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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铃虫单粒包埋型核型多角体病毒 

(HaSNPV)复制的研究 
I．细胞病理学和病毒复制的一些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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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赛 本文报道了棉铃虫单粒包埋蛩棱型多角体病毒(抽 q咖Ble叫d鲫冲刚 nud 

ar p。1yh _瑚 viro．s，眦 NPv)在棉铃虫及棉铃虫蛹卵巢细胞系SFE-HA-8212中的复制．HaSNPV的 

复制和其他的棱型多角体病毒大体相符，复制过程也可分为形成出芽型病毒与形成包埋型病毒这 

两十时相。研究了影响病毒在细胞中复制的请因素．包括病毒感染复敦、细胞接种密度和细胞生长 

阶段等。在适宜的条件下平均每细腿可生产出芽型病毒14PFU，多角体 个。生成的病毒具有感染 

力．这些表明SFE-HA．8212细胞可供 H~N-PV有效复制。同时，作为细胞群体该细胞系对 HaSNPV 

感染的反应并非均一．其中有89．6士21． 的感染细胞释放病毒，但仅有37．8~S．7蛳的细胞形成 

多角体．表明HaSNPV的感染并不一定导致形成多角体，在大部分感染细胞中病毒复制进行蓟产生 

病毒粒子就停止了．初步讨论了这种不均—性的原因． 

多粒包埋型两种形态型 ．它们和国外研制 

的实夜蛾杆状病毒(m的 )[ ]都是对实夜蛾属 内重要害虫的有效的病毒杀虫剂 ，并 

且已经得到较全面的研究和一定的应用_2l 。 

利用棉铃虫幼虫感染病毒 ，是目前大量生产病毒制剂的唯一手段，也是观察研究病毒增 

殖的基础系统。为深入研究病毒复制机制．需要有合适的体外细胞培养系统 自Grace 1962年 

建立第一批昆虫细胞烈|]以来 ．目前已报道建立了5个目73种昆虫的200株以上的细胞 

，其中，草地贪夜蛾细胞系(sf)和家蚕细胞系(Bin)等已成为研究昆虫杆状病毒复制、分子 

生物学及通过基因工程表达重要外源蛋白的不可缺少的系统 ，显示出昆虫细胞培养及病毒复 

制研究对病毒学基础理论和生物工程学应用方面的重大价值。 

本文报道了棉铃虫单粒包埋型核型多角体病毒(tlWioYd~m而 single nucleocapsid nuclear 

polyhedrosi~virus，HaSNPV)在棉铃虫及棉铃虫蛹卵巢细胞系SFE·HA·82t2中的复制 ，并且着 

重分析了病毒在细胞系中复制的特点．系我室研究这一病毒·细胞培养系统相互关系的一部 

分 。 

本文于1992年 1】月7日收到．1993年 2月 l5日修回 

·本研究得到国家教委博士基金资盒．项目编号8824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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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1 试虫 棉铃虫以半人工台成饲料在实验室中连续饲养 ，温度26℃． 

