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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uckling mice were inoculated with L6565 blLV for researehlng the pathogeny of L6565 moL!se 

Leukemia Afterinoeulatica~，叽emol3y,eⅧ sacrificed r3r week．Theperipheral blood，thymus，[ymp畸 node， 

spleen and liver weTe removed from l'lflOIl~．|I11e tissues were used to observe tIl0 pathological changes and to 

detect1．6565 MLV RNA by RT-PC~ ．At 3～5 weeks postinoeulation．routine thynms．1ymphy node began to 

swell，And IIIOU~ leukemia was indueed at 10～12 weeks postinoeulatlon．L6565 MLV RNA Ⅵ∞ detected first 

inⅡl0use thymus and s een at the se~nd week曲 er inoculadon，and the viral RNA *,vaS detected in rnanv 

／131iillle oigalls 8s time goes on．The results sh㈣ d that L6565 l／lOUSe leukemia COIlld be jnduced  by L6565 

naalne leukemia、TirllS，and it is relat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lvmph0cyte by 1．6565 MLV． 

ICey words：1．6565 mul'hle leukemia vims(L6565 MLV)；Pathogeny；L6565 mouse leukemia 

摘要：为探讨病毒与白血病发生的关系，我们用Ih565小鼠白血病病毒(IJ5565 MLv)悬液感染乳鼠，每周观察小鼠的 

发病情况及病理变化，并用逆转录一聚合酶链反应(RT-PCR)动态检测小鼠体内病毒核酸的分布。结果发现：小鼠 

感染病毒后3—5周，其脾脏和淋巴结呈早期白血病的病理改变。至第 l0一l2周小鼠发生淋巴细胞白血病．表现出 

耸毛、活动减少、腹膨胀等症状。病毒核酸于感染后第2周首先在小鼠胸腺、脾脏检测到，随时间延长，病毒核酸广 

泛分布在外周血、胸腺、脾脏、淋巴结等多种脏器组织中。本实验表明I~565小鼠白血病病毒可诱发小鼠白血病，其 

机制可能与病毒促使淋巴细胞向白血病细胞转化有关。 

关键词：L6565小鼠白血病病毒；致病性；Ih565小鼠白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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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认为白血病的发生除与遗传和环境因素有 

关外，还与病毒感染有密切关系，例如逆转录病毒科 

中人 T淋巴细胞白血病病毒(human T-ce11 leukenfia 

virus，}丌1lv)可引起人类 T淋巴细胞白血病。为了 

研究病毒与白血病的关系，可利用上海医科大学病 

理生理学教研室 1965年建立的1．6565小鼠白血病 

模型⋯。郑葆芬等从该模型分离鉴定了C型病毒 

颗粒的存 在，并将该病毒命名为 L6565小鼠白血病 

病毒 (L6565 murine leukemia、Tin】s，1．6565 MLV)【2l。 

我们用 1．6565 MLV直接感染小鼠．观察其感染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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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情况及病理改变，并结合小鼠感染发病过程中 

