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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从黑胸大蠊 (Perlplaaeta fuliginosa)自然罹病 的虫尸中分离得判一株非 包涵体病 

毒。将病毒悬液均匀拌^无菌饲料并供食 154 169日龄黑胸大蠊健康若虫时， 能使其感 

染、发病，死亡率可选98嘶 上。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时，病毒为球形=十面 体 颗粒， 

直径约23nm 病 毒悬澈具有典型梭蛋 白紫外吸收光谱。病毒用DNase和 RNase处理并经 

吖啶橙染色 =苯胺和苔黑酚试 验及甲醛反应证曝：该病毒台有单链 DNA。 以上特性与 

细小病毒科 特征有点类似 

关键词：蜚蠊 黑胸大蠊病毒 单链DNA 
， ● ’  — 。 — ‘’ ’ _ _ _ 一  

蜚蠊 (Cockroach)又名蟑螂。该虫种类繁多，遍布世界，其中黑胸大蠊 (Pcripl— 

anc~a fuliginosa)在我国江南占有明显的种群优势。这类害虫不仅啃食衣物而且还传播 

多种疾病。本文分离获得的黑胸大蠊病毒 (简写为 PfV)与引起畜禽罹病的细小病毒的 

特性有某些相似性，因此，进一步研究该病毒的分类地位、探讨该病毒与某些脊椎动物 

疾病关系是极有意义的。 

在国外，对黑胸大蠊病毒的研究 曾有过初步鉴定报道⋯。在国内，该病毒曾进行首 

次报道 。本文报道其生物学和形态学性状及核酸类别等方面的部分工作。 

得 。 

材 料 和 方 法 

一

、 材 料 

1． 供试病毒 黑胸大蠊府毒 (RfV)是从自然罹病和回接惑染致死虫尸中分离和纯化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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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蚕浓接症病毒 (BmDNV)和烟草花叶病毒 (TMV)，由中国菌保会普遍病毒中心惠赠 

2．核酸和酶 d8DNA和d8RNA由病毒中心惠赠．DNase~RNsse分别购自上海生化广和华美 

试 剂公司 。 

3．供试虫 系本担人工饲养的I$4~169日龄黑胸大壕若虫 

二，方 洼 

1． 病毒曲分离纯化参照钱元骏等【I1和毕坎华等l‘ 的方法。取一定数量黑胸大螓病死虫尸． 

加入适量PBS(PH 7．2)研磨匀浆，最终每克虫尸加PBS6毫升 匀浆经 3500：r／~离心a0分钟，收 

集上清液。然后用12000r／m离心30分钟，吸取上清液，即得到分离的病毒 (代号：HV)。在 HV 

悬浪中加等体积预冷三氯甲烷，尉烈撮薄1分钟．用4000r／m离心ls分钟，收 集 水 相． 缓慢加入 

(NH‘)zSO‘， 边加边搅拌．使饱和度达到45嘶，静置 小耐 (4℃ )后，以 10000r／m离心30分 

钟．回收沉淀物，并藩于原体积1／15~20的PBS中，以l$000rpm离 心 l0分钟 ，取上清 液 置 l0— 

60嘶(w／v)线性蔗糖梯度，顶端经 35000r／m离心 3小对，取出病毒带，对 PBS透折后 即得到 

纯化病毒 (代号：SV)，本试验中高速和梯度离 心均在l0℃进行。SV经紫外分光光度计和囊丙烯 

酰胺凝胶电脉分析检测病毒纯度。 

2． 宿毒瘟染测定：把60毫升HV悬液加入 120克无苗饲料中，按每克饲科加入15pg青霉素和 

0．16嘶山梨酸的忱例加入上述物质．拌匀．供食 154~169日龄的黑胸大壤若虫。感染若虫在25～ 

26℃ 温箱中饲养， 并设对照组。从感染敬日超 ．逐 日检查并记录死虫数 (非病毒致死者除外 ) 

