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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宿主增殖松毛虫质型多角体病毒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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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Producing Dendrolimus punctatus Cytoplasmic 

Polyhedrosis Virus in Substitutive Host Insect 

MA Yong-ping，MENG Xiao—lin ．HU Rong，XU Jing—ping 

(Institute of Virology，Wuhan Univers zly．WuAan 430072．China) 

Abstract：Arg'yrogramma agnata has been selected as a substitutive host insect for producing Den 

drolimus punctatus Cytoplasmic Polyhedmsis Virus(DpCPV)，In our experiment．it is very suscepti— 

ble to DpCPV．The DpCPV produced  in A．agnata is designated Aa-DpCPV The cytoplasmic poly— 

hedra body(CPB)．the virion size and the shape of Aa—DpCPV are same as that of its original DpCPV 

(DpCPV-W1984) The RNA bands of Aa-DpCPV and DpCPV—W1984 al1 have 10 RNA segments re— 

spectively in 3％ PAGE．which molecular weights ranged in size from 2 98×10。to 0 66× 10。Dal— 

ton．Aa—DpCPV has the saro．e strong toxicity as that of DpCPV-W1984(from D punctatus)tO D． 

punctatus(Walker)larva So it cai2 he applied tO the pine caterpillar contro1．The DpCPV yield in 

A．agnata iS 2．5 x 10 CPB／larva 

Key words：Dendrolimus punctatus；Cytoplasmic Polyhedrosis Virus；Substitutive host insect；Argy— 

rogramma agnata；Genome 

摘要：银纹夜蛾幼虫(Argyrogramma agnata)对松毛虫 CPV(DpCPV)十分敏感，本文对两种不同的宿主增殖松毛 

虫 CPV作了比较．屯镜证实用替代宿主增殖的 DpCPV与原毒株多角体(CPB)和病毒粒子的形态完全一致。3％ 

PAGE分析二者的 RNA图谱基本一致．有大小相同的 2 98×10‘一0．66 X 10 道尔顿的 10条带．用它增殖的 

DpCPV(Aa-DpCPV)对松毛虫有相当的毒力．每头 3龄幼虫病毒产量平均为 2 5 X10 CPB。 

关键词：松毛虫；质型多角体病毒；替代宿主；银纹夜蛾；基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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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毛虫是我国林业的一大害虫，种类多，分布范 

围广．防治十分困难。在已发现的26种松毛虫中每 

年有近 8种发生大面积危害，受害面积达 300万公 

顷，木材损失量约 400万立方米，直接经济损失近 

60亿元⋯。 

橙毛虫质型多角体病毒(Dendrotimus puncta— 

tus Cytoplasmic Polyhedrosis Virus。简写为：DpCPV) 

是防治松毛虫的重要成员之一，自八十年代以来．用 

DpCPV防治松毛虫取得了明显的防治效果 ’ ，但 

人工饲养松毛虫技术一直未能解决。匿栏饲养松毛 

虫增殖病毒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DpCPV的生产问 

题．在防治松毛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种生 

产方法往往严重受季节、地域、虫种及松针种类等自 

然因素的制约，生产规模、产量和质量难以满足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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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应异j的需求，而且工作量大，分离纯化病毒比较困 

难，松毛虫毒毛也有害生产者的健康。综观上述弊 

端，促使许多研究者寻找其它虫种作为增殖 DpCPV 

的替代宿主。棉铃虫(Heliothis ar,~igera)，粉纹夜 

蛾(Trichoptusia ni)相继被发现可作为马尾松毛虫 

CPV增殖的替代宿主 J 应用二者增殖的马尾 

松毛虫 CPV对 马尾松毛虫 有很高的感染力，为 

DpCPV替代宿主研究奠定丁基础。最近作者从多 

种鳞翅目害虫中筛选出银纹夜蛾(Argyrogramma 

agna~a)对 DpCPV十分敏感(已申报专利)，并对两 

种不同的宿主增殖松毛虫 CPV从多角体的形态、病 

毒粒子形态及 RNA图谱等方面作了系列比较．现 

将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l l 1 病毒 松毛虫 CPV—W1984由武汉大学病 

