样品裂解缓 冲液 后，在 1oo℃ 

水 浴中加热2分钟，上样于12啊的含SDS的不连续聚两烯酰胺垂直板凝肢 ，进行SMV 外壳蛋 白的凝 

胶 电泳 4小时，电泳缓 冲液拄 King和 Laemmli的系统【̈ ，用低分子量标 准蛋 白计算病毒外壳 蛋 

自分 子量。 

病毒核醒加^样品缓冲液后，加在含0．s g／ml EB 1．0嘶琼腊糖凝胶中电泳 2小时，桉酸参 

照物选用BRL公 司的0．24～9．5kb RNA标准分子量 ，电 采用TBE缓 冲系统 【̈ H¨。 

桉酸 类型鉴 定： (1)RNase I和DNs se 1酶 解试验；1 g的鱼 精DNA，lug的家蚕胞质 蝥多角 

体双链 RNA(CPV—d sRNA)，lpg SMV核酸分别 与35单位的 DNa se 1(RNa se—free)和 1单位的经 

100~C 10分钟处理击除 DNa se的RNa se 1混合37℃保温反应 l小时 ，酶解 结果通过 1．0肺琼脂糖凝 

胶 电泳进行 观察 (2)SI核酸酶酶解试 验：1pg的CPV—dsRNA 1 g．烟草花叶病毒单链RNA(TMV— 

ssRNA)， l g $MV核酸中分 别加^ l单位的 Sl混合 后，与对照 1 g CPV-d sR_NA， 1 g TMV— 

ssRNA，l g SMV桉酸同时37℃保 温反虚 1小时 ，酶解 结果通过 1．0吩 琼脂糖艇肢 电诛进行观察 

(3)热变性紫外吸收试验：CPV—dsRNA，SMV接酸夙40℃～100℃每升高10℃在紫外260"m处删 

定紫外吸收值，并作出对温度的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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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一

、 病毒 的分 离和形态 

经纯化的SMV样品在电镜下观察，病毒颗粒主要是直径为 33~34nm的等轴对称球 

状病毒颗粒，颗粒表面光滑无外膜 (图 1)，常呈晶格排列。此外，偶而尚可发现浓度 

极低的大小约为26×186am的棒状颗粒 (图 1中箭头所示 )，但未 其它球状和长线状 

颗粒。 

2．0 

1．5 

0．5 

0．0 

220 240 260 290 

(nm) 

图 2 SMV的紫外吸收曲线 
Fig 2 UIt⋯ io]ct absorptioa 

㈣ r e 0f SM V 

图 3 病毒外壳蛋白分子量的测定电凉照片 

】2珊SDS不连续 PAGE． (A) 匠分子量标准蛋 占 

(B)SMV外壳蛋白 

标准蛋白：1磷酸亿酶b 2．牛血清蛋白 3．肌动 

蛋 白 4．碳醯 酶 5．炳草花 T病毒外壳蛋 白 

Fig．3 12％ SDS—p yac ry】Bmide gel el⋯  

tr。PhO re5is ef SM V 

(A)p 0fein ma rke rs (B)BMV 

二、病毒的理化特性 

纯化的病毒颗粒的紫外吸收 A260／A280=1．72，为核 白峰 (图 2)。纯，艺的 SMV 

样品经 l2 的SDS一泉丙烯酰胺凝胶电冰， 出病毒外壳蛋白由一种多肽越成，以五种 

凳一 ～ O 5 0 5 0 2 l “ 0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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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分子量为对照，测出病毒的外壳多肽的分子量为 2200 0遭尔顿 (图 3)。 

