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l7卷 2期 

2002年 5月 

中 国 病 毒 学 

VIR0LUGICA S】NICA 

17(2l：137—141 

May 2002 

文山松毛虫质型多角体病毒在Sf21细胞中离体增殖试验 

马永平，孟小林 ，像进÷ 
(武汉太学病毒研究昕．胡北武捉 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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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 e have studied amphificatlon of DpCPV W in vitro in Sf21 cell ln this paper．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pCPV W could amplify is vitro in Sf2I cet[and form normal potyhedra Acce~ional TeV 

eombinant enhancln in medium coutd synergist the infective rate of DpCPV—W in Sf21 cel1 in vitro． 

Bioassay indicated that the toxici'ty of DpCPV—W  polyhedra amplified in Sf2 I cell was as violence a5 the 

polyhedra amplified in pine caterpillar By using the plaque purfieation technique in Sf21 cell，DpCPV— 

W could be purified n a single virion clone Ievd 

Key words：Dendrolimus punctatus whenshanesis Cytoplasmic Polyhedrosis Virus(DpCPV—W)；Sf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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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了文山松毛虫质型多角体病毒(DpCPV．W)在St21细胞中的离体增殖行为．并进行 丁空斑试验．结果显 

示 DpCPV．W毒株能够在Sf2i细胞中增殖．也能在 Sf2i细胞上形成空斑．井能产生形态正常的病毒多角体。在 

DpCPV W 中加入基因工程增效蛋白．能显著增加病毒粒子对离I奉细胞的感染率．增幅达 145％ 生物渤l定表明．离 

体增殖的病毒多角体与虫体增殖的多角体的毒力相当。因此．Sf2i细胞可 作为文山松毛虫 CPV增殖行为研究 

的离体细胞系统．也可通过空斑纯化技术对文山松毛虫 CPV生产防治的病毒种进行单个病毒粒子的分离纯化。 

关键词：文山松毛虫CpV(DpCPVW)；Sf2i细胞；离体；空斑试验；增效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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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松毛虫质型多角体病毒(简称 DpCPV—W) 

是一株非常优 良的病毒株_6 J．自分离纯化以来，已 

连续十几年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下防治不同种的松毛 

虫，在使用过程中没有发现毒力丧失或减弱现象。 

最近对在文山松毛虫、德昌松毛虫、马尾松毛虫三个 

宿主中长期增殖的 DpCPV W的多角体形态及基因 

组 RNA作了比较，发现三者间没有明显差异．说明 

文山松毛虫 CPV的性状很稳定it-。DpCPV W 也 

是一株杀虫谱很广的毒株．除感染文山松毛虫外、还 

能感染马尾松毛虫，德昌松毛虫、思茅松毛虫、云南 

松毛虫、油松毛虫和高山橙毛虫[鉴定会资料]，在林 

业生产上有广阔的应有前景。1999年笔者进行了 

利用替代宿主增殖 DDCPv—WD 的研究【 ，但对 

DpCPV-W在离体条件下增殖行为的研究还不多． 

从病毒杀虫剂的生产角度考虑，利用细胞堵养进行 

病毒生产，代表了昆虫病毒杀虫剂生产的发展方向， 

从病毒毒种的纯化角度考虑，也需要在细胞培养水 

平上进行空斑纯化，得到单个病毒粒子水平的纯种 

毒株。囤此，有必要对 DpCPV W 的离体增殖行为 

进行深入的研究。国内很早就对马尾橙 CPV的离 

体增殖进行了研究L4 J．但对 DpCPV W 的离体增殖 

还卡见报道，为此，我们进行了 DpCPV-W 在 Sf21 

细咆上的离体增殖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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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供试细胞系 Sf21、Sf9均由武汉大学典型培养 