所得数据经数理统计处理并计算其死亡率 

3． 岿死虫崭症观察：若虫被感染后，仔细震察若虫取食，爬行、体态及体色变化．把罹病 

若虫及速冻处死健康对照若虫小心剥掉背部几丁质外亮，观其肠道、脂肪体、 腿肌辱蛆织的翁变。 

并分别取样进行电子显微镜观察，以便初步确定病毒的寄生部位 

4． 病毒的形态及大小。将HV悬液和羁有适量TMV(参照标准样品 )的 SV悬液，分别按常 

规方法翩样，用2嘶PTA负染，在JEM—c100型电子显微铃下观察病毒的形态 ，并测其大小。 

5． 病毒核酸的鉴别： 

(1) 吖啶督染色试验参考Msyor等人的方法【5】，在相同条件下分别用 DNase和RNsse消化 

PfV的sV液样品及TMV、BmDNV、dsRNA和dsDNA样品。然后用0．01嘶吖嚏橙染色，在2537 A 

紫外分析仪下查看其颜色。 

(2) =苯胺和苔黑酚试验基本上按改良的二苯胺及苔黑酚法进行【̈  在奉试验 中 省掉丁 

乙酸成 醋抽提，增加 了dsRNA怍苔黑酚阳性对塌 。 

(3) 甲硅反应 ：参照K．Miura等人的方法l J进行。在sV悬液中加 八终量为1．8嘶的 甲醛 ， 

密封．置37℃水溶．保温24／J,时，并[~PBS代替甲醛作对照处理。用uV一300型分光光度计测定sV 

悬液加甲醛和加FBS样品的吸 收光谱。 

结 果 

1． 黑胸大蠊病毒 (PfV)的感染及大小 

(1) 病毒 的感染性t从自然罹崭 虫尸分离得到的稿毒可以感染不同日龄期 的 黑胸 

大蠊若虫，并引起发病。病毒感染154~169日龄的若虫，28天后致死率选98 以上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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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 { ^■太■著虫封PfV曲t 毫性 

T~ble 1 s1Ï epliIility of Per~laneta fu|igieo*a Nymphs to PfV 

(2> 病毒的致病病症t PfV感染致病的黑胸大蠊若虫，表现行动迟钝，食欲减少， 

部分试虫腹部肿胀 (图1)。解剖虫尸可见消化道空而充气 (图2—1)，腹部船肪担糙 

干燥，症状与自然罹病死虫病症一致．健康对照若虫消化道内充满食物 (周2—2)r腹 

图 2 黑胸大糕若虫虫尸剖检 

1．患病若虫t在胀气的诮化道内 

童畅 

2．健康若虫 消化遭内充满食物 

Fig 2 The c~rp se ●Ⅱto y of 

the P．fuligiRO$dⅡ7 ph 

1．Sikl{ no 4ny thi g in th 

pneumatle diges traet 

2．He4Ithy }feedful i口 tit 

digeat tr*cI． 

图 1 感染宿毒看的黑柯大奠 

若虫虫尸 

1．若虫疆部不肿胀 

2．若虫疆部肿胀 

rig 1 De*d ny pha of P． 

，“l in0$41 in~ected 

With Ti⋯  

1 The abdom⋯ of ymph 

ppea red ⋯ we11i g 

2．Appe*red Bwelli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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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脂肪细腻滑润。病虫尸不同组织采样，经 电子显微镜观察，在腹部脂肪中最易看到病 

毒颗粒。 

(3) 病毒的形态大小。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到从感染致死虫尸中分离得到的 病 毒 

形态大小 (图 3--b)均与从自然罹病 虫尸 中分离得到的病毒形态大小相同 (图 3--a) 

病毒为球状计面体颗粒，其直径约23nm。 

圈 3 黑胸大蠊病毒标尺 ：100am 

8．原虫尸分离的病毒 

b．回接瘟染虫尸中分离的病毒 

Fig 3 Peri~!口nero， ‘ 如 

Viru 9e8 Bat：100nm 

a 0 riglna1 Ti ru5 

b．Replle ed Tiru s 

2． 黑胸大螓病毒纯化后的分析 

(1)uV光谱分析 sv悬液的吸收光谱呈典型的病毒 (核蛋白 )紫外吸收曲线 (图 

4— 2)病毒的最大吸收波长为 262nm，最小吸收波长为 240nm~ OD260nm／OD280 

1．4。 

j 
l 
越 

盏 

240 260 2gg 30C, 320 波长(nm) 

waveleng~ am 

图 4 黑脚大嬷病毒吸光谱 

1．用甲醛处理看的崭毒吸光谱 

2．来用甲醛处理的寨毒吸光谱 

Fig 4 Ab so rption s~eet rum of P．f tdiginosa 

Ti⋯  

1 V i⋯ eoluti⋯ aft ㈨ uction Ⅵith 

foTm iIdehYde 

2．ekl W ith0ul added f0 rmaldehyde 

图 5 聚丙烯魏氮凝肢l黾泳检测提坨病毒的纯度 

Pig 5 The pa rity of the p uritled i rns 

-ith PAGE(6嘶) t 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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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分析，sV悬液电泳后，用考马斯亮兰染色，仅看到一条 