对病毒核酸的动态观察，以探讨 I_6565 MLV的致白 

血病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动物 

昆明种乳小白鼠(出生 24h以内)由武汉大学实 

验动物中心提供。 

1 2 病毒 

含 I_6565 MLV的 I_6565淋巴细胞型白血病细胞 

系购 自上海医科大学病理生理学教研室。I_6565白 

血病细胞用含 lO％d~牛血清的RPMI．1640液体培养 

基于37℃常规悬浮培养24h后，细胞浓度达3×1o6 

个／mL时收集细胞，反复冻融 3次，2 O00r／min离心 

5min，收集含 I_6565 MLV的上清液(每瓶细胞收得上 

清液 3rnL)作接种用。 

1 3 试剂 

Rt~II一1640培养基、小牛血清为 GIBCO公司产 

品，引物由GIN20香港分公司合成，RNasin及 dNTP 

购自华美生物工程公司，Taq酶和 AIVIV．RT酶为 

Promega公司产品。 

1 4 1．6565 MLV感染小鼠脏器组织切片的制备 

将上述所制备的病毒悬液0 2mIJ只腹腔注射 

乳鼠，次日重复注射 1次，观察小鼠感染后表现，共 

观察 】4周，并于注射后每周处死 1只小鼠，分别取 

其脾脏、胸腺、淋巴结、肝脏作常规病理组织切片。 

HE染色、镜检 

1 5 L65~~MLV感染鼠体内病毒核酸的动态检测 

1．5．1 引物设计 根据 Moloney MLV基因组 POL 

基因保守区核苷酸序列_3 设计一对引物，其序列为 

PI：5．_GAGACTGTrGGACCAGGGAA一3’(对应于基因 

组 2834—2854的有 意义 链)；1'2：5’一TI~TCCq'GA． 

GATrCCCAT--3’(对应于基因组 3125～3143的反意 

义链)。 

1．5．2 cDNA合成 参照文献【 J提取上述脏器组织 

及外周血白细胞 RNA，将RNA逆转录为cDNA．反应 

总体 积 为 也，含 50mmol／L s-HcI、50mmol／L 

KCI、10mmo1／L~k,o2、10mmo／L D'IT、0 5mol／L Sper— 

midine、0。5mol／L s、0．5tanol／L下游引物(P，)、 

2．5U AMV逆转录酶、10U RNasin以及 5 提取的 

RNA溶液。反应在 42℃孵育45rain，然后在 95℃ 

5min终止反应。 

1 5 3 PCR反应 50 的反应体系中，含 10nrnol／ 

LTris—HCI(pH8．0)、1．5mmol／LM h、50mmo1／LKCI、 

0．5mn~l／L dNTP以及各 0．2,omol／L的上、下游引物 

(P1、P2)和 1．5U Taq DNA聚合酶 I 正cDNA或 DNA 

溶液)，经 92℃ 45s一57℃，45s一72 60s循环 3O 

次，最后在 72℃延伸 5rain完成 PCR反应，扩增不同 

时期小鼠脏器组织中 L6565 MLV核酸片段(片段大 

小为310bp)。 

2 结果 

2．1 小鼠感染 1．6565 MLV后的发病情况及病理改 

变 

接种 I_6565 NLV悬液 3～5周后小鼠的朐腺、脾 

脏开始肿大，取小鼠胸腺、脾脏、淋巴结等脏器作病 

理切片．HE染色后镜检发现：小鼠的脾脏和淋巴结 

呈早期白血病改变，表现为淋巴滤泡扩大并融合成 

片，组织中有白血病细胞浸润。至第 1O—l2周小 鼠 

发生淋巴细胞白血病，表现出耸毛、活动减少、腹膨 

胀等症状，小鼠脾脏和淋巴结肿大，正常结构基本消 

失，被大量白血病细胞取代。自血病细胞的特点是 

大小较一致 呈圆形，胞浆少 、核染色质少而边集 、核 

可 见转 的 舒 f 目I 21 

1 [~565 血埘小鼠脾脏病生(HE×loo) 

，̂正常小鼠脾脏组组切片iB．1,6565白血病小鼠脾脏组织切片； 

箭头示淋巴滤泡扩大并隔合。白血病细胞蛙润 

Fig．1 qhe d ealdⅡ Ifi565]a&etrial『l—  

It 幅]yr~ zldfdhcl~d~Mafim fusi(,n．mdI 1 mI[II 】 k 1a 

日A， ㈣  tm  m  ；n． L leukemia 

2．2 【6565 MLV在小鼠体内的动态检测 

L6565 MLV感染乳鼠后第 2周，病毒核酸首先 

出现在小鼠胸腺和脾脏组织，至第 3周可于外周血 

中检测到，第 8周以后则在胸腺、脾脏、淋巴结中均 

检测到 1．6565MLV RNA(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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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6565白血病小鼠脾脏病变(HE x 400) 