物保藏中心提供。sf细胞培养基(SF900 1I SFM， 

Hvcl0ne公 司，USA)，10％ FIgS(胎 牛 血 清)。 

DpCPV—W 由武汉大学病毒研究所保存，1983年在 

云南从自然患病死亡的文山松毛虫幼虫中分离得 

到。银纹夜蛾幼虫由武汉大学病毒所基因工程药物 

及昆虫病毒分子生物学研究室饲养。 

1．2 松毛虫 CPV在 Sf21、Sf9上的离体增殖试验 

1 2．1 感染性病毒粒子的制取 参照文献[4]制 

备。 

1 2．2 细胞接种感染 实验设计如下。在 5mI 完 

全培养基中加入 lmL密度为 1×106cell／mI Sf21 

细胞，培养 24h后接种病毒，每天早晚各观察一次， 

记录细胞形态变化．观察有无多角体形成。 

1 2 3 DpCPV 在 Sf21细胞上的空斑纯化 在 

35mm平皿中接种 0 5ml 1×10 cell／ml 的 Sf21 

细胞．加 2mI 完全培养基．26±l℃培养过夜。感染 

性病毒粒子用完全培养基作 10～、10～、10 7 10 

稀释，感染5—7d后中性红染色观察空斑，具体操作 

参照文献[7]进行。 

1．2 4 挑取空斑 无菌吸取空斑中的培养物，40℃ 

水浴加热 5rain，摇匀后感染 Sf21细胞，上清再作 

l0一、l0～、10 稀释，进行二次空斑纯化。 

1．3 离体增殖的 DpCPV—W的毒力测定 

以3龄银纹夜蛾幼虫测定离体增殖的 DpCPV— 

w的毒力，松毛虫虫体增殖的 DpCPV—W 为阳性对 

照。无菌水处理的人工饲料组为阴性对照，病毒浓 

度为 1 5×102cPB／mL一1．5×10 CPB／mI 5个稀释 

度，具体操作参照文献[2]。 

1．4 基因工程增效蛋白P108对 DpCPV—W 离体增 

殖的增效作用试验 

将 50 g／mI 的 P108 100,~I (经弱碱处理)与 

100,~L病毒粒子混合后感染处于对数期的 Sf21细 

胞，同时设单独 P108病毒粒子对照，27"C培养 96h 

后随机取样，用血球计数板计数统计有多角体生成 

的细胞数目，比较二者间的感染率。 

2 结果 

2．1 Sf21、Sf9增殖 DpCPV—W 的细胞病变 

加入 FIgS培 养 基 中的 Sf21、Sf9匀 能 被 

DpCPV—W 感染 Sf21细胞接种 DpCPV—w48h后， 

感染细胞明显变大、变圆，视野中看不到梭形细胞 

(图 lb)。说明病毒大量增殖，细胞分裂与生长已延 

缓或停止．这与前人的工作一致 J̈。72h后．细胞进 
一 步膨大，贴壁能力下降，有许多细胞聚集成团，漂 

浮在培养基中，细胞中可见大量的折光性很强的颗 

粒。但不具备典型的 CPV多角体形态，96h后可见 

六角形的多角体大量出现。此时细胞膜仍然完好，细 

胞核被挤到边缘(图 1c)。12012后出现多角体的细 

胞比例增多，大约占细胞总数的 30％，早期感染的 

细胞开始破裂，破裂后多角体或成团粘附在一起、或 

分散开，释放在破裂细胞周围，此时多角体在光镜下 

很容易观察。96h是拍照的最佳时期，大多数感染 

的细胞完整，多角体大而分散，形态明显。148h后绝 

大部分细胞破裂，超声波裂解后可大量收获病毒，其 

多角体形态与虫体增殖的相同。 

无 FBS的培养 基 中的 Sf21、S119细胞接 种 

DpCPV-W病毒粒子后．早期无明显的病变。96h左 

右个别细胞出现变大变圆(可能是衰老细胞．因为正 

常对照细胞也有少数变圆变大者)，继续培养到 10d 

仍然无多角体形成，而在培 养基中加入 FBS的 

Sf21、Sf9，被 DpCPV—W 的感染率达 20％～30％，说 

明FBS是DpCPV—W 感染 Sf细胞系所必需的因子， 

但其作用机理还不十分清楚。 

DpCPV—W 感染Sf21细胞的另一个特点是，产 

生多角体的细胞成片状分布，不出现均匀分布的多 

角体形成细胞，因此，总体感染率不很高。彭建新 

等 在研究家蚕 CPV离体增殖过程中也观察到这 

种现象，他们认为 BmCPV不会主动向胞外释放病 

毒粒子，病毒粒子主要通过膜接触方式扩散到周围 

细胞中。DpCPV也许存在这种行为 

从多角体形成进程看，DpCPV比 AcNPV要缓 

慢，72h之内很难发现大量的典型的多角体，细胞也 

不破裂；DpCPV裂船细胞的过程也较 AcNPV迟 

缓、温和，从细胞出现裂船到全部感染细胞裂船需要 

持续 48h一72h，而 AcNPV只持续在 12h一24h内。 

就 Sf21、Sf9两个细咆株而言，Sf21较 sf9好，前者 

细胞较大，贴壁能力强，感染后细胞病变明显。便于 

观察多角体，二者对 DpCPV的敏感性相似。都能达 

到相同的感染率。因此，空斑纯化试验在 Sf21细胞 

上进行一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2期 马永平等：文山松毛虫质型多角体病毒在 Sf21细胞中离体增殖试验
—  

