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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鱼出血病病毒多肽的免疫原性 

王 炜 赵桃莼／方 勤 江 红 柯丽华 
●--—-_— V 

(中 蒯  

．／／z 
提要 采用中和试验比较了草鱼出血病病毒 GCHV873的 11十多肚的免疫原性 ，确定了主要中和 

抗原 纯化的单十病毒多肚免疫家兔获得抗血清，多肚VP1、Ⅵ 、VP6和Vpg的抗血清具有中和效 

自 l978年以来 ，国内陆续报道了草鱼出血病病原的研究进展。确证了草鱼出血病病毒 

(Grass Carp Hemorrhage Virus GCHV)是该病的病原 ，并对几个病毒分离株的形态结构 、生物 

学及基因组与多肽等生化特性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报道[]一 。该病毒属于呼肠孤病毒科 ，但有别 

于业已建立的 6个属的病毒 。该病毒的某些多肽为糖蛋白 ，各多肽产生抗体的能力不尽相同。 

为进一步深入研究 ，分析其多肽的特性 ，我们采用中和试验比较各多肽的免疫原性 ，确 定其主 

要 中和抗原。现将试验结果报道如 F。 

材料与方法 

l 细胞和病毒 

病毒为GCHV873，由本实验室从湖南邵阳分离嘲，在 C1K细胞系[ 。 上增殖 ，增殖方法同前文报道[ 。CIK 

细胞培养千MEM一10(含 l0 小牛血清之蛐 【)培养液巾，28℃培养至细胞基本铺满 ，甩GCHV873感染 ，使病 

毒感染复数为 10~20pFu／细胞 ，待 CPE十分明显时收获。 

2 病毒的提纯 

采用CaC1密度梯度离心 ，从感染病毒的培养液中提纯病毒，方法如前文报遭Ⅲ。病毒感染的细胞裂解液， 

经差速离 fl-8000g 30分钟，收集上清，4000oB 3．5小时收集沉淀，沉淀悬浮于 1 XSSC中，再经c a不连续梯度 

(32 ，38 ．{5％，47％)离 fl-(1a0000g 3．5小时)．分带收集提纯的样品 

3 单个多肚的纯化 

采用荧光标记多肚，SI3~,-pAOE方法分离纯化单十多肽 。提纯的病毒粒子溶于样品缓冲藏中，100'C加 

热 3分钟，加入Frrc标记多眭，进行SDS-PAGE 电泳完毕，在紫外灯下切下每条荧光多吐带，电洗脱回收每种 

多肽。 

4 抗血清的制备 

每种多肚约 l0 同福氏完垒佑剂混合，眉淋巴结免疫途径免疫家兔，隔 l0天加强免疫一次，每次多肽用 

量约5 ，第二次加强免疫后的第四天采血，收集抗血清。用ELISA方法滴定抗体效价 完整病毒裂解液(各种 

多肽混合蛔)作抗原 ，包被 24小时后 ，加入吸收后的抗血清 ，然后加入酶标羊抗兔 l G，加底物显色后想察结 

l奉文于 1904年 3月 16日收到 ．10月5日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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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I 中和试验 

