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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光镜和电镜对病虾组织细胞病理变化的观察与分析 

黄灿华 玮 石正丽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武汉430071) 2， 

撮 要 应用光镜和电子显馓镜技术诧鞍研究正常与发病的中国对虾 7种组织细胞病理变化，结 

果显示．病毒侵染后，对虾组织病理变化主要集中在消化系统的肝胰腺 、中腑、胃等组织。在光镜 

下，可见消化遭内壁上皮组织广泛受损，细瞻大量坏死或空泡化；电镜下可见主要的维瞻器如线粒 

体峙大量断裂、粗面内质阿严重扩张、溶酶体增生．病变绑胞内出理大量变性的膜性结构等。观察 

后期，国内学者便开始了养殖对虾病毒病原的研究工作【Il，现已弄清 1993～1994年对虾暴发 

性流行病发生的主要病原因子是病毒t2-4l。国内外不步报道描述了病毒侵染后对虾出现 甲 

壳白斑，肝胰腺白浊、肿大，体色发红等典型流行病学症状，但这些引起的病症往往还与养殖对 

虾复杂的环境因素相关。要弄清对虾病毒引起的病症及其致病机理，仍需从对虾内部组织、细 

胞的病理变化上加以分析。作者对患病毒性疾病的中国对虾组织细胞病理变化进行了大量的 

观察与研究．现将有关结果报道如下： 

材料与方法 

1 材料 

正常虾采自辽宁大连柑海人工养殖的中国对虾．经当地对虾养殖人员确认为是无病虾后．带回实验室人 

工饲养 4～5 d，用作对照及作人工感染试验之用。病虾部分采自河北乐亭人工养殖场 自然发病的中国对虾． 

另一部分是人工感染对虾无包涵体杆状病毒后典型发病的中国对虾。 

2 方法 

2．1 光镜组织切片的制备 取典型病虾与正常虾的鳃、胃、中肠、肝胰腺 、腹部肌肉、生殖腺、心脏等 7种组 

织，分别用鲍旺氏(13odn’$)固定灌固定+猹常规方法切制成5～6 -n厚的石瞎切片。经苏束精一伊虹(H＆E) 

染色，在光镜下观察并拍照。 ， 

2．2 电镜超薄切片的制备 取典型病虾与健康虾上述相应的7种组缎迅速切戚为1 m 的小块．立即投入 

2 5％戊二醛一3％多聚甲醛溶液中璜固定．1～2 h后取出用 pH 7．0+0．1 TnoI，L的PBs净洗组坝，然后用 1％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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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超薄切片机上切制。常规醋酸铀、枸橼酸铅双染色．样品在日立H一7000FA型透射电镜下观察，并摄相与 

分折。 一 

’

一 结 果 ． 
。  

利用光镜与电铙对比观寨典塑病虾与正常虾的7种组织，结果显示病理变化主妻集中在 

消化系统的肝胰腺、中脯、胃等组织中，其它组织未见显著病变。 

1 光麓最黼 理 

1．1 正常虾肝胰腺与中肠组织的形态结构 肝胰腺是对虾最主要的淌化器官，结l鞫上生要分 

为肝总管与肝小管 肝小管是肝胰腺结构与功能的基本单位，管壁由单瑶柱状上皮细胞蛊戚， 

在功能上分为吸收细胞与分珏细胞两大类，两种细胞均呈柱状．成熟的分泌鲴胞中央有一大液 

泡为鉴别特征，细胞棱常受液泡挤压位置不寇；嗳嚷细胞的细胞棱位于细胞中央．姐赡质中存 

在许多储藏颗粒。正常对虾肝小譬步f鬯由单礞扁平维联包圈；各肝小譬老婀有耋考缔蛆帮与脂 

肪组织包裹与分糯．并伴有血管分带【5 (阻1) 中腑是对虾脐遭中与消化、吸收密帮相关的部 

位，中脯外壁无几丁质覆盏是其明显特征．中腑外壁由尊晨上皮组规包囊，外寝痘之下蹙肌肉 

屉分布。环肌屡连续分布，纵肌雇成柬分散，雕列于横肌运窿 中精内璧为裹柱状上皮组 

织，具纤毛刷状缘，肠内壁向肠腔突起许多皱榴梅成肠嵴。肌肉层与腑诲璧之间宥大量结缔组 

织与脂肪组织填充I (图2)。 

1．2 肝胰腺的组织病理学变化 

琵受损．吸收与分泌细胞兔置解体 

失、脂肪细胞大量溶解，血管破碎。 
'