2 细胞 SFE-HA-8212(简称 HA-8212)细胞系是本室于1988年从棉铃虫蛹卵巢组织建立，巳稳定传代 200 

次以上(沈中建，未发表)．细胞培养液为BML-TC／10[']，另加0．2 酵母抽提物(rCYeastola~．Difoo)、20 小牛 

血清、l00I【，／叫 青霉紊和 l0 叫 链霉紊。置 27℃下培养．细胞计数用血球计数扳进行． 

3 病毒殛感囊接种 №sNPV系本室于 1980年分离(乐云仙，来发表)，并以棉铃虫幼虫增殖．感染时取病毒 

多角体悬液(1-2×10’多角体／叫)步许涂布于小块饲料上，喂饲幼虫。感染培养细胞时采用被病毒感 染4天的 

幼虫血淋巴或敌感染细胞的培养液上清作为感染源 ．但后一感染源在细胞中连续复制的次数不超过五次．感 

染时，新传代的HA-8212细胞置27℃培养2 小时，待细胞贴壁并进入指数生长期，吸出培养液，加入适置病毒 

液．经27℃培育2小时后，吸出病毒液，加回原来吸出的培养液 ，继续培养．必要时可在加回培养液前用不加 

血清的培养液轻轻漂洗细胞，以尽量除去未进入细胞的病毒． 

4 电子显微镑术 冲洗下经病毒感染的细胞，S00r／m离心 10分钟 ，用戊=醛溶蔽(2．5 )悬浮细胞 ，室温放 

置 10分钟后，同上离心，再换以新鲜戊二醛，4℃保存。经韧固定的细胞样品用磷酸生理盐水缓冲液(P丑s)漂洗 

三次，移入I％锇酸中第二次固定。逐级脱水至 70 乙醇，用醋酸铀(70 乙醇配制)在,iV下染色数小时，树脂 

包埋荆包埋 ，超薄切片，厚度 30nm--SOnm．用柠檬酸铅液漂染 lO分钟后电镱观察。 

5 病毒救价凛l定 采用终点稀释与空斑测定两种方法。 

5．1 终点稀释法 在 96孔细胞培养板的每孔接入约 5×10 个HA-8212细胞，经24小时培养后，每孔加入一 

定稀释度的病毒液 5 ，27℃培育7天后逐孔镜检，凡在细胞棱内形成明显多角体的孔即为阳性。按 R∞a和 

Mue．~ch的方法m计算病毒液的砌  。值，并由 ITCn~ 0．7PFU公式换算成的空斑形成单位(PFU)． 

5·2 空斑测定法 0ram塑料培养皿按 l一1．5×10‘细胞／皿接种HA-8212细胞 ．静置数小时后吸去培养 

液·加入一定稀释度的待测病毒液2ml皿。置27℃培育2小时，不时轻轻摇动．随后吸尽病毒液，沿壁加入琼脂 

糖覆盖物2n 皿。琼脂糖覆盖物由熔化的无菌5 琼脂糖(SigmaTypcV~)l份加 37℃预热的培养液 5份混台而 

成．琼脂惦最终浓度约为0．8 ．待其完全凝固后 ，置湿盘中27V培育 ，5—7天后用镜检 凡有集群的细胞被 

感染 ，形成许多多角体的即属—个感染斑(或 空斑 )。根据每皿“空斑”数和稀释度可计算出病毒液的pFU值。 

6 病毒多角体纯化 冲洗下被感染的细胞 ．2000r／m离心 lO分钟，沉淀细胞用多角体洗涤液(0．05mol／L 

Tris-HCl，pHT．2，5Ommol／LEUrA，I％SDS，0．2 琉基乙醇口 洗涤 2伏，洗涤液中的变性齐 可使细胞破裂而释 

放病毒多角体。最后再用蒸溜水洗两次。即可得到较为纯净的多角体．多角体计数用血球计数板进行． 

7 病毒在培养细胞中的复啬恸 态 以2×l 细胞／ 的密度每瓶接种HA-8212细胞 3ml，培养24小时后以 

感染复数=4 P J／细胞的病毒液感染。定时吸取步量感染细胞的培养液(约 5 ／瓶)，经 5000r／m离心 2分钟 

后，用终点稀释法测上清液的病毒效价。供测样品液系混合 2瓶感染细胞的培养液而成 ，每一定时测2个样品。 

8 影响病毒在培养细胞中复制的几个因素 改变病毒感染复数、细胞接种密度、及细胞接种后培养时间三个 

因素中的某—十，分别测定感染细胞的BV(培养液中病毒效价)和OV( 多角体数量计)的产量． 

9 释放病毒的细胞比率的估计 HA-g212细胞以感染复数约为4PFu／细胞的病毒液感染，经 l2—24小时培 

育，轻轻冲洗下细胞，500r／m离心 10分钟．用培养液悬浮细胞，并离心洗涤细胞2-3次，尽量除去可能附于细 

胞外的病毒。再用培养液悬浮细胞 ，取部分悬液测定细胞总数和细胞悬液的感染中心数(相当于释放病毒的细 

胞数加游离病毒数)，其糸部分经 4000r／m离心 10分钟除去细胞后．测定上清液的病毒效价．感染中心数和病 

毒艘价可用空斑法或终点稀释法测定。然后按下式计算释放病毒的细胞比率： 

释放病毒的细胞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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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1 病理学 

