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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2细胞株及其类C型逆转录病毒的电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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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报告了c 细胞的超教结构及其所携带的C型病毒颗粒形态和形态发生．细胞太小约 

?--l5岬 ，细胞及其棱的多形性具有恶性淋巴细胞特征．在细胞外和细胞内扩张的内质阿池中可见 

3tic型病毒顸粒．病毒颗粒大小约 68．1—94．3am，平均81．2am．细胞外的病毒顸粒多数具有大 

小、形态各异的致密棱芯，而在内质网池中病毒颗粒的棱芯多数呈低密度．病毒颗粒从细胞膜通过 

培养，获得一株可检出类C型逆转录病毒颗粒的细胞株，称为CM，。继而将ClVl，细胞株的无细 

胞滤液去转化另一例多发性硬化患者的外周血淋巴细胞，而成CIVI3细胞株[ 。本文报告作者 

对 ClVlz细胞株的超微结构及其所携带的类C型逆转录病毒颗粒的形态和形态发生方式的观 

察。 

材料和方法 

传代c 细胞株培养 48—72小时，加TPA和 PHA激话和不加澈活荆的标车，在生长最旺盛状态收集贴 

壁及悬浮生长的细胞，3000转／分离心 10分钟成团，4 戊二醛、四氧化锇双固定．环氧树脂 618 常规包埋 ， 

u 超薄切片机制备切片，曲措 双染色 ，JEM-I20(1EX透射电镜观察． 

． 结 果 

培养传代的CIVI3细胞以及加TPA和FEA激活的a 细胞大小约7—15岫 ，个别巨大细 

胞可达 20)~m以上．多见分裂相细胞。细胞外形及其核明显多形性，核内以常染色质为主、胞浆 

以丰富散在或局部密集的核蛋白体为其主要特点(图 1)，部分细胞见粗面内质网呈囊泡状扩 

张并含病毒颗粒(图2)，许多细胞见发达的环孔板(Annulate Laxnelae．见图3)，部分细胞浆见电 

子致密物质团块，或有膜包裹似溶酶体(图4)，或无膜包裹似核蛋白体颗粒积聚(图 5)。有的细 

胞浆中还见成片呈规则平行排列或散乱分布的微丝(图d)。一般加TPA和PHA激活的细胞内 

质同较丰富，其扩张的池内积聚较多病毒颗粒。 

在细胞外问隙散在或成簇C型病毒颗粒，呈圆球形，两层膜样结构(囊膜和核壳膜)包绕 
一 个近中心定位的大小、形状及密度略有差异的致密核芯(图6)，也见个别低密度核芯的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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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1 cM：细胞的—搬 形态 X3500 

圈2 j包浆含大量病毒颗粒的cM2细胞 ×8750 

圈 3 cM2细胞浆中环孔板(AL)厦与之连续的 质阿和病毒颗粒 X52500 

圈4 cMz细胞浆中像是溶酶体的致密颗粒基质(☆)，成片微丝(★)以厦相伴随的内质网池中的病毒颗粒 ×52500 

圈5 cM：细胞浆中致密颗粒基质像是核蛋白体所积聚 ×35000 

图6 位于细胞外的病毒颗粒 X87500 

圈7 在j包浆内质喇池和棱周围问晾中的病毒颗粒，核芯呈低密度 ×87500 

圈8 病毒在纽咆表面质膜处芽生( )X87500 

圈0 病毒在内质网哄处芽生( )X87500 

圈】0 病毒从胞浆致密颗粒基质向与之伴髓的内质网池芽生(呻)X8％00 

． 1 $~ncral ogy oflhc ． ×3500 

F ．2 A 胪 舢 n 耵  vtr~ansinthc cytoplasm thc cM2 calL ×8750 

F ．3 Amlulat~ 硼 (AL)and the v 0『1B in恤 R阻 CL~crn a|tached to(he 14mmd雎．×52500 

FiB．4 嗽 granularmatr~ 耻el 0曲 (wm =tcrL~k)，TIIi【 呲H( ck a蛐er )且nd vir[c~sinthe REE【出  

tern lhe C ∞m × 52500 

Fis．5 n 8raJ~ r matrix[oo]dr~ Uh ~bosorne and a~ nuladng in tb~mjtop]~m thc cM2础 (a k)． × 35000 

F近．6 V~riom out t ∞u × 87500 

Fis．7 V 叫 iI-tb~perb~uc[caz andRER c~tcrnwltl~m岫 l嘟 dcI】∞ 。0代． ×87500 

F近．8 V[ziom ；0uddin8 at cytop~ m [~mcmbrar~(arrow)．X 87500 

Fis．9 V~iom b 曲1B atRERmembrane(arrow)．×87500 

髓 ．10 V~rions budding J~rom dcn∞ granular ma trix to I~F．R cJ~tcm (arrov：)． ×87 00 

粒。位于细胞浆内质冈池中的病毒颗粒多数核芯呈低密度(图7)。病毒颗粒大小约为 68，1— 

94，3Im1，平 均 81．2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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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细胞表面膜或内质网膜处可见局部增厚，并逐渐突向细胞外或内质网池中，而后脱落 