毒研究所昆虫病毒室等单位于 1983年从云南的文 

山松毛虫[D 声Hncfn￡“s 扎s an阱s s(Tsai)]中分 

离所得 

1．1 2 供试虫种 银纹夜蛾、菜青虫(Pieris r。一 

加 )、小菜蛾(Plutdla aylostella)由本室饲养．马尾 

松毛虫(DendrotimM punttatuS walker)幼虫采 自河 

南新县林区 

1 2 实验方法 

1 2 1 替代宿主筛选 每 30头供试幼虫置一养虫 

盒内，将 1 ntL浓度为 1 5×10 CPB／mL的 t~cPv- 

W1984喷涂人工饲料或天然饲料，分别舔食感染2龄 

银纹夜蛾、菜青虫和小菜蛾，每组 30头．3个重复处 

理，加无菌水处理的饲料作正常对照，24 h后换饲正 

常饲料(26=1℃．相对湿度85％)．逐 日观察记录。 

1 2 2 替代宿主增殖的 DpCPV的鉴定 参照文 

献 ’所述方法观察病虫症状、组织切片镜检、多角 

体姬姆莎染色，病毒多角体经差异离心和蔗糖梯度 

离心，洗糖后，2％ PTA(磷钨酸)负染．日立 H．8100 

型透射电镜观察。 

1．2．3 DpCPV—W1984及 Aa-DpCPV RNA的提取 

及电泳 参照文献[8]的方法．有改进。取纯净的 

CPV多角体 (CPB)悬于双蒸水中，加 2倍体积的 

Tris饱和酚 ：氯仿(10：1，pH5 5)抽提 2次，每次 5 

rain，水相加 1／10体积的 3 mol／L(pH5 5)，2倍体 

积的冷乙醇．一20*(2冷冻 30rain后离心．沉淀溶于 

含有 RNasin的0 1×TAE buffer中。然后参照文 

献 在 3％ PAGE上电泳．电压 20 V／cm．2 5～3 

h。EB染色 5min。 

1 2．4 Aa—DpCPV回感马尾松毛虫的毒力试验 

取用连续 5代在替代宿主中增殖的 Aa-DpCPV按 

1．5×10 CPB／mL～1 5×10 CPB／mL 5个稀释度 

涂抹马尾松松叶，感染 3龄马尾松毛虫幼虫，每组 

30头，3个重复处理．同时设相同浓度的橙毛虫增殖 

的DpCPV与试验组 比较，设无菌水处理的作空白 

对照．7 d后记录死亡情况。 

1．2 5 虫龄与病毒产量相关性试验 用 1×10 

cPB／mL DpCPV分别舔食感染2、3、4、5龄银纹夜 

蛾幼虫．每组 3O头．3个重复处理，用无菌水处理的 

饲料作空白对照。3 d后记录死亡情况，并计算各龄 

死虫每克病毒产量(湿重)和每头虫病毒产量。 

2 结果 

2．1 替代宿主的筛选 

在供试虫中，菜青虫、小菜蛾均来见明显发病症 

状，银纹夜蛾出现感染症状。 

2，2 DpCPV感染银纹夜蛾 

银纹夜蛾在感染 4 d后出现行动迟缓，懒动少 

食等症状，7 d后开始死亡，15 d死亡率达 8O％ 

上．19 d病虫死亡率为 100％ 病虫虫体发灰．排泄 

乳白色粪便，光镜检测有大量的病毒多角体，后期排 

泄纯净的白色多角体团块 (图 1)。死虫体壁完好， 

不液化，表现出明显的 CPV感染症状，组织切片证 

实中肠细胞中有大量的多角体(图2)。分离提纯的 

囝 1 感 夔症状 

a．正常幼虫lb，感染幼虫 正常蛹；d．感染蛹 

e，排泄的多角体团块(箭头所示) 

Fig 1 Infection symptoms 

a．norm~larvae；b，infected]arvae；c，normal pupael d．inf~ted pu 

口 ；e，⋯ w ~hows excreted polyhedra dttmpli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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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体，经姬姆莎染色呈兰色，证明为CPV，电镜观 

