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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歹 

撮要 用透射电子显徽镜观察术，对狂犬病固定毒 北京株 在地鼠肾传代细胞(BI-I~ )中增殖的形 

态学变化进行了研究．在受感染的细胞中有大量子弹状和长杆状的病毒囊粒。大多数病毒在扩张的 

内质F咖楚上以出芽的方式发生，凸向内质F呵腔内并逐渐发育成子弹状和杆状的成熟病毒．舍病毒的 

内质同周围常伴有囊粒状或丝状均质区域 ．少数病毒在细胞膜上芽生．细胞间隙中亦可见病毒。还 

见病毒在细胞核膜内、外层上芽生 ，核周间隙中有许多病毒 ，有的 

缺损。细胞棱有的肿胀 ．有的浓缩 ，有的棱内有较多的染色质问囊粒和周囊粒，但均未见病毒颗粒。 

表明该病毒的发生发育对细胞的膜性系统有密切依赖性，同时该病毒对宿主细腿有破坏作月I． 

关蝴
．堑2撼  坠盥虬 妻麴 

狂犬病毒(Rabi~virus)属杆状病毒族 ，是一种较大的 RNA病毒。对该病毒的形态学研究 ， 

国外从 60年代初开始有报道 ，研究对象多以 Ftury株 为主。我国从 1965年就开始了对北京株 

狂犬病毒的组织培养研究 ，1972年开始试制狂犬疫苗 ，1974年试制成功并用于正常人的预防 

接种，l976年用于被疯动物咬伤者的预防接种，以后又对其效果、血清学变化等方面进行了研 

壳【 。但对其在培养细胞中的形态学变化及其与宿主细胞的关系尚未见有报道。本文在电镜 

下对狂犬病固定毒 北京株”在地鼠肾传代细胞(BHKz )中的形态发生发育过程及其宿 主细胞 

的变化进行了观察。 

材料与方法 

l 材料 

1．1 地鼠肾停代细胞(BHKa) 由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提供。 

1．2 狂犬病毒(固定毒 北京株 ) 由武投生物制品研究所提供。 

2 方法 

2．1 细胞培养与病毒接种 在含 lO 小牛血清的E e培养液中培养 Bm 细胞，2—3天传代一次，每次一 

传二或三瓶。实验时每 15ml培养液(每毫升含B}Ⅱ【 细胞 1 o．个)接种 10一 病毒悬液 lml。培养 48小时收获细 

胞。 

2．2 样品制作和电镜观察 将上述感染细胞从培养瓶壁刮下．1000r／rain离心 15钟 ，使其成为小块 ．倾击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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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液 ，立即缓慢加人 2‘5 戊二硅预固定 2小时 ，切成 1x1X0．5mm的小块 ，蹦 1／10 mol，L磷酸缓冲痕(pBS) 