图 4 DNasl RNa日I酶解图谱 

(A)经DNase[处理的CPV-RNA 

(B)经DNase[处理 的SMV核酸 

(C)经DNa s eI处理的鱼精DNA 

(D)羟RNaseI处理的CPV·RNA 

(E)经RNa sel处理的SMV核酸 

(r)经RNase[处理的鱼精DNA 

Fig 4 Dig 日tloas of Ⅱuc1eic e|d of SM V 

Bnd cDntrol s itb RNa日e I tⅡd DN·日e I 

fA) CPV-RNA afttr dig 日tions with DNBs I 

rB)Nu Ieie B cid of SMV aft er digestlon s wjth 

DNBBe I 

(c)DNA of fish 自pe rm aft e r diB 日tiDns with 

DNa s e I 

(D)cPV RNA 日fte r digestions with RN Bs I 

(￡) Nueleic a cid of sMV ⋯ft digesti0 日with 

RN se I 

fF) DNA 。，fj日 sperm aft r digestioa 5 wit 

RN4 sc I 

图 6 sI酶解图谱 

(A)未经sI处理的SMV核酸 

(B)未经sI处理的TMV—ssRNA 

(C)未羟 sI处理的CPV—d目RNA 

(D)经sI处理的TMV一日日RNA 

(E)经sI处理的CPV-dsRNA 

(F)经sI处理的SMV棱酸 

Fig
．
5 Dig tio a of nuel ie id of SMV 

·nd Ⅲ t㈣ol ith SI 

(A)Nuclele 4cid of SMV 

(B) TMv—ssRNA 

(c)cPV—dsRNA 

(D)TMV ssRNA afttr dige tlo with sI 

(￡) CPV—dsRNA ⋯ft digestioDB with SI 

(F】 H ucl eic 日cid 0f SMV aftef digesti D口B 

with SI 

SMV核酸在 DNase l酶解试验中和对照 RNA一样不被 DNasc 1而 被 RNase 1所酶 

解，证明该病毒棱酸为 RNA(图 4)。在核酸酶 S l消化试验 中，SMV—RNA与等 量对照 

的 TMV—ssRNA表现相同结果， 均被 S1消化， 而 等 量的 CPV—dsRNA不 能 被 S1酶 

解，证驯 SMV核酸为 ssRNA(图 5)。同时 SMV—RNA的热变性曲线实 验 结 果 也证 

明该病毒核酸为 SS—RNA(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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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图6 热变性紫外吸收曲线 

ris．6 Hyperchzoai r~fleet of slow1T 

iaereaslng the teraperatcro 

of p p tⅡti。n 0f viraI RNA 

(A)SMV核酸 (B)0．24—9．5k b的标准核酸 

Flg．T Aga rG s g I electTophoTesi 9 of SMV 一̈ RN A 

(̂ ) SMV-ssRNA (B)ssRNA ma rkets 

在 1．0 琼脂糖凝胶电泳中，SMV核酸呈现一条带， 用 BRL公司的 8 RNA 0．24 

～9．5kb的标准分子量为参照， 测出 SMV—ssRNA分子量为 2．38×1O‘道尔顿(图7)。 

讨 论 

我们使用差速离心和蔗糖梯度离心相结合 的方法，配合低温冻融及非离子型去污剂 

处理等步骤，从生长不正常的香茹菌丝体中抽提和纯化到 大 量的直径为 34rim左右的球 

状病毒，纯化后的病毒制剂经负染后在电镜下观察， 常可见到 34nm的病毒颗 粒呈晶格 

整齐排列，颗粒表面光滑无突起或外膜。在纯化的球状病毒制剂中偶而尚可见到极少量 

大小约为 23~26×53~186nm不等的捧状颗粒，但未见其它大小的球状病毒 颗粒和 线 

状颗粒。 Ushiyama[1”曾经报道从 不正常香茹子实 体中获得三种 大小约为 25、 3O和 

39rim的球状病毒以及长度可达 1500nrn的长线状和大小为 25~28×280~300nm的捧状 

病毒。从生长不正常的香茹菌丝体中，13本工作者也分离到一种直径为 39nm的球状 病 

毒和少量长线状病毒。我们所分离的 34rim和已经报道的 39nm球状病毒 是否为同一种 

病毒目前尚缺少实验证据加以判断，但其大小差异是在样品制备和电镜观察的实验误差 

范围之内。 

虽然毒今为止从香茹中已发现了不 少种类的类似病毒颗粒 (VLPs)，但它们的理化 

特性研究得不多，主要原因在于纯化的病毒制剂中常常台有几种很难分离开的颗粒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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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VLPs的含量通常都很低。我们使用比较简单的方法能获得高浓度的 34nm的纯病 毒 