察 Aa DpCPV，多角体及病毒粒子其大小、形态与 

DpCPV—W1984原样品完全一致，多数呈六角形，少 

数为四方形或锥形，大小在 0 65～2 55 m间，病毒 

粒子大小在 0 025～0．030 m之间(图 3)。用 Aa— 

DpCPV回感 3龄马尾松毛虫幼虫．有很强的感染 

力，校正死亡率高达 90％，症状与 DpCPV—W1984 

感染相同。 

与对照相比，替代宿主银纹夜蛾病虫发育迟滞， 

虫体萎缩，体重锐减，二者相差 7．8倍(图 1)，粪便 

排泄量减少4 9倍(表 1)。 

2．3 as-OpCPV与 DpCPV-W1984的 RNA图谱比较 

经 3％PGAE电泳分离后 EB染色，Aa-DpCPV 

与 DpCPV-W1984原株的RNA带形完全一致，二者 

图2 病虫中瞄组织切H(5400 

箭头乐多角锥。 

Fig 2 Middgut tissue SeCt1on ol infecled larva f 5400× 

Arrow shows polyhe rlra 

图3 多有体(5400×)及病毒粒子(130~0×) 

DpCpVW1984多有体；b．Aa-DpCPV多角体；c．Dtacpv病毒粒子：d．AwDpCPV病毒粒子 

Fig 3 Polyhedm (5400×)and virion(13000×) 

a．DpCPV-W 1984 poIyhedra；b．AaDpCPV polyhedra；c．DpCPV W 1984 virion；d Aa-DpCPV virioa 

均呈现出分子量大小相同的 l0条带．其分子量(× 

10。D)由大到小依次为 2 98、2．82、2 70、2 35、 

1 95、1．23、1 02、0 90、0．81、0 66⋯e5 分子 量 

为 17．43×10 D(图4)，说明DpCPV经替代宿主增 

殖后，其基因组结构仍保持稳定。 

2 4 病毒增殖的最佳虫龄选择 

选择替代宿主的目的在于生产应用。因此确定 

替代宿主最佳感染虫龄有重要的生产价值，用 1 mL 

浓度为1×10 cPB／mL的病毒分别感染 30头2～5 

龄银纹夜蛾增殖 DpCPV，每个处理随机取 l5头死 

虫进行产量分析，结果显示2～3龄幼虫是增殖病毒 

的最佳虫龄，4～5龄虫敏感性差，每头虫病毒产量 

差异并不显著(表 2)。 

衰 I DPCPV-WI984感染替代宿主试验 

TaRe 1 Expenn~Jt of DpCpW WI984 l ectmg the substitutiw, t in~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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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2 虫龄与癌毒产量相关分析 

TaNe 2 Correlation ane3y s ol the b a i~tar to the polyhedm yield 

*：数值为 3披重复的校正值 

* 3 Re-plicatio~ ⋯ ted figure* 

在虫龄与病毒产量的相关性分析中，4～5龄组 

病虫有化蛹现象，说明老龄幼虫对病毒的敏感性差， 

但蛹明显地比正常蛹小而轻(图 1b c)．实验组蛹重 

0 164 g／个，对照为 0 223 g／个，二者相差 1 4倍= 

进一步观察蛹的羽化率，每只雌蛾平均产卵量及初 

孵幼虫成活率，发现 4～5龄实验组蛹死亡率高，羽 

化率只有 60 8％ 产卵量大大下降，初孵幼虫成活 

率也极低，正常对照组羽化率为 100％(表3)。 

衰3 DpCPV对替代宿主I老；I叁】劫虫的感荣效集震案 

Table 3 Experiment。f DpCPV inl'ecting to the aged~ubstitutive host ir~ect 

注 ：a实验组．b．对厢组 ，mDn =nmrudity =concentration．1ar=larvae c=eorr~t 

c 3，3龄幼虫对照组死亡率为0，其余项目未作统计。 

2．5 Aa-DpCPV与 DI~1PV感染马尾松毛虫的毒力 

比较 

毒力测试结果表明，替代宿主与天然宿主增殖的 

Dr~PV具有同样的感染力 浓度．死亡率回归分析显 

示，Aa-DpCPV的回归方程为 Y：0．5016x+3．741 

I?~CPV的回归方程为 Y=0．5035x+3．614，其半数致 

死浓度 I』 分别为3．24×10 cPB／niL和 5．65×io2 

CPB／rnL(表4)。在 22 l'C I×10 CPB／mL时，时 

间一死亡率回归分析显示，Aa-DpCPV的回归方程为v 

：4 78x一0 6542，半数致死时 间 u 为 l5 23 d， 

DpCPV的回归方程为 Y：4．82x一0 6123，半数致死 

时间L丑0为 l4 59 d(表 5)。证明用银纹夜蛾作替代 

宿主增殖的 DpCPV,具有与天然 DpCPV相当的毒 

力，可作为松毛虫病毒的替代宿主。 

衰 4 DpCPV与 Aa．DpCPV对马尾松毛虫的半数致死浓度测定 

TaMe 4 test of DpCPV and Aa-DpCPV to D．punctatun walker【一 a 

注：1对照死亡率为零c 2 corI=⋯ 明呻ti on =mor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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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5 DpCP~与 Aa．DpCPV对马尾粒毛虫的半数致死时间测定 

