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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报道利用油桐尺蠼桂型多角体病毒感染处于不同培养基及不同培养时间的P,s484细胞 

的部分感染效果和特征。结果表明，细胞培养基的类型和细胞传代后的时间对病毒感染率和多角体 

产量 及其它感染特征都有比较明显的影响一经过比较．处于 Gr噼 培养基组的传代后三天的 

1~484细胞屉一个理想的 NPV感染受试系统。同时发现．健康的油桐尺蠖血淋巴具有提高细胞活 

性及病毒感染效果的作用． 

关键词油桐尺蠖嗡型多角体病毒，病毒感染 蝙 毒- 
油桐尺蠖核型多角体病毒(B suppre．gsarm nuclear 1)oiyhed~osis"~-iI"ILL~，Bsl~rPV)是生物防治 

的一类重要杀虫资源，该病毒的毒力强 ．对寄主昆虫油侗尺蠖有强烈的毒杀作用；其大田应用 

已具有一定规模 ，并受到 人们的广泛关注。就一个病毒一宿主细胞系统而言，病毒的感染不仅取 

决于病毒的感染力，而且与敏感细胞的生活状态密切相关。通过对某一特定的病毒一宿主细胞 

的感染特征及效果研究 ，对于进一步了解病毒与宿主细胞的相互关系以及如何利用体外细胞 

生产昆虫病毒杀虫剂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 ]~NPV感染处于不同培养条件的 Bs484细 

胞作了部分实验研究 ，并将结果报告如下。 

材料与方法 

I 供试病毒 

FIsNPV多角体添食感染三龄油桐尺蠖幼虫，四天后取病虫血淋巴400Of／rain离心 30分钟 ． 清用0，d 

散孔滤幢过滤除苗．滤液接种8s484细胞Pq天后的培养物，卜清即为本实验的感染毒源． 

2 供试纽胞 

油桐尺蠖成虫卵巢细胞系(I~494)[1]．所用细胞培养基分别为CrraccC ，TCI O0E”和M．M[“．外加 I O 的小 

牛血清。细胞分别培养在Gt＆cc．TcI O0．M—M“及在这i种培养基巾分别加入了终浓度为0．5％的健康油桐尺 

蠖Pq龄幼虫血淋巴(离心际去血细胞的血浆)的六手 培养基，II． 

·车文于 1993年 11月 29日收到 ．1994午 2月20日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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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病毒感染纽孢的方法 

取生长良好并已贴壁的细胞，倾去上层培养藏．用无血清的细驰培养基洗涤细胞，加入病毒藏 ，26"C静置 

吸附细胞-JJ,时，弃去病毒藏．加入新鲜培养基．Z6"C培养．感染细胞的判定 棱内出琨多角体为标准。 

● 病毒感染宰和纽l眵 角体救的计算 

4．1 病毒感染的细胞制成均匀的细驰悬蔽 ，用血球计数板计算感染细胞的百分比，每十样品计数四次 ，取其 

平均值．此为病毒感染率． 

4．2 病毒感染后的细胞 3000r／n~n离心 20分钟，细胞沉淀按 Kcn--icb11"o的方法嘲收集多角体．用血球计数板 

计算每毫升培养物中的多角体数 ，采用四次计数的平均疽。 

； 测定 

测定工作按镣旭士的方法 进行． 

结果和分析 

l 病毒感染不同培养时间的细胞的感染率差异 

用六种不同的培养基培养 Bs484细胞 ，在细胞传代后的 l、2、3、4、5天分别进行病毒感染 ． 

细胞浓度为 2．1—6．2×10 cel~tml，感染剂量 MOI=15，于感染后 96小时观察受染细胞 ，并计 

算感染率 ，结果列于表 1，对感染率的实际计数值及其甲均值进行三种可比性的显著性检验 ． 

1．传代天数之间的比较：传代 3天的细胞分别与传代 l、5天的细胞相比，P<0．05．差异显著； 

而与传代 2、4天的细胞相 比，则 P接近于 0．05，其余传代天数之问的差异均不显著。由此可 

见 ．不论何种培养基 ，病毒感染率均 以传代三天组的细胞为最高。2．培养基类型之问的比较 ： 

将加入和末加入血淋巴的同种培养基作为同一类型 ，彼此进行数理检验 ，发现 Grace培养基组 

的感染率要显著高于其它二种类型的培养基 ，表明 Bs484细胞在 Grnco培养基 中的受染效果 

最佳。3．血淋巴与非血淋巴培养基之间的比较 ：将培养基分为血淋巴组与非血淋巴组两大类 

进行总体检验，结果为 P<0．05，说明健康油桐尺蠖幼虫血琳 巴具有明显的提高细胞受染比率 

的作用 ·并可以在一定时间内维持细胞的相对感受水平．考虑到实验所用细胞浓度的上下限 

仅三倍之差 ·且浓度随传代天数的延长而增加 ，又由于每一浓度细胞的病毒感染 MOI值基本 

相同，加之感染率在同一培养基条件下的变化基本呈正态分布 ，因此可以作出结论 ，实验所用 

的细胞浓度对病毒感染率基本 上=不产生影响 ，这已有部分的实验证据[ 。 

衰 1 

Tab·】 Tk influerccofllme passagefor Bb484∞ ∞ the infcction 

*培养基巾加凡了终浓度为0．5“的健康油橱尺蠖幼虫血琳巴(下同) 