清洗 ，再以1 饿酸后固定，逐级丙酮脱水，E~n812包埋。在UKB-V型超薄切片机上进行超薄切片，醋酸铀和 

柠橡酸铅染色，在日立H-300型透射电镜下观察。 

结 果 

I 病毒在细胞质内的增殖 。。 

在感染的细胞质 中有大量的病毒颗粒 。一般都位于由膜性结构围成的大小不等而又不规 

则的囊腔内。病毒颗粒形态多样 ，在切片上可见半月形 、短U形 、子弹状 、杆状 、圆形及椭 圆形 

的病毒。发育成熟的痴毒中央部密度低，病毒衣壳的密度高，在高倍下均呈细粒链状。核衣壳 

外有外膜(囊膜)。病毒的长度一般为 120--240nm，最长达 28Ohm，直径为 8O～lOOv．m(图 1)。 

在扩张的内质网腔内可见病毒早期装配在膜上芽生的结构 ，即病毒物质聚集于 内质网膜 

的腔面 ，该处膜向腔内凹陷形成新月形或短U状的早期病毒形态(图2)。进一步发育的病毒宝 

U状 ，典型的发育成熟的病毒呈子弹状或杆状。病毒的基部与 内质 网膜相连 ，病毒的中央与胞 

质相通。有的病毒呈杆状相互平行排列 ，其两端都与 内质网膜相连形成“桥”状外观(图 1)。有 

的病毒基部相互连接形成花瓣状。有的则位于弯曲的扁平囊 内 ，病毒所在处囊腔扩张(图 3)。 

还有的在扁平囊 内呈串状排列(图 4)。 

在有病毒增殖的细胞质中常伴有多处的均质物区 ，该区多由含病毒 的内质网囊泡包 围 ， 

该均质物呈细粒状或细粒链状 ，细粒直径约 lnm，似与病毒结构中的细粒大小相同。可是该均 

质物似与病毒基部相连并与病毒核心相延续(图2)。另一些胞质中有大片的核糖辟密集区，其 

周围是含病毒的囊泡(图 5)。还有些细胞质中有大片的微丝区 ，多位于细胞的边部(图 6)。在 

上述颗粒及微丝区中未见病毒颗粒。 

2 病毒在细胞膜上芽生 

在细胞膜上可见典型的病毒颗粒呈子弹状突向细胞外 ，亦有含病毒的囊泡与细胞膜接触 

并向细胞外突出。在细胞之间有子弹状或圆形的游离的病毒颗粒 。其形态与胞质中成熟的病 

毒形态相同(图 7)。 

3 病毒在核膜上增殖 

受感染细胞的核周 围间隙增大 ，特别是在核外膜与内质网膜相延续处形成大的腔 ，内有 

典型的子弹状 、长杆状和圆形的病毒颗粒。其形态与内质阿腔中的病毒一样。病毒沿核周间隙 

纵向排列或横跨在核内外膜上 ，其基部与核外膜或核内膜相连 ，亦有同时与核内外膜相连(图 

8、9)。病毒发生处的核膜增厚，芽生的病毒突向核周腔内或突向核内 ，以致核表面凹凸不平。 

有些病毒似与核 内边部染色质密切接触 i核膜模糊或消失 ，局部染色质有凹陷缺损。病毒可为 

短 u状和球状 ，有的几个半月形病毒相对而成花瓣状(图 9、i0)。 

4 细胞核的变化 

受感染的细胞核有的肿胀 染色质呈块状散在 、核基质溶解 、电子密度低(图 lO)。有的核 

浓缩变小，异染色质密集(图 11)。有的核内有较多的染色质间颗粒和染色质厨颗粒(图12)。但 

核 内均未见到狂犬病毒颗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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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B}Ⅱ 1胞质中狂犬病毒的形态、病毒呈新月形(+)．圆形(D)，短 u”形(△)，子弹形(*)．桥状或杆状(▲)(× 

20000) 

图2 舱质中病毒的发生发育。内质网膜腔面局部增厚—初黼 毒(+)，新月形病毒(o)，。u黼 毒(+)。病毒形成处 

内质网膜内陷(++)或捎失(*)，含病毒的囊泡包围着细粒状均质物(×3∞∞) 

图3 照质扁平囊中的病毒。杆状和子弹黼 毒(+)，圆形府毒(D)，均质物区(*)(~~0000) 

图4 舱质扁平囊中的病毒。呈链状(+)(XSO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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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5 奠质中的均质物压。密集晨啦状均质糖(·)．台痢l埘 g囊泡(十)(XI~500(I) 

圉6 颤 中的均质物区 丝赦均质协( )，囊粒状均盛铀(△)．台犏ll曲囊泡(十)(~22000) 

圈7 细■膜 E的扁毒．病毒在蜘瞳t 芽生(十)．簟奠舸的扁毒(o)(X301~O) 

圈B 棱用同alton ．扦状(十)．子弹状(o)．圜形病毒(△)}绷胞膜下的扁毒(·)(X20000) 

圈9 核舟逍的崭毒．棱瞒渭 (+)．扁毒与染色蕨相连 )(XIO000) 

F 1 椭 血呻晖 rmb~s咄啊in眦 a 呻tt曲 (2re~ tmo (+)．血 (△)，bul~t( )．b嘲弘瞳rod(▲) 

