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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quareoviruses，which belong to a newly identified genus of the family Reoviridae，are 

agents infecting all kind of aquatic animals．Grass carp reovirus(GCRV)was isolated from outbreak 

grass carp fingerling in South China freshwater region，and Threadfin reovirus(1f1W )is a Singapore 

isolate from acute diseased marine threadfin fingerling．In this study,the partial characterization 

between GCRV and TFV were compared．It showed that two viruses Can  cause CPE in CIK cell line，but 

not all the same in the other compared fish cell lines．In addition．their RNA genome compo sitions ale 

different by both electrophoresis and RT_PCR．It is interesting to point out that．based on serological 

related Westem blot analysis．me antiserum against GCRV could cross detecting some of the proteins 

found in TFV but not all of the proteins．It suggested they may share some similar epitopes． 

KeyWards：Aquareovirus；Grass carp reovirus(GCRV)；Threadfin reovirus(TFV)；Characteristiccomparison 

摘要：水生呼肠孤病毒为感染水生动物的一类病原体，隶属于呼肠孤病毒科新建水生呼肠孤病毒属。草鱼呼肠孤 

病毒 (Grass carp reovirus，GCRV)是引起中国南方淡水养殖草鱼暴发性出血病病原，鲅鱼呼肠孤病毒 (Threadfin 

reovirus，TFV)是引起海水养殖鲅鱼病毒病病原。本研究将 GCRV与新加坡 TFV分离株进行了部分特性比较研 

究。结果表明，GCRV 与 TFV均能感染 CIK细胞，但对其它鱼类细胞系的敏感性有所差异。此外，凝胶电泳与 

逆转录聚合酶链式扩增显示，GCRV与 TFV核酸属不同的基因型。在多肽特性上，证实了 GCRV的 5条主要结 

构多肽具有与 F1’V及水生呼肠孤病毒相似的特性。Western blot检测显示，草鱼呼肠孤病毒与 TFv结构蛋白拥有 

部分相同的抗原决定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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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动物病毒是严重危害水产养殖及疾病传 

播的主要病原。随着水产集约化养殖业的迅速发展， 

病毒性流行病频频发生，这些疾病在世界范围内对 

水产养殖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有资料显示，85 的 

世界水产品供应来 自亚洲，特别是在我国南方地区 

及东南亚一带，水产养殖业为重要的经济来源，而 

病毒性疾病的发生严重地影响了这些地区水产养 

殖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J̈。近年来，由于国际间鱼苗、 

鱼卵以及鱼制品进 出口的目益增多及检疫制度与 

检测试剂的不完善，使得各种病原体很容易通过进 

出口途径在世界各地传播。最近在新加坡大面积爆 

发的马鲅鱼流行病，已证实其病原为水生呼肠孤病 

毒 】。这是继 1978年中国南方暴发性草鱼出血病大 

规模流行后，在亚洲水产养殖区域发生的又一严重 

的传染性病毒病。草鱼呼肠孤病毒 (Grass carp 

reovims，GCRV)为中国分离鉴定的第一株鱼类病 

毒，在 GCRV研究方面，国内相继进行了系统的病 

毒流行病学、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等研究【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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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gel等认为，GCRV为水生呼肠孤病毒中致病性 

最强的毒株 J。鲅鱼呼肠孤病毒(Threadfin reovirus， 

Ⅱ )为引起鲅鱼鱼苗爆发流行病的病原，对其寄 

主同样具有极强的致病性 J。为了了解水生动物病 

毒病原侵染途径与致病机理，预防病毒病发生与蔓 

延，我们对这 2株水生呼肠孤病毒分离株进行了细 

胞感染及相关分子生物学特性等比较研究。其 目的 

在于进一步了解各毒株基因组的复制特性及与宿 

主的相互作用关系，为重组水生呼肠孤病毒基因工 

程疫苗的研制与抗病毒研究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细 胞 与病 毒毒 株 ： 实验 用 草鱼 。肾细胞 系 

(Ctenopharyngodon idellus kidney cell，CIK)由左 

文功等建立【9】，本实验室保存，传代 165代。肥头 

鲤细胞 (Fathead minnow cell，FHM)由法国马赛地 

中海大学医学院 H．Attoui博士馈赠，传代次数为 

145代。蓝鱼细胞 (Bluegil fry cell，BF2)与鲤鱼上 

皮瘤细胞 (Epithelioma papulosum cyprini cell，EPC) 