1．1 幼虫 棉铃虫幼虫经 I'L~NPV感染 2—3天后 ，食欲减退 反应迟钝 ，进而体色变探、体形 

萎缩，发育停滞。病毒能感染脂肪体、体壁上皮、气管基质、马氏管、神经节等气管组织，并形成 

多角体。3龄幼虫被感染后死亡率达90 ，病程历期4—7天，感染后5—6天为死亡高峰期。多 

角体直径 600-'F20nm，病毒粒子届单粒包埋型，长 301士5．3nm，宽 614-0．8rim。每个多角体中 

含 l3—30个病毒粒子。 

1．2 SFE-HA一8212细胞 HA一8212被 I'L~NPV感染后 ，仍能继续生长一段时同(约 拈 小时)， 

但速率明显减慢，以后由于细胞解体，细胞总数逐日减小(图 1)。与正常的HA-8212细胞单层 

生长的情况(图2A)不同，被感染的细胞聚集成团细胞核扩大，并呈现环状结构(图2B)。感染 

后 36小时在个别细胞中已形成多角体 ，其数量和形成多角体细胞的比率随时间进程而逐步增 

加．感染后 96小时，细胞开始解体。光学显微镜镜检显示形成多角体的细胞占细胞总数的 

37．8士6．7 。不少细胞虽未形成多角体 ，但显已死亡并解体。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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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1 HA一8212细胞生长曲线厦№sNPV在 SFE-EA-8212中复制动态 

№ ．1 Cell删 curved HA-82]2Ⅲ  d ]'l~Nrpv r蛳  in~ ．-HA-8212 ceUs 

-·HA-8212细胞生长曲线 

0∞wlh ctzrv~ HA-82]2 

- · 病毒感染后HA-8212细胞教量变化 

C~mse 础 nⅢn after vir璐 fec【 

· 培养液中HaSNPV效价变化动态 

O,／m m~ 。fI-~SNFV tit甘 iIlthem nm 衄 【od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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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2 I-k~NI,V高染SFF~HA-8212细胞(120X) 

HA。82l2细胞-B·病毒盛染后72小时，细胞棱中的深色物质即是戒团的多角体 

F 2 Ha,SN]PVinfected H 一̂g212m．~ (120X1 

感染后24小时，20000X．病毒形成基质(A)附近合戒大量病毒接表壳．十剐有囊膜(▲)．棱膜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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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黑囊粒或空泡(+)． 

