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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虫核型多角体病毒和颗粒体病毒侵染粘虫前胸腺的病理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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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athological Observation of Pseudelatia separata Prothoracic Gland Infected 

or Coinfected by Pseudelatia separata NPV and Pseudelatia separata G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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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seudelatia separata(Lepidoptera：Noctuidae)infected with Pseudelatia separata NPV 

(asNPV)and Pseudelatia separata GV (PsGV)and coinfected with the two viruses，the structural 

characters of its pi0thoracic gland( rG)and the ultrastructure of the gland cells were observ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athological chan ges appeared in the infected PTGs．In P lV infected treatment, 

the color of the glan d was purple—black dyed with eosin an d the cells were distorted ly squeezed together． 

The tracheae nearby showed grievous pathological chan ges an d a lot of white granules deposited  around 

it．The pathological chan ges in PsGV infected treatm ent showed an other pattern．The glan d body was 

relative small with smaller individual cells，most of which were red dyed with eosin．The cell limits 

were obscure．In coinfected treatment．there were few glan d cells colorated  by esoin．The ultrastructure 

observ ation also showed some pathological chan ges in the glan d cells． 

Key words：Pseudelatia separata；Prothoracic glan d；Pseudelatia separata NPV；Pseudelatia separata 

GV 

摘要：观察比较了粘虫核型多角体病毒(Pseudelatia separata NPV,PsNPV)、粘虫颗粒体病毒 (Pseudelatia separata 

GV,PsGV)感染粘虫，以及两种病毒混合感染粘虫后，粘虫 (Pseudelatia separata)前胸腺的形态特征和前胸腺 

细胞的超微结构。结果表明，不同感染组粘虫前胸腺腺体都有不同程度的组织病变，PsNPV感染组在感染晚期与 

前胸腺相连的气管严重病变，出现大量白色颗粒状物累积，被伊红染成紫黑色，腺体细胞被挤压变形；PsGV感 

染组的前胸腺腺体变小，单个细胞也小，细胞界限不十分明显；两种病毒混合感染组的腺体细胞小，能被伊红染 

色的细胞极少。同时，前胸腺细胞的超微结构也有不同程度的病变。 

关键词：粘虫；前胸腺；粘虫核型多角体病毒：粘虫颗粒体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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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胸腺是昆虫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其主要功能 

是分泌蜕皮激素，调控昆虫的生长发育和代谢等生 

理过程。目前有关杆状病毒感染昆虫后宿主前胸腺 

在形态上和超微结构上病理变化的报道极少。事实 

上杆状病毒的侵染、增殖过程与宿主内分泌系统密 

切相 。杆状病毒的感染使宿主的代谢水平发 

生变化，反过来，宿主的代谢水平也影响病毒的增 

殖，进而影响到子代病毒的产量。我们在实验中发 

现：粘虫核型多角体病毒(Pseudelafia separataNPV, 

PsNPV)和颗粒体病毒 ( separata GV,PsGV)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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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感染粘虫后，宿主死亡时个体相对较大，所含的 

病毒量也相对较多；而 PsNPV与 PsGV混合感染粘 

虫 (Pseudaletia separata)时，粘虫的死亡率上升， 

发育受到明显的抑制，个体较小，死亡时所含的病 

毒较少。为此我们选择前胸腺这一重要的内分泌器 

官，观察了这两种病毒感染粘虫时，粘虫前胸腺形 

态上的病理变化，希望以此理解杆状病毒的侵染对 

内分泌器官的影响，为研究前胸腺的功能提供佐证。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PsNPV和 PsGV由本实验室保存，粘虫为本实 

