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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baby hamster kidney cell line(BHK一2 1 1 infected bv ot—and-mouth disease virus 

(OGBF1 5 strain)was treated with NH4Cl，then the cells survived were selected and cloned．32 

positive—cloned cell strains were obtained．One strain fBHK—ROp)was randomly selected and subcul— 

tured as usual and an alysed with RT_PCR．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an d flow cytometry．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4th，1 6th，36th generation BHK—ROp cell still harboured ⅥDV which had 

no chan ges on the growth features of the cells．They had the radical characteristics of viral persistent 

infection．As noted above，the NH4Cl weak base method used for establishment of the cell line 

persistently infected with virus was particularly effective． 

Key word：Foot-and-mollth disease virus；Ammonium chloride method；Rapid selection；Persistent 

infection 

摘要：采用 NH CI弱碱法处理感染 口蹄疫病毒的叙利亚仓鼠肾细胞系(BHK一21)，存活细胞经过单克隆和选择，获 

得 32株阳性克隆细胞株 。随机选取 一株(BHK—ROp)，常规传代并采用 RT-PCR，透射电子显微镜，流式细胞仪进 

行持续感染特性分析，结果表明，BHK—ROp第 4，l6，36代细胞中病毒持续存在，但不影响细胞的生长特性， 

表现出病毒持续感染的基本特征。可见，NHaCI弱碱法用于建立病毒持续感染细胞系是十分有效的。 

关键词：口蹄疫病毒：NH CI法；快速选择：持续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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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蹄 疫 病 毒 (Foot—and-mouth diease virus． 

FMDV)是引起口蹄疫的病原体，主要感染偶蹄类 

动物⋯，曾引起全球大规模流行，对畜牧业生产危害 

极大，是严重影响动物产品 (包括动物 )国际贸易 

的主要疾病之一。因此，国际兽疫局 (OIE)将口蹄 

疫列为 A类家畜传染病之首。到日前为止，已发现 

口蹄疫病毒 7个血清型，即 O、A、C、SAT1、SAT2、 

SAT3和 AsiaI型I 川，各血清型问无交叉反应。 

动物在感染 FMDV的急性期，如不能及时清除 

病毒则发生 FMDV持续性感染，表现在咽部周期性 

分泌低水平的FMDV，而动物无任何症状。FMDV 

持续感染在体内时有发生，但其发生机制尚不清楚。 

基于病毒对细胞的直接作用是机体在感染时发生 

病理变化和呈现l 床症状的主要原因，所以应用细 

胞培养系统进行持续感染研究是了解机体病毒持 

续性感染机理的良好模型，同时也是阐明其分子机 

制的重要途径。但由于 FMDV为杀细胞病毒，体外 

感染敏感细胞均引起细胞病变(CPE)，使得在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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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上研究 FMDV的持续感染机理极为困难。迄今 