∞dM m  (o )(X20O00) ‘ 

脚 2 v岫 坤r廿抽 iI．蕾啦州 啦 时蕾omI蜘 ．nd由 咀 n曲 帅 _mE豆m曲1h呻 (十)· 蛐 I| tk 

m №  【o)， m ∞∞ m 忡 (十十)一 柙  脚  

r m n 曲 ( )(×3∞∞ ) 

F嘻 3 v 嘴 _mtint蛳 t岫  竹 I m曲曲fm 商岫 (十)．皿dfcund(o)州嘲 ，坤—i h由w 珊∞ m蚺 i置l 

∞ Ⅲ ∞lⅡ 畸 № d日 ∞(·)(×3∞∞ ) 

腿 4 v 喝iI．aflatd em a lm v_雌 (+)(×5O000) 

． 5 Harq嘟 堋 m删 置l瑚 缸q I舯 ．R岫 鲫 uI越 h呻 即擅 0m砒砌 ( )．缸 d嘶绷嘲 啪  鹏 (十)(× 

25000) 

F 6 H衄∞学堆0嘴 mdkf虹l衄 _m 切—衄扎 Fjhm即 明  扪雌嘲 0 m纳er (-)，vir陋坤ttjcl盘(十)(×2B0∞) 

Fig．7 v{衄 _m 鲫 州 粕b哪  (+)血d c-l 0曲 (o )(×3∞ 00) 

F B v{衄 ．m 啦l瞄 0呻 Bln ( )，删 (+)曲d∞I脚 (△)岫 ，v姐田 Imd 岫 。cII m蛐 埘 ( )(×2∞【吣) 

F 9 ⅥnBat恤 p I 删 蛳  d胂目y佃 曲ⅫrtdI．(o)+吨咖 帆mb删姑 曲即 Ⅱ帅∞(十)(×4∞∞) 

田l0 榭 耐逍病毒的发生和发育。初期病毒(十十)，校膜消失(十)+染色质陆揖(o)．核基质溶解( )(×30000) 

田 l1 细胞棱的变化。异染色质浓缩釉 (十)，染色质损伤(△)，棱膜消失( )，初期病毒(十+)(×30000) 

圈 】2 细胞棱的改变．染色质同震粒(·)，染色质周囊粒(△)．糖质中的病毒(十)(×30000) 

F 10 F(帅 don删  啪en1时 t 丑ttile p种  璐 P￡inl址 帅 (十十)．曲 m m山m啦 (o )，n 

oIInd 由唧岬 r嘴(*)，aIld nL 删棚br蛐 曲appear∞∞(+)(×30000) 

1I N呲klB∞1 即秘6肿 aI．d c ∞Ⅲ ∞Ilc曲啪l 0n(t)．cb加m蛐 出Im萨(△ )． 唧  聃 (十十)(×30000) 

F虹·12 lm壮曲加m眦 h (·)，pê cb瑚maI'm r6d姆(△ )inthc nI·曲B四 end vjr嘴 inthe eyto~ (+)(×3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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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l 狂犬病毒在细胞质中的发生发育 