0-5％ 曲 B呻  时伸 lal d 曲 啪 addedtoIbemedi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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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病毒感染不同培养时间的细胞的多角俸产量变化 

病毒感染细胞的方法同前 ，起始细胞浓度为 1．9—5．9x 10 cel~／ml，感 染剂量 MOI=I6， 

感染的第七天收集培养物中的多角体，计数以每毫升培养物的多角体敷为单位．袁 2数据是本 

次实验结果。对传代天敷之问的多角体产量的数理检验表明，传代 3天与传代 I、5天 比较的显 

著性值 P<O．05，但与传代 2、 天相比 ，P>0．OS，因此不能判断多角体产量与传代天敷同的准 

确关系，这可能与病毒在感染细胞内的二相性复制有关，即每个感染细胞产生的多角体敷是 

不同的．另外，对是否加入血淋巴的培养基以及培养基类型之间的多角体产量分别进行比较， 

结果均为P<0．OS，提示血淋巴的加入及生长良好的细胞对提高多角体的产量是有利的。以 }二 

结果表明 ，培养基的类型和血淋巴对细胞多角体形成的作用是比较确定的 ，而培养时同的影 

响却不明显。用于本实验的细胞浓度差限也不大 ，同时浓度增加与传代天敷为正比关系，然而 

多角体产量在同一培养基中的变化表现为非正态分布 ，在病毒感染的 MOI值相同的情况下 ， 

本实验所采用的细胞浓度与多角体产量的关系不能确定． 

裒 2 纽胞的不问培养时间与多角体产■的关系 

Tmb,2 Tk rel丑l rBhipbawe~~ d础 nt cIInur缸 l fcm B 刳 出 n州 y'出  pd蛐山  

3 病毒感染不同培养时间的细胞对培养物上清病毒滴度的影响 

病毒感染的细胞浓度为 2．0--6．3XIO$cells／ml，感染剂量 MOI=I 6，感染前的病毒滴度为 

1 0 TcID ／ 。在病毒感染细胞 96小时后 ，吸取培养物 清进行 TC1Ds~测定，其结果见表 3。 

将这些数据的数理检验结果与感染率和多角体产量的检验结果分别进行比较 ，发现病毒滴度 

的变化以及各项显著性检验结果与感染率的相应结果甲行 ，与多角体产量的结果相 比则有较 

大 差异，可见培养物中病毒滴度的高低与受染细胞的比例关系密切 ，面与 多角体产量的相关 

性较小。由于 NPV在感染细胞 内的复制后代育 NOV及OV二种形式m，其中NOV代表水甲感 

染的病毒清度 ，而 OV则指多角体 ，并且 NOV与 OV之阿不存在数量
．  的比铡关系[ ，因此 ， 

NOV的湔度不能作为OV数量的相关因素，反之亦然。原始病毒经此实验 ，已经继代一次 ，结果 

表明 ，传代三天的 Grace培养基组的培养韧清度或接近或超过原始病毒的滴度 ，因而可以作出 

初步结论 ，如果病毒在一十生长良好的体外细胞系统中复制 ，其清度不会有显著的变化 ，这 已 

在过去的某些实验中得到证实[ 。 

4 细胞传代时间对病毒感染后细胞病变的影响 

感染的细胞浓度为 2 1—6 1x1 0scells／ml，感染剂量 MOI=1 d。病毒感染单层细胞后用光 

学显微镜进行顺序定时观察 ，因而得到不同传代时问的细胞受病毒感染后细胞多角体出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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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差异 ，见表 d。结果表明，核内多角体出现的时l可是以传代三天组的纽胞为最早 ，同时，加 

入 血淋巴组细胞病变的出现时问均 比来加组有所提前 ，最早(62hpi)与最迟(86h pj)时间相差 

24小时，说明细胞传代后的培养时问和昆虫血淋巴对 NPV在细胞内的复制速率具有一定的 

影响 由于多角体只代表病毒复制子代形式的一种，因此，多角体在感染细胞内开始出现的时 

间不能作为复制早期非包涵体病毒(NoV)漓度开始上升时间的提示，即二者不存在线性相关
。 

寰 3 

Tab．3 T e：~ect 0f p日聃 gch  B8牾 4删 3 o|lI virall“rc 

寰 4 细胞传代时间对细胞瘸变形成的影响 

Tab‘4 _岫  of m'~er pm~geh I~484 cells∞ tk forT*m q~on of t 

讨 论 

就病毒一离体细胞系统而言 ，病毒对细胞的感染主要取决于病毒的感染力和细胞的生长活 

性。实验中，由于在某些培养基中加入了健康油恫尺蠖血淋巴
，因此实验的感染毒源均是病毒 

感染后的病虫血淋巴在 Bs484细胞中继代一次的培养物 清
，以防止病虫血淋 巴对实验结果 

的干扰·在病毒感染力一致的条件下 ，病毒的感染效果就决定于细胞活性
，而这又与细胞培养 

基及培养条件密切相关。 

本实验所采用的 Grace、TC1 00和 M-M都是昆虫细胞培养的常见培养基
，我们对每种培养 

基设立了血淋巴和非血淋 巴的对照 ，以检验昆虫血淋巴对病毒感染的影响
。 实验的四项感染 

结果均表明，血淋巴具有比较明显的提高病毒感染效果的作用
。 血淋巴是昆虫仅有的一种细 

胞外体液 ，除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酶类外 ，还育较多的海藻糖
、游离的氮基酸和有机酸 ，这些 