为止，只有西班牙 Torre等 于 1985年通过连续三 

次蚀斑纯化的方法建立了两个 FMDV(C型)的持续 

感染细胞系并对细胞特性进行了研究，鉴于当时研 

究手段有限，未达到阐明 C型 FMDV持续感染机 

理的预期目的。另外，建立其它六种血清型的持续 

感染细胞系的文献则未见报道。近年来亚洲地区频 

繁爆发口蹄疫，其血清型多为 O型，为此，建立 O 

型 FMDV持续感染细胞系尤为重要，这不仅为阐明 

FMDV持续感染的分子机制提供研究平台，还可为 

最终预防和治疗动物机体 FMDV 持续感染提供实 

验依据。 

本研究以口蹄疫病毒感染患病黄牛咽部分离 

物经处理后，在 BHK一21细胞培养物中传 15代的 

细胞毒 OGBF15为研究材料，感染传代的叙利亚仓 

鼠肾细胞系 (BHK一21)，利用改良的NH4Cl弱碱法 

处理，经过细胞克隆传代选择 FMDV 持续感染细 

胞，建立了病毒持续感染细胞的快速选择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病毒株和宿主细胞 

口蹄疫病毒(OGBF15)细胞毒由中国农业科学 

院兰州兽医研究所提供，BHK一21细胞系由武汉大 

学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提供。 

1．2 持续感染细胞系的建立 

BHK一21细胞按细胞培养常规方法进行，培养 

基为 MEM。利用蚀斑技术进行病毒滴度测定【5】后， 

以 1PFU／细胞 的感 染复 数感 染 已达 80％单层 

BHK一21细胞，37℃吸附 60min，5％FBS的 MEM 

洗一次，用改良NH4Cl弱碱法程序选择持续感染细 

胞，即加入含 10mmol／L NH4CI的 MEM (5％FBS)， 

CO2培养箱中培养 96h，吸弃旧培养液，0．2mol／L 

磷酸灭活细胞外病毒，加入 10％FBS的新鲜 MEM， 

培养 24h，洗涤细胞，胰酶充分消化，用条件化营 

养液(条件化营养液的制备：即将长成单层细胞，吸 

弃旧培养液，加入 20 FBS的 MEM，24h后收集营 

养液，3000r／min离心 30min，取上清装瓶备用，使 

用时加入 1％的葡萄糖并将 pH 调至 7．0~7．2)作 

2 ~2 。稀释，从 2 开始分别接种 96孔板，每个稀 

释度 16个重复，CO2培养箱中培养 7d左右，选择 

单细胞克隆，消化并逐渐扩增培养到 T-25瓶中，常 

规传代并进行细胞中病毒持续感染鉴定。 

1．3 RT_PCR检测 

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参考毒 

株 (O1K)序列设计，下游引物位于 3631-3650位 

置，序列为 (NK61)5 GACATGTCCTCCTGCAT 

CTG 3 ，上游引物位于 3096—3115位置，序列为 

(VP1B)5 TACTAC，丌CTCTGAC，rr( A3 ，扩增 

片段长度为 554bp。引物由博亚生物工程公司合成。 

FMDV RNA的提取依照Promega Trizol试剂盒说明 

进行。利用 FMDV 特异性引物 NK61逆转录合成 

病毒 cDNA依照 Promega反转录试剂盒说明进行。 

PCR扩增：取上述逆转录产物 2pL，分别加入 5 L 

10×PCR Buffer,41aL MgC12(25mmol／L)，51aLdNTPs 

(2 mmol／L)，上下游引物各 1 L，TaqDNA聚合酶 

0．5luL(5u L)，用无菌去离子水补至 5 L。94℃预变 

性 5min，以 94℃ 60sec，55℃ 30sec，72℃ 50sec 

进行 30次循环，然后 72℃保温 10 min。取 PCR产 

物于 1．2％琼脂糖凝胶中电泳，凝胶扫描观察并记 

录 。 

1．4 FMDV持续感染细胞系的电镜观察 

按照常规电镜样品制备程序【6】脱水、包埋、切 

片、染色，在透射电镜下观察并拍照。 

1．5 流式细胞术分析 FMDV持续感染细胞系的周 

期时相 

病毒持续感染细胞和对照细胞经胰酶充分消 

化成单个细胞，1000r／min离心 10min，弃上清， 

pH7．2PBS洗涤两次，留少量 PBS，充分振荡，沿 

管壁缓慢加入 75％的冷乙醇 2-3mL，．20℃固定过 

夜。样品经 1500r／min离心 10min，弃乙醇，振荡 

沉淀，用 5mLPBS+1％小牛血清洗两次，留 200~tL， 

加入 100luLl0×PI溶液染色 30min，上流式细胞仪 

检测，结果用 DNA—CELL—CYCLE软件进行分析， 

计算出群体中处于各细胞周期的细胞比例。 

2 结 果 

2．1 FMDV持续感染细胞的选择 

将 NH4C1处理后存活细胞消化，用条件化营养 

液作梯度稀释，选择2 以后稀释度接种96孔板， 

每个稀释度 16个重复，CO2培养箱中培养 7d左右， 

选择单细胞克隆，消化并逐渐扩增培养到 T-25瓶 

中，常规传代并进行病毒持续感染鉴定，结果显示 

用改良的 NH4cl弱碱法处理每次均可获得阳性克 

隆细胞，5次实验共得到 32个阳性克隆细胞，证明 

该方法是可行的。从中取一株阳性克隆细胞进行持 

续感染特性研究，并将其命名为 BHK．ROp。其余阳 

性克隆细胞于液氮中保存。 

2．2 FMDV持续感染细胞的形态特征 

从选择的阳性克隆细胞中取一株 BHK．ROp， 

常 规传代 ，并标 明细 胞所 处代 数 ，第一 代为 

T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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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K—ROpl，其余类推，传代过程中观察细胞形态 

并进行显微照相(图 1)。图 1可见，BHK—Rop36细 

胞与正常 BHK一21细胞形态相比无明显变化，而 

FMDV 感染阳性对照细胞则呈现典型细胞病变 

(CPE)。可见，FMDV 持续感染不改变宿主细胞 

形态。 

图 1 FMDV持续感染细胞的形态特征 

Fig．1 M 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the cells persistently infected by FMDV 