制荆，使研究其棱酸的性质与病毒结构蛋白的种类和大小有了可能。研究结果指出，这 
一 病毒的结构蛋白是 由一种分子量为 22000道尔顿的多肽所组成，国外研究者 以前未有 

此类数据报道。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无论 SMV的S 1的酶解实验和热变性紫外吸收实验 

均证 明此 SMV核酸基因组为分子量 2．38×10‘道尔顿 的 ss—RNA。球状的 ss—RNA病毒 

在香茹病毒中尚为首次发现，因为过去所发现香茹球状病毒均被认为含有 d9一RNA。我们 

认为，我们的结果证实了下述二种可能；(1)我们 发现的 34nm ss—RNA的 SMV是一种 

新的、过去从 来未报道过的香茹病毒。 (2)过去所报道的 39nm含有分子量为4．49×10‘ 

道尔顿的 ds—RNA并不是病毒 的真正的 基因组， 其理由是， 我们在分离病毒核酸 的过 

程中也常常发现 有分子量类似的 ds—RNA条带， 但随着病毒的提纯和浓度的增高， 高 

分子量的核 酸条带逐渐消失， 最后 只剩下了一条分子量为 2．38×10 道尔顿的 99一RNA 

条带。 因此有理由认为这一 ds—RNA可能是病毒 ss—RNA的双链 复制垫形式或寄主内本 

身存在的核酸。Tsunoda和 Suzuki“ 也曾报道 从香茹分离物中存在有可能成为 干扰素 

诱导物的 ds-RNA。 

目前菌类病毒的致病性尚未能完垒阐明， 因为 “柯氏法则” 尚未能应用到这一领 

域。 日本科学工作者曾报道在正常生长的香茹菌株内也能分离到 VLP9，尽 管浓 度上有 
一 些差异，我们对正常生长的对照菌株曾进行过同样步骤的病原物分离抽提，但至今尚 

未发现有类烈的球状病毒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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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ingle—Stranded Virus Isolated from Shiitake Mushroom 

Lentinus edodes(Berk．)Sing． 

Shen Xue—ren Shen Jue——ying Chen Zou——yi Gong Zu——xun 

(Shanghai In stitute or Biochemistry-Academia Sinica，Shanghal 200031) 

Chen Ming—jie Pan Ying—jie Wang Zhao—yue Fang Bing—chu 

(Edible Fungi R~seaYch fnstilute-Sangha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 ence s，Shanghai) 

W ang Ming—qi 

(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A isometric virus-like particles(V．~LPs)，which are approximately 34rim in 

diameter containing SS—RNA， have been purified from ahnormal mycelial of 

shiitake mushroom Leutinus edodes(Berk．)Sing．The SDS—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 si8 dem onstrated that the virions contain a single capsid polypeptide 

band with molecular weight ahout 22000 dahon
．
The nucleic acid extracted 

from purified preparations of 34nm V LPs showed only one band with m ole— 

cular weight approximately 2
． 38×，

10‘ dalton On the 1．5 agarose ge1． The 

experiments of RNase 1，DNase 1， SI dige stions and of thermal denaturation 

suggested that the viral genome is a single—stranded RNA． Th。 isometric sing— 

le—st randed RNA vi rus isolated from shiitake mushroom has not heen reported 

in all previous papers． 

Key W ords：Shiitake mushroom virus(Lentinus edodes virus) 

Size and m orphology of virions Properti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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