J  

片中常可看到大量坏死的 刚I目核、 残余的组织散落在肝小管间隙或管腔中(圉3、4)。 

1．3 中肠组织病理变化 中肠组织病变主要表现为精内壁高型柱状上霞组织严重强伤和坏 

死，上皮细胞大量萎缩、脱落；高蛩柱状上皮组织氩结缔组织相飘离．腑腔书常可见翻崩落的上 

皮组织块、坏死的上皮细胞与食物残渣混杂。与正常虾中精组织显教结扮相蜷，病虾中肠外壁 

下结缔组织、脂肪组织排列散乱，组织间存在大量裂嚏．：细胞校不同程度胀大(圈5)。 

1．4 胃组织病理学变化 对虾胃组织除有几丁质外壁之外．其余组织结构与中睫组织相似。 

胃组织病变也主要表现为胃内壁上皮组织大量坏死、脱落，胃肌肉组织断裂成破阿状，并与胃 

腔室剥离(图6)。 

2 电麓观察的趋徽囊理变化 ’ 

2．1 正常对虾细胞的超微结构 电镜下，正常对虾中肠上皮细胞结构完整．胞内线粒体丰富。 

线粒体双层膜清晰，内膜向内折叠成嵴。中肠内壁高型柱状上皮细胞彼此间连接紧密．细胞端 

微绒毛排列有序(图7 8)。 

2．2 病虾细胞的超微病理 电镜下病虾肝胰腺上皮细胞内细胞器病变明显。线粒体呈类空 

泡状，嵴大多断裂、脱落，核糖体外溢；粗面内质网(Rex)严重扩张．丙质网膜上校糖体颗粒大量 

脱落；细胞内溶酶体、高尔基复合体显著增多[7】。细胞器的大量损伤、坏死使细胞质中呈现大 

片空洞(图9)。 

病变的中肠组织肠内壁上皮细胞之间连接复合体受到严重破坏，细胞之间界限模糊不清， 

出现大量的裂隙和空泡。细胞端部微绒毛大多断裂，排列紊乱(图 t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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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rees s~cfion of mi衄 tissueofⅡ啦 shl-lmp，sh呷ing hCh colunmar epRhdium (H)with brush~q-der．Coa~ectedtissues 

lied betweenirmer sudace oigI-tlaact andmu∞kussaes．(LM)：lol噜_衄d_m矗Imuscles；(I)tiaaue gap．x225 

3，4．Hepa~panaees tlmue oi diseased shrimp，showing ted and vacuoh~ hepetopanea~atlc tubules ep坩-diI皿 c曲 (H)，in- 

c~aplete∞rme曲 船 ．血吐 胛  吐 hepatopanczeadctubules(I)Therew．atteredh--s~amount Tteca~ti~mt (N)， 

re~nnent tlasues(T)_血the gap．x25O 

5 Midglntissue oidimeMed euhfimp,showingnecrotic牌B$，d ed high 1l玎mBr epithdimntissues(H)，sabredmuseh(CM) 

X225 

6．Suanaehtimmue ofdisea~ -IIr_唧 ．Theinner ep岫 Ⅱoi stomachw g~eadydem~yed．Musdes(M)came item- 

aeh ea 计．(G)cK血 oute~membre~．×150 

病虾胃内壁上皮组织中很少有完整的细胞结构。病变的细胞核中棱质明显边集．核膜扩 

张，细胞质中细胞器大量坏死，线粒体嵴断裂，内部结构模糊不清(图 11)．i． 

此外病虾细胞中普遗存在大量髓鞘样变性或其它形式的膜性结构f圈 l2)。 

讨 论 

l 当病毒侵染对虾消化道内壁上皮细胞后，病毒基因组首先占据宿主细胞棱，逐步而快速地 

成为“主导者”，打乱宿主细胞的一切正常生命活动．并 甩宿主细胞的酶及能量合成系统完成 

病毒自身的复制．其后果必然导致细胞瓦解性病变．同时宿主细胞生理功能发生障碍直接导致 

了组织坏死；另一方面细胞瓦解后胞内诸多消化酶随之释放，加速了周围细胞坏死性病变和组 

织自溶。我们解剖病虾时观察到肝胰腺白浊、糜烂．显镦病理显示肝小警大量崩解、空泡化，可 

能由于肝胰腺组织中酶类特别丰富．这些酶类的释放加速了对周围的警壁上皮细胞乃致肝小 

管之间的结缔组织、脂肪组织坏死性病变。当然上述分析是否确切仍需通过酶学和细胞化学 

等手段进一步加以证实。 

2 线粒体是细胞能量供给的场所．而内质网和棱糖体直接参与细胞内蛰自质的合成。细胞内 

能量供给中断，蛋白质合成受阻，破坏了胞内细胞器之间及细胞器与整个细胞之闻正常的协 

调。大量变性的膜性结构可能是溶酶体对丧失功能的细胞器的不完全消化产物。细胞是机体 

正常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细胞之间密切协作才能保证机体生命活动有条不紊地进行。病毒 