图 1 DpCPV—W感染snl细胞试验 

a．正常 S[21细胞(48h，BFS．150×)；h．DpCPVW感染 96h的S~21蛔胞(古 FBS．300×) DpCPV．W感染 96h的Sf21细胞(古 FBS．800×)； 

d．DpCPV．W感染96h的 S~21细胞(无 FBS．300×)． 

Fig．1 T of DpCPV．W in[ection Sf21 cell 

a．Nomud Sf21 cell(48h 150×)；h，DpCPV．W injected 96h Sf21 ee1]fwith FBSinmedium．300×)；c，DpCPVW infected 96h Sf21 cdt(with FBSin 

medium．800 x】；d．DpCPV，W inf ted 96h Sf21 eel(without FBSinmedium．300 ) 

2．2 DpCPV—W 在S[21细胞上的空斑纯化 

用病毒感染长满平皿底部的 21细胞，24h后 

个别细胞变大变圆．48h可见明显变大变圆，96h可 

见大量多角体出现的团簇状细胞团，144h一168h内 

出现典型的透明空斑，但斑点还小，不断 向四周扩 

大．200h一288h后可见细胞大部分裂解后的空斑 

区，正对光源看呈透明的小亮点，360h后，空斑不再 

扩大，由于 中性红染料使活细胞着色，死细胞不着 

色．故病毒感染的平板经中性红染色后，空斑为红色 

背景下的圆形透明区，直径在0．5ram～2ram(图2)。 

本实验中，用从2条感染的马尾松毛虫虫体制备的 

2mL感染液，取 100／,I 作 l0 系列稀释后各加 

400t*L作空班，在35ram平皿中，l0 稀释度的平皿 

出现 30个空斑，l0 的平皿出现 14个空斑，10 稀 

释度的出现 6个空斑。挑取 l0 稀释度平皿上的 

空斑，各加入5mL完全培养基培养的Sf21细胞中。 

27℃培养72h后每个空斑再作 10-。一l0 3个稀释 

度进行第二次空斑纯化，二次纯化的病毒培养中多 

角体形态及大小基本一致，是单个病毒粒子形成的 

空斑纯化株。将完全纯化的病毒粒子进行大量培 

养，收集纯化多角体，加入 0 2％叠氮钠4℃保存。作 

为生产用病毒种源或其它用途。 

2．3 离体增殖的 DpCPV—W 具有与虫体增殖的病 

毒相当的毒力 

银纹夜蛾幼虫被离体增殖的 DpCPV—W 感染 

7d后出现行动迟缓．懒动少食等症状，9d后开始死 

亡。18d后病虫死亡率达 96％左右，发病症状及死亡 

率均与虫体增殖的DpCPV—W一致。染毒病虫发育 

迟缓、虫体失去光润，并逐渐萎缩，病虫头大尾小，排 

泄物和呕吐的液体镜检有多角体，感染后期的病虫 

停止取食，死亡的幼虫体壁不液化，表现出明显的 

CPV感染症状。分离提纯的多角体，不经 NaOH预 

处理，姬姆莎染色呈兰色，证明为 CPV。光镜下观 

察离体增殖的 DpCPV—W，其多角体大小、形态与虫 

体增殖的 DpCPV—W 原样品完全一致，多角体多数 

呈六角体．少数为四方形或 锥形．大 小在 0 6～ 

2 5 m之间，用 3龄银纹夜蛾幼虫测得的回归方程 

为：DpCPV—W(离体样品)，Y1=0．5001X+3．735， 

I．G5o=3．02×10 CPB／mL，DpCPV—W(虫体样品)， 

Y2=0 5013x+3．461，LG50=3．85×10 CPB／mL说 

明离体增殖的 DpCPV—W 与虫体增殖的 DoCPV W 

毒力相当。 

2．4 基因工程增效蛋白对 DpCPV—W 离体的增效 

作用 

墨 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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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效蛋白P108是从 rr．niGV基因组中克隆的 

enhancin全长基因的表达产物，在大肠杆菌 M15中 

表达成包涵体隅]分子量为 108kd，复性 后对 Bt、 

AcMNPV及阿微菌等均有增效作用 。 J，用 50 g／ 

mI 的P108 100 L与 100uL病毒粒子混合后感染 

处于对数期的 Sf21细胞，27℃培养 96h后随机取 

样。用血球计数器统计了3个视野共 445个细胞，其 

中228个细胞有多角体生成，占 50 1％，不含 P108 

的 1oo L病毒粒子感染 S{21细胞，27C培养 96h 

后．随机统计 3个视野共计 461个细胞，其中生成多 

角体的细胞只有 94个。只占 20 4％，比较二者问的 

感染率发现．加入增效蛋白能使 Sf21细胞的多角体 

产生率由2(3 4％增加到 5O O1％．增幅达 145％(表 

1，图 3)，提示增效蛋白 P108对 DpCPV．W 离体感 

染 sf21细胞有明显的增效作用。只加入增效蛋白 

的Sf21细胞无多角体形成，也未见膨胀、解体、死亡 

等病态现象，提示增效蛋白对细胞生存无毒性或毒 

性很微弱，不足以引起明显的细胞病变。 

表 l 基因工程增效蛋白对文山粒毛虫 CPV离体增殖增效作用 

Table l Syaefgi~tic rⅡncti 01．of enhancin to DpCPV-W mlltiplication 

抽 troin Sf2l cell 

FBS+DpCPV W FBS Enhancln十DpCP‘ W 

■ 
图2 DpCPV感染Sf21细胞形成的空]~(200h) 