B．感染后72小时，10000~．多角体中包埋了许多病毒粒子，细臆校中有一些丝捩奸维(▲)- 

F 3 I~ectrcm nS~ scopy啊 NPV蛐 c d S H _̂日2l2 0 5 

24h af 缸船 妇 ，×20000．B∞ ‘he m日●出 日口删嚏( ，m  叫 md∞ p吐d b毋 童薯跚 ，a 

few I 坤嘲 帅v如pe(▲)．T m dark d雌 vt蛐 (十)嘲r缸 加 m曲由 

R f̂峨·土n抽c咖 ．X1000n Mâ r咄衄 口舭 。a墨删 ed缸I口￡k b出 -11-髀 矗●∞ 也 |皿iL m自峥 

Till(▲ )_m Ihe n 啦 

电子显微镜观察到细胞被感染后，棱中出现病毒形成基质 ，在附近合成大量病毒桉衣壳 

(图3A)．部分棱衣壳在核中获得囊膜(图3A)成为完整的病毒粒子，并被包埋到多角体中(图 

3B)。细胞质中也有病毒核衣壳，它们很可能是出芽型病毒(BV)的前体核衣壳．感染后2d小时 

起有多角体形成，以后数量逐渐增多，体积增大。HA-8212细胞中形成的多角体直径 683± 

1 68nm，病毒粒子则为 327士31nmX59±10rim*与幼虫中增殖的病毒大小相仿。 

在病毒复制早期，多角体尚未形成之时，在细胞棱周缘出现许多小颗粒或空泡(图3A)，到 

多角体大量形成并成熟后即消失。我们推测这些结构可能与病毒囊膜的形成有关．而在复制 

后期出现的一些丝状纤维，则可能与多角体膜的形成有关。这些结果与C~ung等人嘲的结果相 

符。 

将HA一8212细胞形成的多角体以5×10 多角体／虫的剂量喂饲棉错虫四蠹争初幼虫，100 

的幼虫出现典型的NPV病征并死亡，平均时间为8．1天。所以，细胞系增殖的病毒对幼虫有感 

染力．另外，由培养细胞和幼虫这两个不同系统增殖的病毒 DNA，限制性内切酶 I-I~ndm，E~oRI 

的酶解图谱是一致的，它表明由细胞增殖的病毒基因组未发生明显变化。 

2 病毒在培养细胞中的复制动态 

感染后不同时间测定培养液中游离病毒粒子(主要是BV，但不排除有少量因细胞破碎而 

释放的ov)的效价，可得到病毒复制的动态曲线(图1)．从中可以看到BV的释放主要在感染 

后 12—36小时。结台前述病毒形态建成过程中，多角体在感染 2d小时出现并逐渐增加、成 

熟 ，可以推断，I-L~NPV复制过程可触分为BV合成释放(癌染后 36小时以前)和多角体形成 

(感染 2d小时以后)两个稍有重叠的时相，这与 AcMNPV等的复制是一致的[1”。 

3 影响病毒在细胞系中复制的几个因素 

3．1 感染复数以2x 10‘细胞／删 的密度接种细胞，每瓶 3m】。接种后24小时以感染复数= 

0．4一d0PFu／细胞的病毒感染。不同时问监测游离病毒粒子的产量 ，7天后浏多角律产量(表 

1)。结果表明，感染复效对BV的最高效价影响不甚明显，但对效价达到最高值的时问影响也 

较大．癌染复效越高，达到最高值的时问就越短．另外，感染复数在一定低幅度时多角体的产 

量却较高。因此，在细胞系增殖病毒时，以选用较低的感染复数为宣。 

3．2 细胞接种密度 以每瓶 I．5--24×10 细胞(相当于0．75—12X 104细胞／cm )的不同密 

度接种HA一8212细胞，24小时后用相同的感染复数(d咖 ／细胞)感染，5天后测定B'．，效价，7 

天后计数每瓶总细胞数和多角体产量(表 2)。结果表明，最适于产生BV的细胞密度是 3．0和 

6．0×l o5细胞／瓶，平均每细胞的BY产量分别为 14． 和 12．5PFU，最适于产生角体的密度则 

是6．0和12．0×10s细胞／瓶，平均每个细胞的多角体产量为24．2和 25．8个(表2)。Wood等人 

(1982)C~z：曾讨论过细胞密度过高时NPV的复制受到抑制，这与本文结果有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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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l 不同感染复数对H日 在 HA-8212中复制的影响 

Tabl~l Ef[鲥  Mulripii~ y hbm帅 or,I-',aSNl：~ R,epl~eltlon in I-~,-8212 

_感染后七天．山Ba删 Il scvealb d町 8f崎 叫湘  

#NAl未铡。Not̂ 日s时埘 

衰 2 纽胞密度对thsNPV在HA一8212中复蜘的影响 

TebLe 2 E~ect CellDemslty∞ H~ NPV Re _啪 intheI-[A-82|2Celb 

培养液病毒效价 

Titem _m themedium 

0 ℃∞'o／ ) 

多角体产量(XIO 多角体／瓶) 

Froclu~ion P( 

(x1 pro／rusk) 