一 般认为狂犬病毒的核衣壳在细胞质内合成装配哺 该病毒的囊膜形成部位是细胞膜，即 

病毒核衣壳在穿过细胞膜出芽时获得囊膜(外膜)[ 。从我们的观察结果看 ，病毒的发生是先在 

胞质中合成病毒装配时所需的成分一病毒蛋白质 ，然后运送到膜性结构上并在膜的腔佣聚集 

增厚 ，随之膜局部向囊腔内凹陷 ，形成弧状或半圆形的早期病毒颗粒。随着病毒的发育 ，膜性 

结构凹陷处消失 ，从此胞质中的病毒蛋 白直接与病毒中央(核心 )相通 ，所以 ，成熟病毒的基底 

部与胞质都是相通的。在病毒发育中，膜性结构在病毒基部外匿延续形成病毒的囊膜。所以位 

于内质同池内的病毒已获得了囊膜。我们认为内质同膜与细胞膜同属膜系统，具有共性。因 

此，病毒在细胞膜和内质同膜上都可以获得囊膜。 

关于切片中狂犬病毒形态多样性 ，我们分析主要是因病毒装配的不同步性 ，发育的不同 

步性及切面不同而致。初发生时为弧状 ，继之呈半月形 短U状 ，发育成熟时为子弹状和杆状 。 

而切片中的圆形 、椭圆形病毒是由于横切或斜切而致的。病毒的串状结构是其特殊的形态 ，并 

不是该病毒的普遍结构。胞质中细长弯曲的双层膜平行管道是膜性系统特化而成的，扁平腔 

内有病毒的发生发育 ，所以它是病毒产生和发育的场所 ，也是病毒向细胞膜移行的通道。 

关于细胞中出现的均质物区 ，I~vie．s等 曾在以Flury株感染的鸡胚组织 中发现含病毒的 

囊泡常伴随着均质物区出现。我们也观察到在 BHKz 细胞中病毒的发生与均 质物区的出现有 

一 致关系。对这种均质物区的性质及意义尚未确定。我们分析这种均质物特别是直径为 1 nm 

的均质物，直接与病毒相连 ，可能是胞质中合成的病毒装配所需物质或是病毒的代谢产物 ，而 

那些丝状均质物区则可能是受病毒感染的影响细胞功能改变而致。颗粒状及丝状均质物都与 

病毒的发生发育有密切关系，因为在对照组细胞中未见这些物质。 

2 狂犬病毒在榷周腔中的增殖 

在杆状病毒属 中几乎所有动物的杆状病毒都在胞质 中增殖。只有少数植物的杆状病毒如 

马锋薯黄矮病毒可在核 内膜上芽生，棱周腔 中可见完整的病毒颗粒嘲。而本文报道的狂犬病毒 

在 BIKKn细胞核周腔内增殖的现象尚未见报道 。有人认为病毒成熟的场所因受宿主细胞的某 

些因素影响可有不同[6]。我们认为核膜与内质网膜同属膜系统 ，在结构上相延续 ，具有共性 。所 

以狂犬病毒可在核膜上发育，在核周腔中出现病毒颗粒 本观察还证明：该病毒对核膜有破坏 

作用。核周腔及核膜上的病毒越多，其破坏作用就越大，可致核膜缺损和消失，甚至可对核边 

部染色质产生破坏作用 ，说明该病毒对宿主细胞有明显的细胞毒性作用。 

3 受感染细胞的细胞核变化 
一

般认为狂犬病毒与细胞核的关系不大 。我们观察到受感染细胞的细胞核有的肿大 、核 

基质溶解 ，有的浓缩 ，有些核内则有较多的染色质问和周颗粒 ，但均未见到病毒颗粒。核的病 

变可能与该病毒的增殖有关 ，病毒在核膜上增殖破坏了核膜的结构 ，胞质 中水进入核 内引起 

核水肿和核基质溶解 ，或导致蛋白质变性而致核浓缩。但核内染色质颗粒增多原因尚不明。总 

之 ，核内不具备装配该病毒的条件 ，所以不能在细胞核内增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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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HK21 cells infected with Beijing strain of fixed rabies virus were svmlied by electron m 

croseopy．The rod—like，bullet，round and oval viruses wirhln the eytopJasn1，mostly located in the var 

ious  eisterna of r0uSh and smooth endopiasmie refieulum an d usually associated  with homogeneous ma 

terialmasseg．The virus may bud from their membranestowaxdsthe c证栅 na．protrudefr om theee ll 

membran~ or dissociate extracellulmr spaces． It w also found that viral fornlatlo~ an d growth also 

occurcd in the nucleus membranes．Some of the viru~ were Ioe~ted  close t0 inter nucleus membran~~ 

and perinuclear chroma tin，sollfle damages were also found there． Th e virus and other features ob 

goryed above were not seen in un fec ted  cells． Th e resu]ts show that the rabies virus  has a stroIlg de 

I)endence  on the mem brane system an d a dcstruci：ive action on BHK乱 cells． 

Key words Rabies virus，BH 1 cells，Elec tron microscopy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