侵染后宿主细胞正常生理功能的丧失必然导致组织器官的大片坏死。同时．据有关报道描述 

病毒侵染后病虾甲壳出现自斑．体色发红等典型流行病学特征L8J．这些体表症状的出现除病 

毒侵染直接造成病变的因素之外，还有可能是病毒侵染后，虾体受到其它病原因子的继发感染 

所致。因此只有将对虾体表病症与其组织、细胞的病理变化或其它手段结合起来，才能更加准 

确地为开展对虾病毒性疾病的璜防与诊断提供科学的依据。 

3 在无脊椎动物病毒中．特别是某些昆虫病毒所形成的包涵体在电镜下看到的是具备蛋白质 

结晶性质的有形实体．其中包被着装配成熟的病毒粒子I 。然而我们在电镜下看到病虾细胞 

核内充满的是大量无包涵体杆状病毒粒子【l 0]．在病毒形态发生时．这个 区域往往是病毒组份 

合成与装吾已最为活跃的场所．常被称为“病毒工厂的病毒装配车间”。在对虾显檄病理中可看 

到病变细胞核明显胀大，经苏木精 一伊红(H＆E)染色后着色较深．这与超檄病理学中的所谓 

“病毒包涵体”概念不能等同。 

致谢 本研究承蒙张立人教授指导，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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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正常对虾中骑上虚细胞一般结拇：细孢校(N)．双层枉腹结构蒂膏．校内槊色质醴帆分布 缋麓体(Mi)理层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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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戚嵴，结构完整。x 1200 

8．正常虾中晡内壁高型柱状上皮细胞。上皮细略之间连接复合体(Tj)。细胞端部做城毛(vi)捧列有序。 x1250 

9．病虾肝牌嗥上皮细孢。粗面内质网(Rer)扩张，线粒体嵴断裂、空泡化，溶酶体(Ly)，高尔基复合体(Go)增多，细孢质中出 

现大片空洞(v) ×1200 ． 

10．病虾中眄内壁高拄状上皮细胞。上皮细胞之间连接橙散．出现大量裂隙(f)．细胞端郝做绒毛(v1)断裂．排列紊乱。× 

l250 

11．病虾胃内壁上皮细胞。细胞结构残缺，核膜(Nm)扩张，缄粒体(Mi)暗断裂．内部结构模糊不清。×1200 

12病虾细胞内出现大量髓鞘样变性或其它形式的膜性结构。×1750 

7．The ccdir~ary毗ructu of midgm epidermal cell of normal shrimp．showing d nn ructl1re of double layer nuleer merabrane． 

丑nd random distributionof chromatia．Nude~(N)，Mitocheondri~ (Mi)kept hltact snucnlre．doablelayer m~mbrane．i培 inner 

membrane folded as耐 啦ae．×1200 

8． columnar epithelium cdlof— I shrimp’sIlljdguttrace．showmgjune6on complexof egdtheli~l cells(Tj)．伸i亡fIy arranged 

mierovim(Vi)×1250 

9 Hep top帅洲 血 epi~ellal ceus of se ed hr_皿p．showing expanded row emdopl~nfi~reticu]um (Rer )The nm her。f 1y∞· 

蛐  (Ly)and Go]g5(G~)apparently increased Meny cavities(V)a~ d in the~ytophsm ×1200 

10 High c~ nar e~fithdium cellof diseased shrimp’smIdg1Itn 。sho~aglOOSe e~ithdlal cell complex andmany~z~vice(1)；bro— 

ken and disarranged micz~vmi(Vi)．×1250 

11 Inner t描吐 epithellaI cell of diseased shrimp’s stomach．showing ineompl~qe cell Btructl1re，expanded nul髓r membrane，broken 

mitochrondria~rls诅e x 1200 

12 Many myl~d bodies and s如 e other mem brane虬ru吐ures proliferated．×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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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f Histo-and Cyto-pathological Changes of 

Diseased Shrimp with Light and Electron M icroscopy 

HuBngCanhua Zhang Jian} ng GaoWei ShiZhengl~ 

( I~titute Virology，̂  Ⅲ 鼬  ．W幽 ≈430071) 

W |th light and dectron mic删 y techniques，the patholog／cal changes of Bey'ell tissues of 

Panaeid chinensis were、studied．The major pathological changes m~nty took pLace in the tissues 

of digeBtive system：hepatopancreas，midgut and stomach etc．Under light microscope，itⅧ found | 

that the epithdia of inr r d~estive t~aCt were widely damaged，most epithelial cells were necrotic 

0I vaculared．While under electron microscope,apparent patholog／cal~ nges of mail1 organdles 

could be observed in diseased shrimps．For example．most c~istae of mitochondrias broken，rough 

endoplasmic reticulum gready expanded，lysosomes and various mutilayered membrane structures 

proliferated etc． 

Key words Penaeid chinensis，L ht mic~ecope，Electron microscope，Histo- and cyto-patho· 

logical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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