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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ome characterizations of four Grass Carp Reovirus(GCRV)strains were comparatively 

studied at the first time．It showed that the stored GCRV873，GCRVs75 and GCRv876 at minus 3012 for 

ten years still remained infectious to CIK cells，and the 3 virus titers could reach above 10 TCIDs0／ 

mI ，which was a little lower than the newly isolated GCRV99l strain s．After inoculation 3 4 genera— 

tions，their titers rised gradually，and the titer of GCRV873 could be up to the highest，which was al— 

most 6 4x10“TCIDso／mI with 0．05PFu／cellmultiplicity ofinfection(MOI)at 2812 ．Theinfec— 

tive ability of the four strains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28℃，3l℃。34℃，37℃ and 41℃)was also 

detected，which revealed that CPE appeared in CIK cells under above conditions，but titers depressed 

as the temperature rised In addition，4 GCRV—ds RNAs were also compared in a same electronic con— 

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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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次对低温保存的三株草鱼呼肠孤病毒 GCRvm、GCRvm、C-CRV 与新分离的 GCRv t毒株进行了 

细咆培养与病毒感染特性等比较研究。结果表明，GCRV州、GCRV日7 GCRVs76在 一30'(2保存 l0年后仍然具有一 

定的感染性，其滴度均在 10 TCID50／mL以上．略低于从病鱼组织分离的 GCRV991毒株的滴价。经传代培养后，四 

株GCRV的毒力逐渐升高．并趋于稳定；当感染复数(MOI)为0 05PFu／cell时，测定四株 GCRV的滴度均高于 l0 

TCID~／mL 但略有差异。GCRVs73的滴度品高，可达到 6．4×10“1℃I n／mL。连续传代的 GCRV毒株在不阿温 

度(28"(2、31'(2、34"12；、3TC、4112)务件下 均可感染 CIK鲴咆；在 Z8"C时，感染效价最高，随着温度的升高．其感染效 

价逐渐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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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鱼是我国淡水养殖四大家鱼之一。出血病引 

起草鱼大批死亡，严重地影响我国淡水养殖业的健 

康发展，故该病病原及其防治技术的研究多次被列 

为国家科技攻关项目[1-3]。1983年，我国首次报道 

引起草鱼出血病的病原为草鱼呼肠孤病毒，其后在 

防治技术上取得明显进展。由于粗制疫苗的效果不 

稳定，迄今在我国南方及长江流域淡水养殖基地出 

血病仍时有发生。故对不同地区分离株进行生物学 

特性比较研究，由此进行抗病育种的筛选具有十分 

重要的理论及应用价值。GCRV9 I(湖南长沙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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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近年来分离的强致病力毒株⋯。为进行草鱼 

抗病育种研究，我们进行了低温保存的三株草鱼呼 

肠孤病毒 GCRV 、GCRV875、GCRV 与 GCRV99l 

毒株的细胞感染及核酸特性比较研究。下面报道本 

研究实验结果。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实验所用细胞为草鱼肾CIK(Ctenopharyngodo 

