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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用对虾白斑综合征杆状病毒(wssv)．对泼水克氏螯虾、罗氏褶虾、日车怊虾和两种淡 

水蟹(中华缄整蟹、长江华溪蟹 )进行人工感染实验。结果除淡水克 氏瞽虾之外 ．其它受试 的虾蟹 

均不能感染wSSV。克氏螯虾 3个不同剂量组感染至 12 d，平均死亡率为 94％。从发病或死亡个 

体采集血淋巴．经电镜负染色可观察到完整的病毒粒子，其形态大小、靶细胞组织病理均与从中国 

对虾中分离的WSSV相似或相同。同时．通过原位杂交技术进一步证明该实验的可菲性。克氏螯 

虾重复感染效果良好．有可能戒为研究WSSv的一种理想的癫毒体内增殖模型。 ⋯  

关键调 对虾白斑综合征杆状病毒．淡水虾蟹，瘟 迮由擅 篷型、 w s =毒9I-k 
 ̂ 姑 咩免娴 静 

近年来导致我国及亚洲太平洋地区对虾暴发性流行病的主要病毒病原是一种对虾无包涵 

体杆状病毒，又称对虾白斑综合征杆状病毒(WSSV)⋯，它除了侵染绝大多数种类的对虾之 

外，还可侵染海洋生态体系中多种蟹类、龙虾类、端足类、水蝇类等甲壳纲动物．具有较广泛的 

宿主范围_2 J。为了解该病毒对淡水虾蟹类的侵染活性，同时为研究该病毒建立一个较合适的 

病毒增殖模型，我们选择了几种常见的淡水虾蟹类甲壳纲动物，以暴发性流行病中国对虾体内 

分离得到的WSSV为病毒病原进行人工感染试验．现将工作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 1 病毒来源及提取 

病毒材料是 1998年从宁波、唐海等地收集的。取病虾鳃附肢加 1O倍(w／v)TN(0．02 mollL Tris-HC1． 

0．4mol／L NaCt，pH7．4)埕 液中捣碎、匀浆．上清液低速离心去粗渣，并用 TN缓冲液 4倍稀释。 

1．2 淡水虾蟹及人工感染实验 

淡水警虾(Cambaru5 ctarkii)、罗氏褶虾(Max-robr&+hium rosenbe：rgii)、日本褶虾(Macrobrachium nipponcn— 

sis)、及淡水蟹 中华绒螯蟹(Erivchier sinensin)长江华溪蟹(Sinopotamort m )均从市场选贿生命力 

较强的健康个体．实验前置水族箱中充气暂养3扎 一切正常后，每种虾按 l1尾／箱分 4组．其中一箱设为对 

照 实验组(共 3组)分别按 0．1、O．2、0．3mL剂量在第三腹节沿甲壳下注射．对照组注射 O．2mL生理盐承。 

蟹类每水族箱饲养 3只．在附肢肌肉处注射 0．2mL病毒悬液，对照组注射 0 2mL生理盐水。感染 72 h后． 

采集少量血淋巴，电镜与核酸探针(Digpmbe)斑点杂交(Bot—blot)进行检测。将感染WSSV发病或死亡的虾 

(蟹)作毒源，对相应的种类再次重复感染。充气饲养．观察发病死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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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电镜样品制备 

1．3．1 负染色 感染 72 h后抽取各组虾或蟹血淋巴(加 10％柠檬酸钠抗凝)，2％ PTA负染色，样品待干后， 

在日立 H-7000FA透射 电镜下观察。 

1 3．2 超薄切片 取 72 h后各组虾或蟹胃、鳃、肝胰腺、中肠、及血淋 巴等组织，迅速切戚 1 mm 小块 (血淋 

巴经 4000 r／rain离心)，2 5％戊二醛 一3％多聚 甲醛预固定．1％锇酸后 固定。梯度乙醇脱水．苯二 甲酸二丙烯 

醢包埋，聚合后在 LKB一2128型超薄切片机上切片，醋酸铀、枸橼酸铅双染色，电镜下观察拍照。 

1．4 Dig-按酸撵针的制备与斑点杂交 

核酸片段 L46来 自中国对虾 WSSV基因组¨】，长度 1．5 kh．核酸探针 制备与斑 点杂交按 照 Boehinger 

Mannheim DfG H鼬 Prime Kit步骤操作。 

1 s 原位杂交程序 

感染样品依 Lighmer_． 方法进行包埋处理，切片厚度 4／xm．粘附在多聚赖氨酸处理的洁净玻片(Polylalm) 