物质对细胞生长具有重要作用Ⅲ。血淋巴与昆虫细胞培养液的联用可使多种昆虫体外细胞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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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成功 ，可见血淋巴能刺激细胞的生长和分裂。对细胞系来说 ，昆虫血淋巴可提高细胞的生 

活性 ，从而为病毒的感染提供较好的细胞基础 另一方面 ，病毒感染首先需要吸附细胞 ，影响 

吸附的因素很多 ，除了离子强度及 pH条件等固素外 ，某些种类的氪基酸也可以加强病毒的吸 

附作用[ 。虽然培养基中含有氯基酸，但主要用于细胞的生长 ，因此是否可以推测，昆虫血淋巴 

中的氡基酸可能提高了病毒对细胞的吸附效率。根据以 分析 ，血淋巴在病毒感染中的作用 

可总结二点 ：其一，促进细胞活性 ，从而提高细胞对病毒的敏感性 ；其二 ，促进病毒对细胞的吸 

附。四项感染结果还说明，处于 Grace培养基的细胞感染效果最好 ,TC100移(之 -M—M最差 ，这 

种差异在分别加入了血淋巴之后也末得到改变 ，提示 0．5 的血淋巴可以改善细胞生长活性 

而不能从根本 卜改变培养基的原有特点。 

对 Bs484细胞生长动力学的研究表明 ，在普通的细胞培养基中，细胞均在传代后第五天的 

数量最高。生长曲线指出，传代后三天的细胞处于生长旺盛期[1]，如果将病毒感染效果作为细 

胞生长状态和活性的指征，则我们的实验结果与 13s484细胞的生长曲线基本吻台 ，这表明利用 

病毒感染体外培养细胞作为细胞生长的下行研究是可行的。综合四项感染持征．细胞传代后 

的时问对病毒感染有显著影响，从而构成了病毒感染的动态变化 ，这对利用体外细胞生产昆 

虫病毒具 胄指导意义。多角体是病毒杀虫剂的有效成份 ．其产量是衡量特定病毒一细胞系统的 
一

个重要指标 由于杆状病毒的二相性复制而使得每个感染细胞内的多角体教存在差异，这 

种单位感染细胞中的多角体敬与病毒感染条件是没有直接联系的 ，这是因为NPV进入宿主细 

胞后 NOV与 OV复制的转换主要与病毒的感染性质有关 ，而外界因素的影响 目前尚难确定。 

然而细胞群体的多角体产量则与培养条件紧密相关 ，从这个角度说，研究多角体与实验条件 

的关系就显得具有意义。无论是细胞多角体的产生还是病毒清度的形成，其前提是细胞受染 ， 

从前二者与病毒感染率的关系来看，NOV比OV更密切，而且量比较确定 ，因为 NOV从产生到 

中断寄生关系之前是一直向胞外释放的 ；l『I『ov(多角件)只是在感染后的某一时期才开始 

形成 ．这一时期的起始时闷对于细胞彼此有可能不同 ，是否存在某种细胞机制还不清楚 ，因i』lj 

量是，f：确定的。这种确定与不确定就导致了二肯的非下行关系。通过对病毒感染持征及效果 

的分析讨论 ，可以使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病毒 宿主细胞之问的相互关系，并为今后的工作提 

供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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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Infection of Buzura suppressaria 

Nuclear Polyhedrosls Virus in Bs484 Cells 

Xu Xus hi 

(胁她 ·0』曲如 如妤，№ l抽 ( 嘶 ，№ g 330047) 

Zhang Chaoying 

tl 妇妇 oj Ap d c | ．Nw~zlxmgli∞ 蛳 ，Na'ad~ng 330041) 

Xie Tian'en 

( 觚  o r"l／~ ogy，Acad~i／a＆ ，Wu／zm 430071) 

The part of effects and charae~rs of infec tion with A‘= ~ygeeasona nuclear!~olyhedrosis villas 

(BsN'PV)for Bs484 cells in the different med ia and cultural time were reported in this paper，The re 

suits showed that the types of media and the time aher passage for B“ 8d cells could produce distinct 

fluences on the rate of viral infection and the yields of!~olyhedra from BsNPV—infected Bs484 cells as 

well as the other infec tive characters．The Bs484 ce lls of three days after passage simultaneously in the 

group of Grace med ia was a relatively pragm atic testing system of infection with BsN'PV through exper 

imental corn parision． In addition，this experiment also found that the healthy hemolymph from the o 

rigi~ml insects could increa~ the  cellular activity and the effects of viral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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