下来形成病毒颗粒 ，散落到细胞外或积聚在内质网池中(图8、9)。除单个圆球形病毒颗粒外 ， 

还可见个别双联体或多联体颗粒(图7)。胞浆中成团电子致密颗粒基质或成片细丝状物质，有 

时可见粗面内质网池或胞浆空泡相伴随，并由此向腔内出芽形成病毒颗粒(图l0、d)。 

讨 论 

本世纪 80年代初期 GaUo和Hinuma等人先后从白血病患者T淋巴细胞中分离到 C型逆 

转录病毒，从而开辟了人类白血病及肿瘤病毒病因研究的新时代[2]。随后又发现了艾滋病 

(AIDS)病毒。现已知有人类T细胞白血病病毒(HTLV)和艾滋病病毒(RIV)两种危害人类健康 

的逆转录病毒。随着病毒检测技术的提高，临床上发现多种神经系统疾病与逆转录病毒有 

关[ 目。本文报告的病毒正是在探讨神经系统疾病病毒病因的研究中，从一例脑干脑炎患者血 

细胞培养成栋的T淋巴细胞中发现的[I]。本细胞株的细胞在电镜下具有恶性淋巴细胞的超微 

结构特征，说明本病毒的致瘤性质。病毒颗粒呈典型的C型病毒的特点，并由细胞膜芽生方式 

生成 ，因此推测它属于逆转录科(Retrov~idae)的病毒。至于大量病毒呈低密度核芯 ，尤其是在 

细胞浆内质网池中的大量病毒颗粒除个别见有小点状致密核芯外，几乎呈低密度棱芯，这种 

病毒颗粒与正在芽生过程中或刚芽生脱落下来的病毒颗粒呈低密度核芯一样 因此，这类低 

密度核芯病毒颗粒可能属于新生 、尚未完全成熟的一类病毒颗粒。尤其是在加 TPA和 PHA激 

活的细胞中看到含有这类低密度核芯病毒颗粒明显增加的事实，一方面可以说明TPA和PHA 

有促进病毒生成的作用 ；另一方面 ，由于细胞内病 毒生成的加速 ，那幺在细胞内、外积聚大量 

未成熟的病毒颗粒也就不难理解了。 

CM2细胞浆中常见的成团电子致密颗粒性基质与其他病毒，如痘苗病毒和呼肠孤病毒在 

胞浆中发育时所形成的病毒基质(或工厂)相似。在携带人T细胞白血病病毒的IvIT2细胞和携 

带艾滋病病毒的H-9淋巴细胞胞浆中也看到类似的致密颗粒状基质结构[B-．-。而且在本研究中 

还见到由此种致密基质向与之伴随的内质网池或胞浆空泡芽生，生成病毒颗粒 ，所以有理由 

推测，在CM2细胞浆中的这种致密颗粒状基质可能是本文报告的病毒在胞浆中发育形成的病 

毒基质(或工厂)。当然 ，其确切性质还有待今后进行免疫电镜研究最后证实 

人类T细胞白血病病毒颗粒大小差异很大 ，Hint~ma报道约 50—150nm~]，洪涛等人报道 

约80．6—154．Brim，平均 111mn。对艾滋病病毒洪涛等人报道病毒颗粒大小平均83rim，但个别 

巨大颗粒可达 240rancTl。本研究见0如细胞内的病毒比上述两种已知的与人类疾病有关的逆 

转录科病毒颗粒直径都小 ，而且大小相当均一，虽与艾滋病病毒大小较接近 ，但未见后者所特 

有的锥形核芯形态。而且在HTLV和HIV难以见到大量低密度核芯的病毒颗粒从内质网芽生 

并积聚在扩张的内质阿池中。此外 ，作者对CM 、CM2细胞株应用PCR技术未检出HTLV和 

HIV的病毒基因[B]。因此，无论从病毒形态还是基因检测，都提示本研究的 z细胞内的病毒 

不同于至今已知的与人类疾病有关的HTLV和HIV这两种逆转录科病毒。那幺，有可能是一 

株尚未被认识的新的逆转录病毒。当然，更深^的认识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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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lb'ast．rucIure of CIV[2 ce ll line，derived from peripheral blood of a patient with nervous sys 

tern disease，andthemorphology andmorphogenesisofits harboredlypeC vinous were reported．The 

ceU size by eleet~on microscopy in thin section about 7— 15 micrm~in diameter．The pleomorphic 

cells have markedly deformed nuclei and the feature of malignant lymphoblast． Th ere were numerous 

孵 C virimm in the enlarsed cistern of rough endoplasmic reticulum(RER)of the cell and out of the 

ceU．Th e size ofthe vin'on was about 68．1— 94．3 nm3ometerin diameter，in average about 81，2 

nanometer．Th emajorityof virions outthe ceU had dense core．butthe Core ofthe viricnsin the RER 

cistern were with mLich less density． Virions were formed  by budding at ce ll membrane． 

Keywords 0 cellline，哳 C virion，Elec~onmicros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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