A，BHK一2 1 cells；B，BHK—ROp36 cells；C，BHK一2 1 cells acutely infected with FMDV． 

2．3 BHK—ROp细胞中FMDV基因组的检测 

用 RT-PCR跟踪监测 FMDV 基因组在 BHK— 

ROp细胞的存在。通过对第 4、16、36代 BHK．ROp 

细胞的检测 ，证 明各代次细胞均可扩增出病毒 

基 因组的特 异片 断 ，与预期 长度相 一致 ，为 

554bp。 

2．4 BHK—ROp细胞中FMDV颗粒的电镜观察 

取第 16代 BHK—ROpl6细胞株进行电镜观 

察，可清晰地观察到成熟病毒粒子，病毒粒子呈球 

型，直径为 30--40nm，大多位于细胞质中的核膜 

临近处，也有的位于泡状系统中 (图 3)，与阳性 

对照细胞相比，持续感染细胞中病毒粒子密度大大 

降低，这可能与细胞内的抑制物抑制 RNA的合成 

有关。 

图 2 BHK—ROp细胞中FMDV基因组的 RT-PCR检测电泳 

图谱 

Fig．2 Electrophoretogram of RT-PCR assay of BHK-ROp 

cells from different passages． 

1，PCR Marker；2，BHK-21 cells acutely infected with FMDV；3。BHK一21 

cells； 4,The 4th Passage BHK-ROp4 cells； 5， The 16th passage 

BHK-ROpl6cells；6，The 36th passage BHK—ROp36cells． 

图 3 BHK—ROp细胞中病毒颗粒 

Fig．3 Electron microscopy observation of FM DV particles in BHK—ROp cells
． 

A，BHK一21 cells；B，Th e16thpassageBHK—ROp16cells；C，BHK一21 cells acutelyinfectedwithFMDV；N
， Nucleus；AITOWSindicateFMDVp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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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BHK—ROp细胞周期特性的分析 

分别将 BHK一21、16代 BHK—ROpl6、36代 

BHK—ROp36细胞培养 48h后，按照常规制样技术 

处理细胞，经流式细胞仪检测并通过 DNA—CELL 

— CYCLE软件进行分析，计算出群体中处于各细胞 

周期的细胞比例，结果见图4。从图4中可以看出 

持续感染细胞带毒传代过程 中，其细胞周期的 

Go／G1、S期和 G2／M 期与对照细胞相比无明显的 

差异，所占的比例非常接近。表明FMDV在细胞内 

的持续存在对宿主细胞周期无显著影响。 

8O 

60 

亏 4o 

2o 

O 

目A：BHK一21 

口BHK—ROp16 

■ BHK·ROp36 

．
I l1． ． 

GO／G1 S G2，M 
cell cycle 

图 4 BHK-ROp细胞的细胞周期时相分析 

Fig．4 Time-course analysis of BHK-ROp cells 

3 讨论 

与机体水平研究口蹄疫病毒持续感染机制相 

比，细胞水平有其优越性，即细胞的同质性，培养 

条件的可控性，病毒感染的单一性，测定技术的灵活 

性等。但由于 FMDV为杀细胞病毒，体外感染敏感 

细胞均引起细胞病变(CPE)，表现为单层细胞团集， 

细胞变圆，并在很短时间内全部裂解成为细胞碎 

片，这使得建立稳定的 FMDV持续感染细胞系相当 

困难 。我们尝试 了多种建立持续感染细胞系的方 

法，均未获得持续感染细胞。而采用作者改 良的 

NHnCL弱碱法处理，经过克隆选择获得 32株阳性克 

隆细胞株。此法与 Torre等于 1985年通过连续三次 

蚀斑纯化建立的FMDV (C型)的持续感染细胞系 

程序相比，简化了操作步骤，缩短了实验周期，为建 

立持续感染细胞系提供了新思路。一般认为持续感 

染通常是由缺损病毒颗粒或温度敏感突变体及小 

蚀斑突变体起始的L7 J，而有文献报道 NHnCL对细胞 

的直接作用引起细胞特性的改变在形成持续感染 

时起重要作用 l。因此，导致 FMDV病毒持续感染 

可能有更复杂的机制，具体的分子机制还有待于深 

入研究。 

为了进一步研究持续感染的特征，我们随机选 

择一株持续感染细胞(BHK—ROp)，采用 RT-PCR， 

透射电镜，流式细胞术对不同代次细胞进行分析。 

RT-PCR 检测结果显示第 4、16、36代 BHK—ROp 

细胞都可检测到病毒基因组的存在(图2)。透射电子 

显微镜观察，可发现成熟病毒粒子，病毒粒子呈球 

型，直径为 30—40nm，大多位于细胞质中的核膜1临 

近处，也有的位于泡状系统中，与急性感染细胞相 

比，持续感染细胞中病毒粒子密度大大降低，这可 

能与细胞内的抑制物抑制 RNA的合成有关(图3)。 

流式细胞术的结果表明持续感染细胞传代过程中， 

其细胞周期的 Go／G1、S期和 G2／M 期与对照细胞 

相比没有明显的差异，所 占的比例非常接近，说明 

FMDV 在细胞 内的持续存在对宿主细胞周期无显 

著影响，也不会通过改变细胞周期而诱导宿主细胞 

凋 亡(图4)，结果充分证明 BHK—ROp持续感染细胞 

系基本稳定。 

目前有关病毒持续感染形成的分子机制报道较 

少，Refi等 研究呼肠孤病毒时发现，S4基因的突 

变在病毒形成持续感染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而 s1 

基因的突变则在维持病毒持续感染中发挥主导作 

用。Laurent等【l Ul证明仙台病毒持续感染BHK-21细 

胞与病毒 M 蛋白不稳定有关。Graham 等【l 研究发 

现口蹄疫病毒感染的细胞中，病毒基因组编码的 3C 

蛋白酶的积累与宿主细胞转录起始因子 elF4A 和 

elF4G的切割紧密相关，其结果抑制了宿主细胞蛋白 

质的合成，最终导致细胞死亡。而 口蹄疫病毒感染 

细胞形成持续感染是否与 3C 蛋白酶的不稳定性有 

关，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我们建立的BHK—ROp持续 

感染细胞系为这一研究提供了理想的细胞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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