F 2 An shows plaque 0f 21 ceil iMected by DpCPV-W c200h) 

围 3 增效蛋白对DpCPV-W感染Sf21细胞的增效试驻 

a．增效蛋白处理后DpCPVW感染的Sf21细胞(96h．300×)；b，无增效蛋白处理的 DpCPVW感染 Sf21细胞t96h
， 300×) 

Fig 3 Text of enh踟 n improve tO Dp(：PV W mtdtipheation in vitro in Sf21 cell 

1 r Enhandn and DpCPV W tr~ted 96h Sf21 cell(with FBS in medi~ ，300×)；b，FBS and DpCPV，W treated 96h Sf21 cell(without Enha㈣i iA 

med 300×) 

3 讨论 

3．1 DpCPV W 的离体增殖 

就现在的技术水平而言，通过大量细胞培养离 

体增殖松毛虫 CPV进行松毛虫防治还有许多困难； 
一 是大体积细胞培养的技术关键还没有完全解决． 

至今仍然停留在实验室阶段。二是培养基价格较昂 

贵。生产成本太高，很难用于生产应用。三是离体增 

殖的病毒多角体产量并不高，就以感染率虽高的 

TN368细胞系而言，其病毒产量也只有 6 99× 

10 P1B／mI l，还不到一头虫体的病毒产量，成本却 

是饲养宿主幼虫的几十倍，而感染率较低的 sf细胞 

系的产量就更低了，单位防治面积的成本高的惊人 

目前，用细胞培养离体增殖松毛虫 CPV进行检毛虫 

防治显然不可能。但作为一种纯化和筛选优良病毒 

株系的手段，空斑纯化技术具有十分优越的条件，它 

可以达到分离单个病毒粒子的纯化水平。正是基于 

这样的考虑，我们通过空斑纯化技术。用 Sf2l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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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了 50个 D口CPV—W 的单个病毒栋，今后将进一 

步通过离体增殖．进行病毒遗传性状稳定性研究、对 

不良环境的抗逆能力研究、虫体生产能力研究和病 

毒粒子增殖行为的分子生物学研究．以朝筛选出毒 

力高、抗逆性强、虫体生产能力高的毒株作为生产用 

病毒种，同时也对 DpCPV—W 在 Sf21增殖行为的分 

子机制作进一步研究。 

3．2 基因工程增效蛋白对 DpCPV—W 离体增殖的 

增效作用 

增效蛋白是广泛存在于昆虫颗粒体病毒包涵体 

包膜蛋白中的一种磷脂蛋白，由病毒基固编码，分子 

量在 89—110kD，自1959年发现它能增加 NPV对 

靶昆虫的感染率以来_l ．已发现它还能增强 Bt和 

阿微菌素等的杀虫效率 12,̈J，增效蛋白具有金届蛋 

白酶活性和酯酶活性 ，它以两种方式起增效作 

用：一是发挥金属蛋白酶和醣酶活性，降解昆虫中肠 

的围食膜，破坏中肠粘膜的物理屏障，使病毒粒子和 

其它杀虫活性成分更容易入血淋巴。二是直接作用 

于中肠粘膜细胞的质膜和病毒粒子上的增效蛋白受 

体位点．促进病毒粒子与质膜间的结合ll ·”J。 

研究证明从昆虫颗粒体病毒中分离的天然增效 

蛋白能提高 AcNPV在离体条件下的感染率ll I 3l， 

增效蛋白能否提高CPV的离体感染能力，迄今未见 

报道。通过基因工程技术将粉纹夜蛾颗粒体病毒的 

增效蛋白基因克隆到大肠杆菌中，诱导表达出大量 

的分子量不同的增效蛋白包涵体_8， ，虫体生物话 

性测定试验证明，该工程增效蛋白对 NPV、Bt及阿 

微菌素都有显著的增效活性l8 ，显示出工程增效 

蛋白在生物防治方面良好的应用前景。 

本文用基因工程增效蛋白P108~ 与DpCPV—W 

混合感染sf21细胞．能使DpCPV-W的感染率提高 

145％，说明基因工程增效蛋白也能增强 DpCPV W 

对离体细胞的感染率。在病毒离体增殖中通过合理 

地加八增效蛋白，有望通过增加病毒的感染率提高 

单位体积的病毒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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