脾脏正常结构基本消失，被大量白血病细胞替代．可见较多桉分裂相 

．̂正常小鼠脾脏组织切片；B，L6565白血病小鼠脾脏组织切片， 

Fig．2 The eea cal 1(：665l Ⅱ (×删  

The nonm]61a1]etl,l~ of eeⅡ～ dⅡn by lots of leukemia cells， 

it sho~-ing cell nucl~sfl~ons．A，the e of noma]nlOtl~；B， 

the~leea ofI~565 leuke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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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3 L6565 MLV感染小鼠脏嚣eli l L6565 MLk旧 ffl-PCI{检测 

1．DNA分子量标准；2，L6565小鼠白血病病毒；3，患鼠脾脏； 

4．患鼠朐腺；5，虑鼠外周血；6闸 萨奇病毒 B组：7，积蒸水。 

]rlg 3 Detecti~ of L6565 RNA by RT-PcRinthei．'ff~ted rc~use 

1，DNA marker；2．L6565 ；3，rratrine 唧 ；4，llll~lle thymus；5． 

the p ph目 blood of rnouee；6，CBV3；7。dd 0． 

3 讨 论 

小鼠白血病病毒属逆转录病毒科 c型 RNA肿 

瘤病毒，可致小鼠白血病。国外对病毒诱发小鼠白 

血病进行了深人的研究 ，以 Moloney MLV为代表。 

1．6565小鼠白血病是具有我国特点的T(天津)一s 

(上海)一z(遵义)小鼠白血病系统的瘤株，现认为 

该模型由1．6565 MLV诱发。为进一步研究病毒与白 

血病的关系，我们采用病毒悬液直接感染小鼠，结果 

发现．小鼠于感染后 3—5周出现脏器病变，10～12 

周发生小鼠白血病，表现明显症状。这与某些文献 

报道 1-6565小鼠白血病潜伏期60d左右相差较远， 

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接种取材不 同所致。文献报道 

I_6565小鼠白血病通常用 1．6565白血病小鼠的胸腺、 

脾脏等脏器组织的无 细胞提取液进行接种所诱 

发( _6l，而我们的实验采用体外培养的含 L6565 MLV 

的白血病细胞悬液接种。可能体外培养细胞中所含 

I_6565 MLV的量较白血病小鼠脏器组织中所含的病 

毒量少得多，因此导致小鼠白血病的潜伏期较长。 

同时，我们根据 Moloney MLV基因组 POL基因 

保守区核苷酸序列设计一对引物 ，成功地用 RT-PCR 

法扩增了 I_6565 MLV RNA，利用该法从 1．6565 MLV 

感染小鼠的胸腺、脾脏等脏器中检出 I_6565 MLV 

RNA。从核酸水平证实了1．6565 MLV在白血病小鼠 

体内的存在。 

本实验用 I_6565 MLV病毒悬液直接感染小鼠， 

使小鼠发生了白血病。结合邦葆芬等人从 I_6565小 

鼠白血病模型中分离到 I_6565 MLV等资料⋯，可以 

说明 L6565小鼠白血病与 I_6565 MLV病毒感染有 

关。 

有关病毒诱发白血病的机制 ，Tumas等人研究 

发现小鼠白血病病毒感染小鼠以后，病毒核酸首先 

出现在骨髓、脾脏和胸腺组织中_7 ，进一步的研究表 

明骨髓多能干细胞是小鼠白血病病毒感染的靶细 

胞‘8j。我们的研究得到相似的结果，用 1．6565 MLV 

接种乳鼠后，随时间推移，小鼠脏器中以胸腺和脾脏 

最先受累而逐渐肿大。对 I_6565 MLV RNA动态检 

测的结果与病理变化一致，1．6565 MLV RNA首先(接 

种后第2周)出现在胸腺和脾脏，然后在外用血中被 

发现，最后出现在肝、肾等其它脏器。有学者还从癌 

基因方面对小鼠白血病进行研究 ，结果发现白血病 

小鼠体内细胞c—raye，c．1os等癌基因过度表达 j，小 

鼠白血病病毒核酸多插人到细胞原癌基因附近 】̈⋯。 

因此，我们推测 L6565蛐 v致小鼠白血病的机理可 

能是：1-6565 MLV首先感染小鼠胸腺、脾脏中淋巴于 