验室饲养多代。选取 3龄末和 4龄末的粘虫，用 

PsNPV 和 PsGV 添食感染 ，三个实验组分别为 

PsNPV感染组，PsGV感染组和 PsNPV+PsGV混合 

感染组，另设正常的对照组。 

1．2 前胸腺的解剖 

前胸腺位于粘虫前胸第一对气 门下的气管丛 

中，在双 目实体显微镜下分离与其相连的气管，取 

出完整的腺体，置于鳞翅 目昆虫的生理盐水中漂洗 

备用。正常对照前胸腺取自六龄中期的幼虫，PsGV 

感染组取感染后 12d的前胸腺，PsNPV 感染组和 

PsNPV+PsGV感染组取感染后 10d的前胸腺。 

1．3 前胸腺的形态观察 

将前胸腺用 5％的伊红染液染色 (伊红染液用相 

应的生理盐水配制)5min后，用生理盐水清洗， 

Olympus SZ．ET双 目实体显微镜观察其结构并拍照。 

1．4 前胸腺的透射电镜观察 

将前胸腺用固定液 (25％甲醛+2％聚 甲醛)固 

定 48h，PBS(pH7．4)缓冲液清洗，酒精梯度脱水， 

LR．white包埋剂 (Polyscience公司产品)渗透、包 

埋，LKB 2088型超薄切片机切片。样品用醋酸铀 

和柠檬酸铅染色，H一300型透射电镜观察并拍照。 

的细胞较少；在感染晚期 (10d P．i．)可以观察到与 

前胸腺相连的气管严重病变，连接腺体细胞的气管 

周围出现大量白色颗粒状物累积，被伊红染成紫黑 

色，腺体细胞被挤压变形 (彩版图 1．B)。从外形上 

看，PsGV 感染组的前胸腺病变不明显，与对照组 

相比，整个腺体明显变小，单个细胞也小，细胞界 

限不十分明显，多数细胞能被伊红染液染色 ，同 

PsNPV相比一个显著特点是在感染后期 (12d P．i．)， 

与前胸腺相连的气管无明显病变 (彩版图 1．C)。 

PsNPV+PsGV混合感染组的腺体细胞小，细胞界限 

很不明显，能被染色的细胞极少，与前胸腺细胞相 

连的气管无明显病变 (彩版图 1．D)。 

2．2 前胸腺细胞的超微结构 

利用透射电子显微技术，我们观察到，正常前 

胸腺腺体细胞之间及前胸腺细胞与相邻的气管细 

胞是紧密相连的。细胞质膜内折，在细胞表面形成 

管腔结构 ，因而有细胞 间空腔结构 (intercellular 

space，ICS)的存在。腺体细胞的形状极不规则，细 

胞核以不规则的分叶方式弥散于整个细胞，核质也 

相当分散。细胞质中有分泌管道样微管存在，可能 

与细胞的分泌功能有关 (图 2A)。 

同对照样品相比较，感染 PsGV粘虫的前胸腺 

细胞的超微结构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看不到病毒的 

复制 (图2B)，但感染 PsNPV粘虫的腺体细胞超微 

结构变化较大，微气管细胞中病毒大量增殖，并有 

包涵体形成，腺体细胞中也能观察到少量包涵体和 

病毒粒子 (图2C)。 

PsNPV和 PsGV混合感染粘虫时，其前胸腺腺 

体细胞质中线粒体电子密度大，染色较深，结构松 

散，多个线粒体成团存在。在成团的线粒体附近有 

杆状的病毒粒子和包涵体，表明是 PsGV在前胸腺 

线体细胞质中复制，在细胞核中没有观察到 PsNPV 

(图 2D)。 

2 结果 3 讨论 

2．1 前胸腺的形态观察 

粘虫的前胸腺染色前几乎无色透明，由 50．60 

个近似球形的腺体细胞所组成，外观为 “Y”形。 

腺体与气管的连接密切，有许多微气管直接伸入腺 

体细胞之中，为其供氧。不同个体的前胸腺外形稍 

有差异，处于不同生理阶段的腺体细胞也有变化。 

正常对照组的前胸腺细胞连接紧密，细胞间隙 

小，细胞大小均匀，细胞界限清晰，所有细胞均能 

被伊红染色 (彩版图 1．A)。PsNPV感染组的前胸 

腺细胞大小差异较大，细胞界限不明显，能被染色 

内分泌腺体形态上的变化能客观地反映其活 

性的改变，对粘虫前胸腺的活体解剖，利用细胞质 

特异性染料—伊红生理盐水溶液对腺体细胞染色， 

能从细胞着色不同反映出前胸腺中不同细胞活性 

的差异，通常活性高的细胞细胞质浓厚，物质交换 

能力强，细胞的通透性大，细胞着色较深；反之活 

性差的细胞则着色浅或不能着色。从本文前胸腺形 

态观察的结果看，不同实验组的前胸腺病变各有其 

特点，基于病变特征可初步推测前胸腺的活性。 

超微结构的病理变化进一步表明：粘虫前胸腺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秦启联，等．粘虫核型多角体病毒和颗粒体病毒侵染粘虫前胸腺的病理观察 253 

图2 感染的粘虫前胸腺腺体细胞 

A，正常前胸腺腺体细胞 (BL-基底膜，ICS一胞问空腔，N一细胞核，T_微气管)：B，感染 PsGV 的前胸腺腺体细胞 (BL-基底膜，ICS一胞问空腔，N一 

细胞核)；C，感染PsNPVd的前胸腺腺体细胞 (P-PsNPV多角体，V一病毒粒子)；D，PsNPV和PsGv混合感染的前胸腺腺体细胞 (B—PsGV包涵体， 

ICS一胞问空腔，N一细胞核，v一病毒粒子，M．线粒体)。 

Fig．2 M orphological character of infected prothoracic gland cell 

A，Normal prothoracic gland cell(BL—basal lamina，ICS—intercellular space，N-nucleus，T·tracheole)；B，Prothoracic gland cell infected by PsGV(BL-basal 

lamina，ICS—intercellular space，N—nucleus)；C，Prothoracic gland cell infected by PsNPV(P—polyhedron of PsNPV,V—viron of PsNPV)；D，Prothoracic gland 

cell infected by PsGV and PsNPV(ICS—intercellular space．N—nucleus．V—vimn ofPsNPV,B—occlusion body ofPsGV,M—mitochondrion)． 

细胞不是 PsNPV 的易感部位，与前胸腺紧密相连 

的气管细胞则是 PsNPV 病毒的易感组织，这一结 

论与LpNPV感染的情况类似⋯。PsGV感染前胸腺 

的几率很小，气管细胞也不是 PsGV病毒的易感组 

织 (未发表资料)。在PsNPV和PsGV二种病毒混 

合感染的情况下，PsNPV在与前胸腺紧密相连的气 

管细胞中侵染和增殖受到抑制，但此时 PsGV可以 

感染前胸腺细胞。 

综合前胸腺在形态和超微结构上的病理变化， 

可以看 出这种变化是与宿主的发育代谢状况相一 

致的。PsGV 感染组的前胸腺无明显病变，使虫体 

在感染后期维持生长，PsNPV感染组尽管气管细胞 

病变严重，前胸腺细胞仍能维持一定的活性 ，而 

PsNPV+PsGV 混合感染时，宿主的前胸腺受到了 

PsGV 的侵染，其生理活性最抵，幼虫的生长发育 

受到明显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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