细胞系由德国慕尼黑大学动物学院 S．Essbauer博 

士馈赠，传代次数分别为 168、175代。草鱼呼肠 

孤病毒湖南邵阳 (GCRV873)与长沙株 (GCRV991) 

均为本实验室保存。马鲅鱼呼肠孤病毒毒株 (TFV) 

由新加坡国立大学生命科学院YM Sin教授提供。 

试剂：病毒 RNA提取试剂盒 RNA Now kit为 

Biogentex公司产品。PCR 扩增试剂及 Taq酶为 

Perkin Elmer产品。兔抗 GCRV抗血清为本实验室 

制备。PCR引物由大连 TaKaRa公司合成。 

1．2 细胞培养与病毒增殖 

草鱼。肾 CIK 细胞的培养按本实验室常规方法 

进行 。培养液为含 10％超级小牛血清的 Eagle’S 

MEM培养基 (MEM一10)，pH7．2。CIK细胞最适培 

养温度为 28"C，细胞生长 2—3d，待基本铺满培养瓶 

瓶底后，采用 0．1％的胰蛋白酶消化贴壁细胞，进 

行传代培养，FHM 、BF2及 EPC细胞的培养均按 

上述方法进行。病毒增殖方法为：挑选处于对数生 

长期的细胞分别接种草鱼呼肠孤病毒 (GCRv)和 

马鲅鱼呼肠孤病毒 (n )，按 1／10的培养体积加 

入感染的病毒悬液，病毒的感染复数 MOI(Multip— 

licity of infection)为 5—10PFU／cell，在病毒悬液吸 

附细胞 30—60min后，倒掉未吸附的病毒悬液，然后 

用 1×PBS清洗 3次，去除未吸附的病毒颗粒。采 

用含 2％小牛血清的 MEM (MEM一2)维持液进行 

病毒增殖，2—3d后观察细胞病变效应 (Cytopathic 

effect，CPE)，按 Reed—Muech法测定病毒 TCIDso 

滴价。GCRV与 耵 的病毒纯化与核酸提取按文献 

[7]进行。 

1．3 逆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RT-PCR) 

根据已知GCRV873 S 10外壳基因片段序列 41， 

分别设计一对含开放阅读框和一对含糖基化位点 

的引物进行 GCRV与耵Ⅳ 的 RT-PCR扩增。扩增条 

件为：首次 94。C 变性 3 min，然后按常规 PCR进 

行 30循环的 PCR扩增，即94。C(30s)，55。C(45s)， 

72。C(60s)，最后 72。C。延伸 5min。采用 1％的琼脂 

糖凝胶电泳检测 PCR产物，EB染色，紫外灯下观 

察 结果 。引物名称与序列 为：1)．GCRV-S10一SF： 

5’CAT GGA C CCG ATC ATC ACC ACG AT3’ 

26mers。 21．GCRV-S 10一ASF：5’CGC Z’GA AT／"CGA 

TGA AAC GAG AGA CC3’26mers。 31．GCRV-S10一 

SF1：5’CAT GGA Z℃C TCT AAG GAT ATC GTC 

3’24mers。 

1．4 结构蛋白的 SDS—PAGE与 Western blotting分 

析 

病毒蛋白的SDS—PAGE按Laemmli方法进行【l”， 

浓缩胶为 4％ (pH6．8)，分离胶为 12％ (pH8．9)。 

将在凝胶电泳中分离的 GCRV与 耵 多肽转移至 

硝酸纤维素滤膜 (Nitrocellulose membrane)上进行 

Western blotting分析，具体方法参见分子克隆【 】， 

转移的滤膜用 5％牛血清白蛋白封闭，然后加入稀 

释的兔抗 GCRV抗体 (1：10)，37"C浮育 2 h，二 

抗为碱性磷酸酶标记的羊抗兔 IgG—AP(1：1000)， 

NBT-BCIP显色。 

2 结 果 

2．1 GCRV与TFV的细胞感染特性 

采用CIK、BF2、EPC与 bTqM细胞系，在 28℃ 

培养温度下，分别对 GCRV与 耵 进行了细胞敏 

感性实验，结果表明，两者的细胞培养特性存在一 

定的差别 (表 1)。对 GCRV敏感的细胞株有 CIK 

与 FHM，对 FTV敏感的细胞株为 CIK和 BF2。其 

中，两种病毒共有的敏感细胞株为 CIK 细胞。在 

CIK 细胞 中增殖 ，两 者 的病 毒滴度 均 可达 到 

10 TCID50／mL~BF2细胞是 FTV的敏感细胞株，但 

对 GCRV不敏感，病毒感染细胞后不能产生 CPE。 

FHM 细胞对 GCRV较为敏感，病毒感染细胞的滴 

度可达到 10 TCID5加 L，但对 耵 不很敏感，滴 

度很低，难以测定。EPC细胞对两种病毒都不敏感。 

通过细胞敏感性测定，可以推测 2种病毒表面蛋白 

存在与 CIK细胞共同作用的敏感蛋白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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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GCRV与TFV的细胞感染特性比较 