Table 5 LT50 te of DpCPV and -DpCPV to D c以 叫 u ￡hr larva 

注 病毒浓度均为1×1CI CPB／mL concentration。f CPV is 1×i0 CPB／mL 

| 
图4 3％PAGE RNA图谱 

Fig 4 Map 0』genomeRNA 3％ PAGE 

a．DpcPV RNA；b．AaDpCpV RNA；c．?d3NA／Fhnd口 

3 问题与讨论 

用替代宿主增殖松毛虫 CPV，是松毛虫病毒从 

野外增殖走向室内进行工厂化生产的关键。作为病 

毒杀虫剂，人们关注的是替代宿主增殖后 DpCPV 

是否保持了原毒株对松毛虫的致病杀虫性能(即毒 

力)，国内已有的研究和本试验结果均证明替代宿主 

增殖的DpCPV具有与松毛虫增殖的DpCPV相当 

的毒力 一般而言生物性状由遗传物质决定，也受 

寄主及其细胞内环境的影响 】。有人认为宿主松 

毛虫的变换会影响 DpCPV基因组型的稳定性ll 。 

率研究结果表明，在替代宿主上增殖 DpCPV，其多 

角体形态结构与基因组型仍保持稳定，从形态学、生 

物学功能和基因组水平上证明用替代宿主生产松毛 

虫 CPV杀虫剂的可行性。 

松毛虫 CPV在松毛虫综合防治中难以推广的 

重要因素是依靠野外增殖病毒难 形成工厂化、规 

模化、受季节、气候、食物的影响以及松毛虫毒毛对 

生产者的危害。因此，选择替代宿主显得非常有意 

义，陈 昌 洁等 利 用棉 铃 虫 增 殖 赤 松 毛 虫 (D 

spectabilis)CVP获得成功，为松毛虫 CPV替代宿主 

研究做出了开创性工作 J，曾陈湘等利用棉铃虫增 

殖马尾松毛虫 CPV也获成功，并证明利用棉铃虫增 

殖的马尾松毛虫 CPV具有与天然马尾松毛虫CPV 

相当的毒力l5 。周小毛等发现粉纹夜蛾增殖马尾 

松毛虫 CPV，敏感性高，死亡率达 100％，增殖的病 

毒对马尾橙毛幼虫的毒力与天然马尾松毛虫CPV 

的毒力相当l6】。由于粉纹夜蛾与棉铃虫相比无 自 

相残杀习性，可群体饲养，但对其生活习性及人工饲 

养等研究未见详细报道。相比较而言，对银纹夜蛾 

的生理、生 活习性和人工饲养的研 究要详细得 

多[tl-l 。 

银纹夜蛾作为 DpCPV增殖的替代宿主，在生 

产应用上有其独特的优点：1)，我们研制出了适于其 

繁殖和生长的人工饲料．饲养成本低廉，饲养方式简 

单，成活率高，产卵量大(4oo粒／对)，孵化率达95％ 

以上，已经建立了一套成熟的饲养技术路线，积累了 

大量的饲养技术数据，为规模化饲养创造了技术条 

件。2)，银纹夜蛾幼虫可群集性饲养，17×12× 

5cm3的盒具可饲养 100--150头幼虫而不发生自相 

残杀，工作效率大为提高。3)，银纹夜蛾蛹无休眼习 

性，一年四季都能进行生产，设备利用率高，产品年 

产量大，能满足松毛虫大发重时的大量需求。4)，单 

虫病毒产量高达 2 5×10 CPB。5)，银纹夜蛾感染 

周期短，15 d左右即可收获病毒，比松毛虫的感染周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160 中 国 病 毒 学 第 16卷 

期缩短近一半。6)，对饲养者无毒害。 

银纹夜蛾又是农业害虫，危害多种蔬菜，可拓宽 

DpCPV的应用范围，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既然利用替代宿主增殖 DpCPV，可大规模生产 

松毛虫 CPV，那么，用替代宿主进行 DpCPV与宿主 

域相关因子、病毒的侵入途径、分段 RNA的功能等 
一

系列基本的理论问题也将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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