上，60℃融蜡 30rain，甲苯(Sigma)脱蜡。依次 100％、95％乙醇(各 3次．每次 5rain)；80％、50％乙醇水化(3x 

10 dip)；ddH2O1rain；37℃ 100 g／ml 蛋白酶 K处理 30mimpBS漂洗 2次．4％冷甲醛固定 10rain；2×SSC 

漂洗 10 rain．每张玻 片滴加 500 uL杂交液 (50％甲酰胺．0 2％ Ficoll 400，0 2％ polyvinylpyrrolidone．0．2％ 

BSA．5×SSC．50mmol／LTris-HCI．pH8．0，1retool／LEDTA)预杂交 3 h；42℃在古 Dig探针 10 rig／mL杂交溶 

液的湿盘中杂交过夜。杂交结束后，玻片在室温下依次 2×SSC，1×SSC漂洗各 2攻，每次 10min。42℃依次 

0．5×SSC、0 1×SSC漂洗 2次．每次 30 rain。 

1 6 原位杂交检测 

玻片经 Buffer I(100mm。1／LTris-HCI，150mmol／LNaC1 pH7 5)漂洗 5min；37℃在 Buffer 11(含 1％封 

阻剂的 Buller I)溶液中阻断 30 min；Buller I漂洗两次，每次 15 rain 13ufferⅢ(100 mmol／L Tris-HCI，100 

mm。1／L NaC[，50mm。1／LMgCI2．pH9．5)室温平衡 5min；BCIP-NBT显色0．5～3h，0．1 xTE终止反应，梯度 

乙醇脱水．最后用 100％ 甲苯置换 2次．每次 5min。Eukitt封片、镜捡．阳性信号呈明亮的兰紫色。 

2 结果 

2．1 感染72 h后，各组随机抽样检测，除淡水螯虾之外，其它受试的淡水虾蟹均未见病 毒粒 

子。核酸探针斑点杂交结果如图 1所示：克氏螯虾感染组(低倍剂量组)72 h后可检测到强烈 

的杂交信号(1a)；以发病或死亡螯虾作毒源进一步感染同种螯虾．72 h后亦可检测到 明显杂交 

信号(1c)。而螯虾对照组(1b)．罗氏沼虾 、日本沼虾、中华绒螯蟹、长江华溪蟹均无杂交信号。 

图 1 斑点杂交检测 WSSV感染 72 h后的淡水虾蟹 

1a整虾感染组，1×剂量；lb螯虾对照组 ；le以发病骜虾为毒潭进 

行譬虾第 2欢感染；2a—c依次罗氏稆虾、日本沼虾、中华辕警蟹 

感染组 ；h 长江华溪蟹 ；扑 唐悔典型病虾 t3c健康对虾对照。 

Fig．1 Deteefi~ o1"freshwater prawn and crab a~ter 72 h ~nfectlon 

thW SSV 

(1＆ Crayfish Cambarus clarkil infection group1×dose；lb：cra 

fish control 1C：Repeat the infection of~~yfish；2a-c：Correspond- 

ing：M ~robrachlum rosenbergli、M ~robrachium nipponenMs、E一 

~hier sim nsis．Sl ，n m nvangtsdtitnse：3b；Shrimpfrom Tang- 

hal typically infected with W SSV；3c：Healthy shrimp contr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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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淡水螯虾人工感染结果如图2所示。实验组(1～3组)感染至 12 d，死亡率分别为 82％、 

100％、100％；而对照组死亡率为 9％．死亡个体经电镜检测未见病毒粒子；D0t—bl。t及原位杂 

交结果呈阴性反应。 

4 6 8 10 12 

Day 【er injection 

圉 2 淡水克氏螫虾感 WSSV后积累死亡曲线 (水温 19℃) 

1组：3X剂量；2组}2×剂量；3组 ：1 x剂量 {4组 ：对照组 

Fig 2 Acumuladve death curve Cambarus clarkii infected with WSSV (Water t~ perature l9℃ ) 

Group1：3 Xdosel Group 2：2×dcse；Group 3：】X dose；Group 4：Control 

从图 1结果可看出感染剂量大小与螯虾死亡率呈正相关。克氏螯虾感染 WSSV 3 d后． 

其血淋 巴经负染色可观察到典型的病毒粒子．完整病 毒粒子大小约 130 x 330～450mm．并具 

有一细长的“尾状”结构(图 3一a．b)。 

图 3一 h 从感 染发病螫虾俸内分离的无包涵体杆状病毒粒子 

F 3_丑l b Purified W SSV isolated from djseased crayfish C mh ⋯  fi 

2．3 超薄切片可见病虾鳃、肝胰腺及甲壳上皮、胃等组织细胞核内充满大量装配成熟的病毒 

粒子(图 4一a．b)，病毒大小及其形态发生与张建红等 报道的中国对虾无包涵体杆状病毒一 

2  0  8  6  4  2  0  

{≈ Io b umu 一； 目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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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 