细胞，以前病毒 DNA方式插人到细胞原癌基因附 

近，从而激活这些癌基因的过度表达，使淋巴干细胞 

转化为白血病细胞，当白血病细胞达一定数量随血 

流侵犯全身各主要脏器时'／J、鼠即发生白血病 

参考文献 

[1． 上海笫～医学院病理学教研 小鼠L6565病毒性淋巴 脆 

J0【病的生理学特征及电子显傲链观察[J]新医学 ，1974 5(3)： 

1O3．1o5． 

[2] Zheng BF．s}l∞ YF，0Ⅻ L，e／a1．I~]afion and c]mraete6．r~im 0f 

n"L1 L6565 leuketrfi~vies[J：Chinese Hed／cal J Ⅱ ．1985．98： 

6ss．66l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中 国 病 毒 学 

[3] Sh／,mick Tm．L r RA，~ tclLffe J．Nucleofide。 J㈣ of 

Md啪ey mmm-~leukemia nb[J]． Nature，1981，293：543·548 

[4j ben—cu M． pmivM，c∞协 S，d ．S'm~cture p e 【耵 

tal-，删 一 nd 一 c恤 聊  Df．ⅡV·1 irl 1舢 h 懈  

d I 目 La ∞[J J virol，1990，64：3391-3398 

5] 程立．钱振招 国内实验性白血病研究进展[R]中华血液学杂 

，1983．4(1j：52-55． 

6] 张雷 郑葆莽，陶鸿根，等，带有 L6565小鼠自血病府毒的细胞 

系的建立[J]病毒学报，1988，4(1)：18-21． 

[7 l【『删 K，Overmoy~B，C]~ iger CV，d ．Muri~e leuken,ia 日in一 

第 16卷 

f 呻 inimrmm∞a Ⅻt adult n~ce[J]VimloEb'，1993．192(1)：l一 

9． 

[8] I— K，c删 Wt瑚 K，4 ．M~Eneleukemia～ i~ects~sr]y 

b『m n邵删 l~ intors in immunc~ mtsⅡl 【J J VIId。 ， 

1996．224：573-5／5 

[9] 殷莲华，郯顷国，程立，等，h656S小鼠自血病癌基因表达的初 

步研究[J]中国病理生理学杂志，1997，13(2)：173—175 

[10] BuddyⅢ ，m M，丑l BF， ． d d ch删 趾im 蚰d 

『 哪  do．dt~ 0f啊 ne c一切 h n醐 d 甜 棚 the’ISZ 

。 m m ∞d [J]．ViMc~／，1995，212：367-392．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i新书介绍； 

《临床病毒学》 

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裘法祖教授题词，上海第=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陆德源教 

授作序，武汉大学医学院博士生导师扬占秋教授等编著的《临床病毒学》一书已于200O年5月由中国医药科 

技出版社出版。本书60万字，分理论和技术两大部分，理论篇先系统总体叙述病毒对宿主细胞的作用，宿主 

对病毒感染的免疫应答，特异性诊断和防治原则，然后对常见的重要病毒的特征、致病性和免疫机制以厦诊 

断和防治方法逐个阐述。技术篇则推荐操作性强的病毒学常见技术。本专著内容新颖，重点反映了上世纪 

90年代以来的病毒学研究新进展，另一特点是本书内容始终贯彻与突出“临床”两字，使理论紧密结合实际， 

基础真正为临床所服务。它是临床医学、病毒学厦相关专业医务工作者的必备参考书。也可作为硕士生选 

修课教材。该书定价48．0o(舍邮寄费)，欲购者请与武汉大学医学院病毒学研究所肖红、文利同志联系，邮 

编430071，电话 02．卜_87331136(8733]52)，或与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发行科联 系，联系人薛军，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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