fz” Kid ey)细胞系[ ，传代代数为 148代，由本 

实验室保 存。草鱼 呼肠 孤病 毒湖南邵 阳株 

(GCRV873)、武汉南湖株[ (GCRV875)、湖北仙桃 

(GCRv8 )均由本实验室分离，于一30"0低温保存。 

草鱼呼肠孤病毒湖南长沙株(GCRV )毒种由湖南 

农业大学提供。 

1．2 方法 

1．2．1 细胞培养与病毒增殖与滴度测定 草鱼肾 

细胞系(CIK)的细胞培养及病毒接种传代与清度测 

定按本实验室常规方法进行 J。 

1 2．2 GCRV99．毒株的分离及细胞感染试验 取 

湖南长沙患出血病草鱼内脏．用 1×PBS(pH7 2)漂 

洗三次，加入少量 10mmol／I 的 HEPES(pH7 0)缓 

冲液，用组织匀浆器磨碎，制成 1：10的粗制悬液。 

匀浆液在一30℃冻融三次，用普通滤纸过滤，滤液经 

8 000r／rain(Hitachi，RPR一20—2转头)离心 30min，去 

沉淀，上清液加入青 霉素 (1(1(1u／mI )和链霉素 

(100vcg／mI )，过滤除菌。然后用不含血清的 MEM 

对该病毒悬液进行 l0倍稀释．接种处于对数生长期 

的 CIK细胞。 

2 结果与分析 

2．1 四株GRRV初始滴度测定 

通过对本实验室在低温(一30℃)保存 l0年的 

三株(GCRV87"GCRV 、GCRV )进行滴度测度， 

发现 GCRV在低温下长时间保存仍然具有一定的 

感染性；新分离的毒株 CCRV 在进行细胞感染实 

验后的初始滴度略高于低温保存的三株 GCRV(结 

果见表1)。从表中可 看出．低温下长期保存的三 

株 GCRV，在出现 CPE的时间上均晚于新分离的毒 

株，可见低温保存的 GCRV的致细胞病变作用明显 

低于从病鱼组 织中所分离 的病毒。然而 三 株 

GCRV细胞病毒悬液保存 10年后的滴舟均高于 1 

×10 TCI D／ml ，说 明 GCRV 内层衣壳所含的 

RNA聚合酶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在非冻融条件下， 

病毒粒子较为完整，表明外层衣壳对其 RNA聚合 

酶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 

表 l 四株GCRV初始滴价测定 

Table l The titer determination of the four GCRV strains before a~la- 

ration 

2．2 病毒的复制与传代 

实验发现，随着病毒传代次数的增加，病毒的致 

细胞病变作用逐渐增强。经三次传代后，各毒株滴 

价趋于稳定。活化后的四株 GCRV经 4次传代后， 

采用 0 05PFU／cell感染复数(MOI)进行滴度测 

定 J，按 Reed和 Muech法计算出的各自滴舟如图 1 

所示。从图中我们可 看出。三株低温保存的病毒 

及新分离毒株的滴度在活化后明显提高，但不同毒 

株各有差异。GCRV 株滴度最高，可达到 6．4× 

10”TCID~)／mI ，GRRV 991株次之．为 8．4 10 

TCIDs0／mL，C,CRV876为 9 6× 10 TCIDs0／mL。 

GCRV 为 5 4×10 TCI D／mI 。这一结果说明 

不同地区分离株病毒的细胞感染特性是有所不同 

的。GCRV873，GCRV 1均从湖南地区分离到，表现 

出较强的致病性，这一结果与湖南地区高的发病死 

亡率是相吻合的。 

8 5 876 873 99I 

GCRV strain 

图 1 四株GCRV滴价比较 

Fig l Titer dete~ ination。f four GCRV strains 

2 3 温度对四株 GCRV增殖的影响 

为进⋯步测定 GCRV在高于 28Z；温度条件下 

的感染性，对其在28Z；～41℃温度范围内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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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进行 r滴度测定，发现四株病毒在 28C～41℃范 

围内均可在 CIK细胞中进行复制，从图 2可 看 

出，四株病毒在 28℃条件下感染效率最高，随着温 

度的不断升高，病毒的感染效价逐渐降低，这是 为 

在28'C条件下，参与病毒感染复制所需的转录酶活 

性最高儿 ，随着温度的升高，该酶活力逐渐下降，导 

致其感染复制效率逐渐降低，从而病毒感染效价也 

逐渐降低。CIK细胞在 4l℃条件下仍能贴壁生长， 

但在此条件下，由于病毒 RNA转录酶的活性较低， 

因而病毒感染效率大大降低。对该病毒的理化特性 

研究已证明，GCRV在 56℃条件下灭活30rain，仍然 

具有一定的感染性l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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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温度下 GCRV滴价测定 

Fig 2 Titer detemli~ation of four GCRV St rains different tempera 

t⋯  

本文首次对低温保存的三株 GCRV和新分离 

的GCRV 毒株的生物学及核酸特性进行了比较研 

究 生物学测定结果显示，在低温下保存 l(]年的三 

株C-CRV仍然具有感染性，且滴价仍可达到 10 

TCI ／mI 。在37℃培养条件下仍能产生致细胞 

病变作用．说明GCRV在自然环境中具有很强的稳 

定性。这一结果在水生呼肠孤病毒属国内外相关研 

究中未见类似的研究报道。Range]等认为，草鱼呼 

畅孤病毒为水 生呼肠孤病毒属致病性最强的毒 

株【 】，从不同分离株核酸电泳图谱来看．所分离的 

凹株草鱼呼肠孤病毒具有相同的电泳图谱，但在感 

染性上是有所差异的。此外，低温保 存的三 株 

GCRV不能使正常草鱼发病或死亡，而新分离的 

( Rv 对正常草鱼的致病力很强。固此，对不同 

GCRV分离株进行比较学研究，有助于认识该病毒 

的遗传、变异与进化， 制定更为有效的防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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