蛋 白染色带 (图 5) 

3． 黑胸大蠊病毒核酸鉴别 

(1) 病毒含DNA 

PfV与二苯胺试验，在595nm有吸收峰，且呈现蓝色的阳性反应，PfV苔黑酚作用， 

在670nm处无吸收峰，呈黄色的阴性反应，dsRNA与苔黑酚反应作对照，在670nm处有 

吸收峰，呈草绿色阳性反应。 

表二表明，PfV、BmDNV、dsDNA，TMV经DNase消化后吖啶橙染色，前三者无荧 

光反应，而TMV呈红色荧光。PfV，BmDNV，dsDNA和TMV经 RNase消化后吖啶橙染 

色，PfV、BmDNV呈红色荧光，dsDNA呈绿色荧光，而 TMV无荧光反应。上述二组试 

验证明病毒含DNA。 

(2) 病毒核酸为 ssDNA 

PfV经甲醛处理 (囤 4一 1)与加PBS的 PfV对照相比 (图 4— 2)最大吸收波长 

由原来的262nm移向265nm，最大吸收值增加9．0 。 

如表 2所示，PfV、BtmDNV、TMV未经酶处理时 (CK)，经吖啶橙染色均呈现红 

色荧光而dsDNA(CK)为绿色荧光。以上二组试验结果均证明病毒含有单链核酸。 

综上所述，PfV含有 ssDNA。 

囊 2 几韩卉毒甩 o．o1畴吖硅蕾曲染色豆虚 

Teble 2 Staining propertie s 0f several viru ses wltb 0．01弼 aeridln e 0r自日ge 

分离的PfV 

1日01Rteel PfV 

家蚕DNV 

BmDNV 

_罔草花叶翥毒 

TMV 

双链DNA 

dBDN  ̂

红色荧光 

Ted fl㈣ re e e⋯  

红色荧光 

red fl口口Tesc 口c凸 

红色荧光 

red fluo re8ce№  

绿色荧光 

gceeu fluoTes ⋯ e 

讨 论 

红色荧 光 

red fluor~s c e 

红色荧光 

rtd fl⋯ e5e⋯ e 

红色荧光 

Ted fl 日c⋯ e 

绿色荣光 

TⅢ “um ⋯ ⋯  

黑胸大蠊病毒 (PfV)为球状二十面体．直径约 23nm~ 经酶解一吖啶橙染色、二苯 

胺、苔黑酚试验及甲醛反应证明分离病毒含单链DNA(ssDNA)。 

分离病毒的致病症状与5uto等 报道 的PfV致病病症 曾有相似处，亦有不同之处。 

如病毒致死的若虫并非全都腹部肿胀， 感病虫尸体色与健康对 照体包无明显 差别。这 

与Suto等人所报道的虫尸腹部肿胀，感病后体色由棕褐色转变成乳白色的临床症状有所 

不同[1 。解剖病死虫尸，无论腹部肿胀与否，其消化遭均空而充气，但Suto等人都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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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这一现象。上述差异并不排除若虫不同生理状态不尽一致的影响，然而，也不排除笔 

者所分离PfV与suto等人报道的PlY不同而引起致病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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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lation and Some Prope rties of Periplaneta 

f ul lginosa Virus 

Yang M ing-hui Chen Tao Liu Yong 

Liang Shi—ping W ang C hun—sheng Xia Ke—xing Sun Fu—lin 

(W uhan Jnstttut of VirologY，Chine5P Academy of SciP“ce5， W “hn“ 43 0O 71) 

Recently， we isolated a non-occluded virus from spontaneous mortal Per— 

ipganeta juli~inosa(Serville)． The virus suspension w88 mixed in sterile 

food to feed healthy P
． fuliginosa nymphs(of 154一l69 days)．The percent 

mortality m the nymphs which died with infected virus was over 98 
．
Under 

electronm icroscope the virus was isometric particle about 23nin in diam eter
．
The 

ultraviolet absorption of the virus WaS as character as nucleoprotein
．
Purified 

virus suspension WaS used to distinguish the nucleic acid kinds of virus
．
The 

results of tests，which were diphenylamine—oreinol test，nuclease digestion，acri— 

dine orange staining and reaction with formaldehyde， proved that the virus 

~o~atained single strand DNA
．

According to above properties， the virus is 

simi]sr to Densovirus in a way． 

Key wordsI Cockroach Periplaneta fullglnos virus Single 

8traned DNA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