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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ell membran e extracted from shrimp gill was coated on 96 well plate and bound witIl DIG 

labeled White spot syndrome virus(wssv)，then detected with Anti—DIG—Fab—HRP system，meanwhile 

taking the cell membran e from hepatopancreas，muscle，and E．coli for control group，the result verified  

the specific binding between W SSV an d gill cell membran e ．And here the binding assay can be  

employed as a convenient an d rapid way to evaluate the binding nature between W SSV an d the shrimp 

gill cell membran e． 

Key words：White spot syndrome virus(wssv)；Cell membrane；Binding assay 

关键词：对虾白斑综合症病毒 (’j 妇 spot syndrome vf wssV)；细胞膜；结合分析 

中图分类号：$9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25(2003)03．0295．03 

对虾 白斑 综合 症病 毒(White spot syndrome 

virus，wssv)是养殖对虾的一个主要病原，也是 目 

前发现的基因组最大的动物病毒(基因组约290kDa。 

双链环状)。WSSV病毒粒子为卵形杆状，外被囊膜， 

囊膜在尾部延伸成一长尾。它不仅能感染对虾，还 

能感染其它淡水及海水甲壳类。养殖对虾被感染 

后，3—10d内累积死亡率可达 100％【l J，给对虾养 

殖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了解其侵染途径，找到在 

病毒入侵中起关键作用 的病毒蛋 白及虾细胞膜上 

病毒的受体蛋白可能成为控制病毒流行的突破 口。 

在病毒吸附蛋白及受体蛋白的研究过程中需 

要建立一个稳定、高效、可靠的评价两者结合活性 

的方法。本实验室梁艳等观察到并确认了DIG标记 

的 WSSV 与原代培养的对虾细胞间的特异性结合 

现象(另文发表)，但由于对虾还没有成功的细胞系 

供实验研究，为绕开组织培养这一繁琐的工作，建 

立一个稳定可靠的，不依赖组织培养的评价病毒粘 

附蛋白及虾细胞膜受体蛋 白活性的替代方法很有 

应用价值。本实验把虾细胞膜包被 96孔板，用地 

高辛标记的病毒与之结合，借助酶标显色系统，建 

立了一个方便的检测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WSSV病毒粒子的纯化及地高辛(DIG)标记 

病毒纯化按本实验室常规方法[21。纯化病毒用 

考马斯亮蓝法进行蛋白定量【3l。病毒的地高辛标记 

参照 Roche公司 DIG (Digoxingenin)蛋白标记说明 

书。病毒标记后经负染，电镜下观察。 

1．2 DIG标记病毒的效果验证 

将 DIG 标记 的病毒 点样 于硝酸 纤维素 膜 

(NCM，Gelman)，同时将未标记病毒做阴性对照点 

样，经固定、浸泡、转移、保温，加入 1：1000的 

碱 性 磷 酸 酶 标 记 的 抗 DIG 抗 体 Fab 片 段 

(Anti—DIG—Fab．AP，Roche)，37℃保温 30 min， 

洗膜后，加入显色液 37℃ (bufferⅢ lmL，NBT 

4．5tJL，X—Phosphate 3．5~tL)暗处显色，出现可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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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可转移到亮处，显色合适时蒸馏水漂洗终止显 

色。 

1．3 虾细胞膜的提取 

试验用虾购 自至青岛市水产品市场的健康 日 

本对虾 (Penaeus Japonicus)。取鳃、肝胰腺、肌 肉 

三种组织，参照文献 方法，分别提取不同组织的 

细胞膜。全部操作在 0*C～4℃下进行，间断补加苯 

甲基磺酰胺(PMSF)作为蛋白酶抑制剂。粗提制剂经 

负染，电镜下观察；同前用考马斯亮蓝法对蛋白进 

行定量，保存于一8O℃。 

1．4 标记病毒与虾细胞膜的结合实验 

肝胰腺、肌肉、鳃三种组织细胞膜用包被缓冲 

液(1．59g Na2CO3，2．93 g NaHCO3，1L蒸馏水pH9．6) 

稀释成膜蛋白浓度为400gg／mL，50gl包被 96孑L酶 

标板，另取 5O E coli(TG1，A600~-0．5)同样包 

板，各孑L加入 5O MPBST(PBS中含：lg／L Tween 

20，20g／L脱脂奶粉)梯度稀释的 DIG标记病毒， 

室温结合 2 h，用 PBST(PBS中含：lg／L Tween 20) 