七天后细胞总教(x1 细胞，瓶) 

ccu number at 7 yB 

afterinfection 

5．4l 50 6．7I 6．80 6、聃  

m 33 0、78 乏 ll 4．24 4．52 

2．7 4．6 & 7 1B 4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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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七天后细胞总数)÷(细胞接种密度) 

(ccII nu．ml~,r at 7days afteriafectloa)÷( ~nsity) 

B：(J呻·# X3)~0．7)÷(七天后细胞总数) 

(1 一 X3X0．7)÷ (CcIInIIlllb at 7 d8 after 如c曲 n) 

C：(多角体产量)÷(七天后细胞总数) 

(PmclaaJ．~ Ⅱ polvhedra)：--(Celt n∞由er at 7血y af【# fo ) ‘ 

上述结论是就平均每个细胞的病毒产量而言的。若从细胞总体来看 ，不论是 BV或是多角 

体产量都是随细胞密度的增高而增加的。从实用角度看，在本文所述的条件下 ，6—12X 105细 

胞／瓶对生产多角体和BV都是有利的。 

3．3 细胞生长阶段 

从细胞群体角度看，细胞的生长可分为静止期、指数生长期、平台期等阶段。保持细胞密 

度(2Xl 05细胞／m=，3m=／瓶)和感染复数(4 PFU／细胞)及培养条件结果见图 4。指数生长前期 

(12—36小时)的细胞进行病毒接种，BV的产量高，而多角体产量传代后 2—24小时接种病毒 

时较高 ，以后逐渐下降，但最高与最低相差不大。因此，细胞传代后 12—36小时，即在细胞指数 

生长前期进行病毒接种对获得高产量的病毒 BV和多角体都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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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l1_c of Inoculation (hou~post cell passage) 

图4 SFF~-H．=．-8212细胞的生长阶段对 IhsN 复制的影响 

Fig．4 Effect越 SFE-HA-8212龇  0w血 蛳 onthe ret~liCafion Ih潮 PV 

⋯ 培养液中病毒的效价 VirL~．titeV 妇 medium 

· ⋯ ⋯ ⋯ ⋯ · 多角体产量 Prodtctlon of p。I蛐  

4 释放病毒细胞比率的估算 

前已述及 ，H~NPV感染 HA-8212细胞后 ，细胞群体中仅 37．8-1-7．6 的细胞形成多角 

体。其余部分的细胞中究竟有无病毒感染和复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根据概率分布计 

算，以感染复数=4 PFu／细胞感染细胞，可保证几乎所有的细胞(98．2 )至少被 1PFU的病毒 

一0l1】0q，∞H 0H一口0—1。j 巳 p。￡̂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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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用这一感染复效感染细胞，12—24小时后测定细胞悬液和去细胞培养液的感染中心数 

或病毒效价，即可求算出释放病毒的细胞占总细胞的比率(详见 材料与方法 )。这一比率为 

89．6士21．4 ，说明接种病毒后大部分细胞都被感染并释放病毒。 

选定感染后 12—24小时这段时同进行实验是因为太晚会因病毒已大量释放，细胞破裂而 

高估这一比率 ，太早尉会因细胞内子代病毒尚未形成 ．加上反复离心等操作导致细胞死亡而 

低估这一比率。尽管如此 ，试验误差仍难以完全避免，本文所得出的比率值方差仍较大。 

总之 ，上述结果说明 HaSNPV在 HA-8212中的复制不一定全部导致形成多角体 ，在一部 

分(37．8 )细胞中形成多角体 ，而在另一部分细胞中则不然．病毒复制到一定阶段 ，倒如形成 

病毒粒子后就停止了。电镜图象表明，病毒复制的后期仍有一些细胞中虽有大量病毒核衣壳． 

但没有多角体。这与上述结论吻合。 

讨 论 

杆状病毒是昆虫病毒中最重要的类群，不论是其基础生物学和应用研究都居于首位。自 

1962 Grace建立昆虫细胞系[·]以来，应用敏感细胞系研究昆虫病毒复制生物学早就引起了广 

的注意，近年来更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目前我国迫切需要建立类似的病毒与细胞系的组 