采用中和试验 z 摸I定抗血清对Gcm嵋73的中和能力 将病毒用维持液稀释成 100 TCTDSO／O．Iml，按倍比 

稀释的各稀释度抗血清 0_2毫升和等量病毒稀释液混合于 37℃水溶中20分钟 ，接种 CIK细胞三孔 ，每孔 n 1 

毫升 ，加适量维持液，2～3天后观察细胞病变。每次实验病毒对照完全病变，细胞对照完全正常。算出 50烯细 

胞病变时各多肚抗血清的中和效价 

结果与讨论 

提纯的病毒粒子经荧光标记 ，sDs—PAGE分离获得单个的病毒多肽 ，免疫家兔翻备抗血 

清。各多肽的抗血清效价由 ELISA检测 ，结果见表 1。从表 l中可以看出 ，用基本相 同量的多 

肽免疫家兔获得的抗血清效价不尽相同，VP 、V 的免疫性最好 ，获得的抗血清效价最高 ， 

VP。，VP o和 VP 稍差 ，其抗血清效价最低 ，说明 I1种多肽的免疫原性有差异 ，与我们前文咖报 

道结果一致。抗血清的中和效价由中和试验测得 ，中和试验结果见表 2。50 细胞病变时的中 

和敛价见表 3 从表 3中可以看出VP 、VPs、VP6和 VP。能诱生中和抗体 ，它们的中和敛价分别 

是 l：2．83，1；4．75，1：11．3l，l：5．66，而 VP2、VPhVP4、V 、VP日、VP1 0和 VP”则不能诱生中 

和抗体 ，其中 VP 诱生中和抗体 的效价最高 ，它是病毒外层衣壳的多肽 ，因此 VP 很可能是主 

要中和抗原 我们测出的多肮抗血清的中和效价都不高 ，分析其原因 ，主要是各种客观因索 ， 

如抗血清储存时间太长及多次冻融等 ，致使效价降低 ，按一般要求效价在 l；2即为弱阳性 ，l 

：4以 }二为阳性口一，故上述情况不影响结果的钡9定 我们多次实验的结果均一致 ，上述结果是 

肯定的。 

表 l 多杖抗血清的EusA效价 表 3 多肚抗血清曲匀中和效价 

TaDlc l Tk  tit of the anI 甘a丑8a_九9t TaMe 3 The titre of the antisera a i|lg【 

each of GCq-IV873 by]~LISA each pd 邮  GCHv873 neutralization t酬  

ELISA效们 

ELlSA titre 
抗血清 

Antisera 

中和效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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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es(50 C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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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 2 中和试验细胞触 结果 

Table 2 CPE r~ !ts the rmtr te*t 

参 考 文 献 

t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第三研究童病毒组．草鱼出血病病原的研究 水生生物学集刊，]973~6(3)：32t~329 

2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第三研究室病毒组 ．武汉大学病毒研究所 电镜童 ，草鱼 出血病病原的研究 I，电髓观 

察 水生生物学集刊，1980|7(i)：75~80 

3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中国水产科学院长江水产研兜所抄市分所．草鱼出血病病毒的电子显嫩镜观察初报· 

淡水渔业 ，1983‘3：39 

4 王炜．陈延，柯丽华，等 草鱼出^痛病毒武汉南湖株和精细结构与基因组及多肽的研究．病毒学报，t990 6(1)：4 

-- 49 

5 钶丽华，方勤，蔡宜权．一株新的草鱼出直病病毒分离的特性．水生生物学报·t990~14(2)=153~t 59 

6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中国水产科学院长江水产研究所抄市丹所．草鱼出直病病毒精 细结构的研究 ，淡水迪 

业 ．1984；2：2】～22 

7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兜所，中国水产科学院长江水产研究所抄市丹所．草鱼出血病病原——鱼呼肠孤病毒 

(FRV)核酸特性的研究．搜水渔业 ，1984‘4：7～9 

8 柯丽华，王烯．方勤．等 草鱼出血病病毒多肽亚其基因组的体外翻译．病毒学报．1992~8(2)：】69～】73 

9 陈延 ，王炜 ．钶丽华 ．等 ．草鱼出血病病毒的糖蛋白和结构多肽的扰畴-性．病毒学报 ，t992~8(J)；57~6t 

10 敬 功 ，钱华鑫 ，许映芳 ．等 草鱼肾组织细胞系CIK的建立投其生物学特性．水产学报 ，]986~1O(1)：】t～17 

t1 王炜 ，陈延，蔡宜救 ，等 草鱼出血病病毒多肽的荧光染色．中国病毒学 ，t 994‘9(2)：157~]59 

】2 戴华生主编．新 实验病毒学．第 1板．北京：中国学术出板社 ，1983：689 

ImmunogeniciW of Grass Carp Hemorrhage Virus Polypeptides 

Wang W ei Zhao Taoying Fang Qin Jiang Hong Ke Lihua 

(wn缸q g{f，Acadeu~a躏  ，W曲峨 430071) 

The immunogenicity of the】1 poIypeptides 0f GCHV873 were compared by using neutzalization 

test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major protective antigen．The viral IX)lypeptides labelled witll FITC 

were analyzed 013 a 10 polyaerylamide gel，The individual polypoptides wu=re retrieved from the gel 

by electric elution，and vqer~used for im munizi~．8 rabbi~ to prepare antisera．Each anti—polypeptide an ti 

s~rHm WaS titrated in a neuCralization test．The neuWalization titres of the an tisera indie~ted  that the 

neutralizing activity ofan tiVP,an tiserum wasthe highestan long them ，whiletheVP2，VP3，vP4，v ， 

vP日，vP 口an d V1"1l could not induce neutralizing an tibodies．Therefore，VPB may be a major neutraliz 

ins anti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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