洗板，加入 MPBS稀释的 1：1000的辣根过氧化物 

酶标记的抗 DIG抗体Fab片段(Anti．DIG．Fab．HRP， 

Roche)，室温反应 1 h，PBST洗板，每孑L加入 75 

底物显色液 (2．57mL 0．2mollL NazHPO4，0．1mol／L 

2．43mL柠檬酸，pH 5．0，临用前加入 3％H202 15gL； 

4mg OPD；加蒸馏水至 10mL)，37℃反应至出现明 

显显色，加入 25gl 2mol／L H2SO4终止反应。酶标仪 

(Tecan Satire)上读取 492nm处吸光度值，以850nm 

处吸光度值作参比。 

1．5 未标记病毒与标记病毒竞争结合虾鳃细胞膜 

用 400~tg／mL的虾鳃细胞膜5O L包被微孑L板； 

每孑L加入 25 L 含 0．5gg WSSV—DIG 的MPBS，添 

加 25 用 PBS梯度稀释的未标记病毒，室温结合 

2h；加入 1：1000的An ti—DIG—Fab—HRP，底物显色 

液显色，酶标仪上读取吸光度值。 

图 1 WSSV．DIG负染电镜观察 

Fig．1 Electron micrograph of purified W SSV·DIG by 

negative staining 

2 

图2 病毒标记效果验证 

1，O．11．tg DIG标记的病毒：2，1．01．tgDIG标记的病毒；3，未标记病毒 

Fig．2 Ttle results of virion labeling 

1，0．1 gg W SSV—DIG；2。1．0 I．tgW SSV—DIG；3，Virions without labeling． 

2 结果 Fig．3 

2．1 病毒纯化与标记 

病毒经纯化、DIG标记后负染电镜，结果如图 

1所示；将 DIG标记的病毒点样于硝酸纤维素膜， 

用 碱 性磷 酸 酶 标记 的抗 DIG 抗 体 Fab 片 段 

(An ti—DIG—Fab—AP，Roche)进行检测，标记效果 

见图 2，证明病毒标记成功。 

2．2 虾细胞膜的提取 

虾鳃细胞膜经负染，电镜观察结果如图3所示。 

图中能见到破碎的虾细胞膜碎片封闭形成 的囊状 

小泡。 

图 3 虾鳃细胞膜负染电镜观察 

箭头所指为细胞膜碎片形成的封闭小泡。 

Electron micrograph of shrimp gill cell membrane by 

negative staining 

Thearrowindicatesthevesiclesformedbythemembranefragments． 

2-3 标记病毒与虾细胞膜的结合实验 

浓度为 400gg／mL的细胞膜 5O L包板，与之结 

合的 WSSV--DIG梯度为 1．36~54．4gg／mL，从图4 

可看出 WSSV与鳃细胞膜间存在明显结合，肌肉细 

胞膜较肝 胰腺细胞膜存在结合迹象 ，未观察到 

WSSV-DIG与肝胰腺细胞膜间的结合。 

2．4 未标记病毒与标记病毒竞争结合对虾鳃细胞 

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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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SV—DIG(1ag／mL) 

图4 细胞膜与 WSSV—DIG结合曲线 

Fig．4 The binding curve of membrane an d DIG labeled 

WSSV 

浓度为 400~tg／mL 的虾鳃细胞膜 50 包板， 

WSSV—DIG 终浓度为 lOpg／mL (0．5og／~L)，WSSV 

的竞争梯度为O．1～200 ，如图5所示，当WSSV 

为 40~tg／mL (2 ／孔)时开始出现明显竞争现象。 

n3 

0 

0．2 

0 

n1 

0 

0．1 1 10 100 lOGO 

WSSV(og／mL) 

图 5 未标记病毒与 WSSV—DIG竞争结合细胞膜 

Fig．5 Unlabeled WSSV competitively bind against DIG 

labeledW SSV tO lmembrane 

3 讨论 

由于对虾还没有成功的细胞系供实验研究，为 

绕开细胞培养这一繁琐的工作，建立一个稳定可靠 

的，不依赖组织培养的评价病毒粘附蛋白及虾细胞 

膜受体蛋白活性的替代方法，本实验通过虾细胞膜 

的提取，得到虾细胞膜的粗膜制剂。由于鳃组织为 

WSSV 的主要敏感组织【5j，且较血淋巴等敏感组织 

量大、易于分离，因此选用对虾鳃组织提取细胞膜。 

关于细胞膜提取过程中内源性蛋白酶活性的控制， 

我们采用 EDTA(螯合依赖金属离子活性的蛋白酶) 

及 PMSF(依赖一SH蛋白酶的抑制剂)，效果较好。 

由于一般的细胞膜在溶液中都倾向于外层脂膜包 

裹内层脂膜形成闭合泡状小球IoJ，与生理态下一致， 

因此此时虾细胞膜上的病毒受体蛋白能保持活性。 

如图 3所示在电镜下能看到细胞膜碎片封闭形成的 

泡状结构。 

为证实病毒与虾细胞膜的特异性结合，以肝胰 

腺细胞膜和肌肉细胞膜作为对照。据报道肝胰腺不 

被 WSSV所侵 】，可能因为其缺少病毒的特异 

性受体 ，本实验的结果未观察到肝胰腺细胞膜与 

WSSV之间的结合。肌肉细胞膜较肝胰腺细胞膜似 

乎存在结合迹象，可能由于肌肉中存在的少量血细 

胞及结缔组织所致或是肌肉可能也存在少量受体 

蛋白。大肠杆菌此处作为一无关受体的阴性对照。 

用未标记的病毒竞争标记病毒与虾鳃细胞膜结合， 

从图中可看出明显的竞争抑制现象，也证明结合确 

实是由特异的蛋白间的相互作用所介导，否则应该 

给出结合量不变的趋势。由此可见病毒与细胞膜间 

的结合确实由病毒吸附蛋 白与膜上受体蛋 白的特 

异性相互作用所介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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