合，以适应研究和应用 的发展。本文及后续研究所建立的棉铃虫单粒包埋型核型多角体病毒 

和它的同源细胞系S'FE-HA-8212很可能成为具有特色的优 良组合。 

本文结果表明HaSNPV能在 HA一8212中顺利复制，有效地产生具有强感染力的子代病 

毒。传代中其基因组亦未发现有明显变化。HaSNPV在HA一8212细胞中复制与前人研究的一 

些系统大体相同．病毒复制的全过程亦划分为形成BV和形成OV两个时相。与AcMNPV感染 

sf细胞不同之处主要在HA-8212细胞对HaSNPV感染的不一致性，感染细胞仅有 37．8 形成 

多角体，更多的细胞虽被感染，并释放非包埋型病毒，但不形成多角体。这一现象并非HaSNPV 

所专有，Vaughn和Dougharty曾对此作过综述[15]。Bradf~d等人(1990)E 用黄杉毒蛾螂 ，％} 

埘＆ 咖 感染 妇 缸p 细胞系时发现，即使感染复效提高到 300 PFu／细胞．形成多角体的 

细胞比率也不超过细胞总数的 35 ，而降低感染感染复数则该比率呈下降趋势；另外 ，虽形成 

多角体的细胞较少 ，但大多数细胞中仍表现出病理变化 。 

根据本文结果 ，我们认为 HA-8212细胞对 HaSNPV感染反应的不一致性 ．原因可能有两 

方面：(1)细胞生长不同步性 l(2)细胞种群不均一性。本文证明了细胞生长阶段对病毒复制有 
一 定影响，因此，细胞生长的不同步性会影响细胞对病毒的反应。HA一8212建自棉铃虫蛹卵巢 

组织，其种群由不同特性的细胞混合而成，不同细胞对病毒的反应不尽相同。我们通过细胞克 

隆已获得形成多角体的细胞占总细胞的比率高达 57 的克隆细胞系，但进一步克隆再不能提 

高这一比率 ，不同的克隆系对病毒感染的反应差别很大(钟江等，待发表)。这一现象值得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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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plication of H eliothis arm igera Single 

Nucleocapsid Nuclear Polyhedrosis Virus(HaSNPV) 

1．Cytopatholog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eplication 

Zhon g Jiang Yue Yunxian Su D~ming 

( 咄w m UaiZ，,SaM  蛐 Sciences， ，岛 200433) 

The replication ofⅡ ar~ff@eea single nucleocapsid nucle~．r polyhedrc~ls virus(H~SNPV)in 

H．ⅢⅧ larva and H．m 咖 cell line SFE—HA一8212(HA-8212)was studied．The replication pat— 

tern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pI ：forming budded vjrus and forming occluded virus，which was 

similar to that of other nuclear p01yhed】璐 is viruses previously studied ．Factors involved  in the efficient 

replica tion of virus was studied 。These included  m ultiplicity of infec tion，cell don sity and cell growth 

pllase．Under optiⅡ1al condition．eachinfectedHA-8212 cell produced 14 PFU budded virusesand 24 

polyhed ra。The virus producedwasinfectious toce llas wellas to larva·Thus，HA-8212celllinewas 

susceptible to HaSNPv iⅡfec tion．Nevertheless。not every cel1 in the cell Iine reacted sim ilarly to th e 

~irus，infection 89．64-21．4 of the infected cells produced infectious yi ，only 37。8士6．7 of 

e infec ted  cells formed  13oly hedra．This demous t：rated  that HaSNPV infec tion mjght not necessm-y lead 

’

or m polyhedra．the repUcation co uld be ce 列 at different phases of infecEon in different cells．The 

n for this phenoqler~ wasdiscussed ． 

ey words Nuclear polyhedrosis virus，Replication，Cell culture，Cytopa t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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