2．4 中国对虾无包涵体杆状病毒 WSSV核酸片段 L46(1 5 kb)，经地高辛标记作探针与感染 

72 h之后的螯虾组织原位杂交。结果显示．WSSV侵染螯虾的靶组织与侵染中国对虾结果非 

常相似。图 4一c，d分别显示发病螯虾 甲壳下上皮组织及鳃上皮组织被强烈标记。肝胰腺上 

皮，肝小管血淋巴通过之处，亦可见阳性 杂交信号(图 4一e．f)。 

3 讨论 

3．1 在已发现的2O余种对虾病毒中，对虾无包涵体杆状病毒(WSSV)具有宿主范 围广泛、毒 

力强等特点，是 1993年以来导致我国及亚洲、太平洋等地区对虾暴发性流行病的主要病 毒病 

原。它除了能侵染多数种类的对虾之外，还可以侵染桡足类、端足类 、龙虾类等多种海洋甲壳 

纲无脊椎动物。本研究首次证 实 WSSV还可以侵染淡水甲壳纲动物的某些种类，它对于深入 

了解WSSV病毒传播途径、评估该病毒给海洋和淡水甲壳纲动物生态体系构成的潜在威胁，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3．2 地高辛核酸探针原位杂交技术具有特异性强、灵敏度高、结果直观等优点。本实验在斑 

点杂交与电镜检测技术基础上，结合WSSV核酸探针原位杂交技术，显示并证实WSSV感染 

淡水螯虾靶组织与感染中国对虾结果非常相似。 

3．3 对虾病毒深入研究面临着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缺乏合适增殖病毒的细胞系，目前大多依 

赖人工感染对虾活体增殖病毒。由于养殖对虾条件较苛刻，使得在实验室特别是远离海洋的 

一 些实验室研究 WSSV难度加大。克氏螯虾具有市场价格低廉，一年 四季可以获得，室内人 

工喂养容易等优点。它将不仅为研究 WSSV提供一个良好的病毒增殖体系；同时为深入研究 

WSSV性质及与宿主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较理想的实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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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一 

图 4一 

图 4一 

圉 4一 

Fig 4 

Fig 4 

Fig 4 

Fig 4 

a 超薄切片显示发病螫虾胃上皮细瞻棱内充}菏大量无包涵体杆状病毒(wssv) 

b 超薄切片显示发病螯虾血淋巴中游离或即将进入细胞核内軎勺病毒粒子 

c．d 原位杂交显示病虾鳃与甲壳下上皮组织靛 WSSV地高辛檀醴撵针强烈标记 

e．f 原位杂交显示病虾肝胰腺上皮组织与肝小管也被 WSSV地高辛核醴探针标记 

一a Ultrathin section shows the⋯ cl us of dis~sed Cambar clarkii fUled with W SSV 

U1trathln section shows dlss~ ated virus existedinthe he~mo]yph eel1 of dis~sed Carabao sdarkii．sonic virusf5 get 

ling into the nudeus 

‘e．d Hybridi~timt in situ shows the gilt and the epithellat timue we st~ngly labeled by W SSV D 一probe r~peedveiy 

‘e．f Hepatop~nerearle epithelia[tissue蚰 d its tube are also labeled by w ssv D 一probe． 

Establishment of a M odeI 

Syndrome 

for Proliferating W hite Spot 

Virus ln vivo 

Huang Canhua Shi Zhengli Zhang Jianhong Zhang Liren 

Chen Dihua Jean Robert Bonami 

(joint Laboratory Invertebrate Virology．Wuhan Institute Virology， 

The Chinese Academy Sciences．Wuhan 43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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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EugeneBataiHon．34095 MontpdiierC~lex 5，France) 

Abstracts With white spot syndrome virus(wssv)isolated from disease shrimp Penaeus chi— 

nensis，some of freashwater prawn and crabs{crayfish Cam MS clarkii，Macrobrachium rosen— 

bergii，M acrobrachium nipponensis，Erioshier sinensis，Sinopotamon yangtsekiense were select— 

ed to be artificially infected．The result shoWS that only Ca mbarus clarkii cai1 be infected by 

WSSV．The average mortality of three different dose groups(Group 1，2，3)was 94％ during 12 

days after injection．Intact viral particles can be seen from the hemolymph of dead or diseased 

crayfish using TEM negative staining，the shape of virion and their morphogenesis in host cell are 

quite similar or identical to the W SSV isolate．Hybridization in situ tec hnique was us ed to COn— 

firm the tel／ability of the experiment．The result cain．be repeated using diseased Ca mbarus clarkii 

to infect the sat~e kind of crayfish．it suggests crayfish Ca mbarus clarkii cai1 be used as a good 

roodel for the further study of WSSV． 

Key words White spot syndrome virus(WSSV)，Freshwater prawn and crabs，Model of prolif- 

erating W SSV in vi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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