Table 1 Cell infectious comparison between TFV and GCRV 

CIK，Ctenopharyngodon idellus kidney cells；BF2，Bluegil fry cell；EPC， 

Epithelioma papulosum cyprini cell；FHM ，Fathead minnow cel1．GCRV, 

Grass carp reovirus；TFV,Threadfin reovirus．+Clear CPE involving the 

entire monolayer；+，一 Little CPE or no viral replication；一No CPE． 

2．2 GCRV与TFV核酸分析 

为在同一电泳条件下比较 GCRV与 TFV 的核 

酸特 性 ，我 们 将 纯 化 的 两 株 GCRV(GCRVs73， 

GCRV991)与 TFV的dsRNA进行了 1％ 琼脂糖凝胶 

电泳分离 (见图 1)。图片显示，病毒 RNA 电泳带 

型基本呈现为 3组，第 1组为 1～3片段，第 2组为 

4̂6片段，第 3组为7-11片段。其中，GCRV 与 

GCRV99l核酸片段分子量完全一致，而 TFV RNA 

部分电泳条带的迁移率与 GCRV有所不同。TFV的 

第一片段与 GCRV 的十分接近，但最小的第 11片 

段的分子量小于 GCRV第 11片段，中间各片段分 

子量均有差异。提示这 2株水生呼肠孤病毒基因组 

成不属于同一类型}J 。由于它们的核酸大片段在琼 

脂糖凝胶电泳上电泳很难分离成单一条带，图中所 

示 Segment 1～3为 S1、S2、S3的混合物。 

Segment 

l 

4 

7 

l0-l1 

图 l GCRV和 TFV核酸图谱 

Fig．1 M ．dp ofGCRV and TFV dsRNA 

M ，DNA marke；1，TFV dsRNA；2，GCRV873 dsRNA；3，GCRV99I dsRNA． 

2-3 GCRV与 TFV 第 l0基因片段比较 

为检测 TFV与 GCRV核酸序列的同源关系， 

根据 GCRV 编码外壳蛋白的第 10基因片段已知 

序列，设计一对含阅读框(900bp)与另一对约 500bp 

(含糖基化位 点)的引物 分别进行 GCRV 、 

GCRV99l以及 TFV PCR检测 (图 2)，从结果可以 

看出，以 GCRV873和 GCRV99l毒株 dsRNA为模板， 

通过 RT-PCR反应，均能扩增得到大小为 900bp与 

500bp的目的PCR产物，但以TFv RNA为模板则 

未能得到任何扩增产物，表明两种病毒的第 10基 

因的核酸片段在核苷酸水平的同源性很小或至少 

在扩增引物位点无序列同源性。 

●l 
2 2株 GCRV与 T1 第 1O基因片段的PCR扩增结果 

Fig．2 The PCR amplification of segment 10 between 2 GCRV 

strains andTFv 

M ，1kb DNA ladder；1，Full length S10 amplification of GCRV99l：2／4， 

500bp S10 amplification of GCRV873 and GCRV991 respectively；3／5，S10 

amplification of TFV template；6／7．full length SIO amplification of 

GCRV873：8，Negative contro1． 

2．4 GCRV与TFv的结构蛋白与Westernblot分析 

为 比较 病 毒结 构 蛋 白组 分 ，采 用 12％ 

SDS—PAGE对纯化的TFV与 GCRV蛋白同时进行 

电泳分离，获得 5条主要结构多肽，它们的多肽图 

谱基本相似，但分子量有差异(见图3A)。从 G-CRV 

— _-31 

A B 

图 3 GCRV与 TFv结构多肽 

A，GCRV 与TFV结构多肽的SDS—PAGE：B，Western blot分析；M， 

标准蛋 J分子量，泳道 1，GCRV99I结构多肽，2，T1 结构多肽． 

Fig．3 Structural polypeptides of GCRV and TFv 

A，SDS—PAGEofboth GCRV an d TFV protein；B．Western blot an alysis；M ． 

Standard protein molecular weight；1，GCRV proteins；2，TFv proteins． 

和 TFV 蛋白电泳图谱可以看出，GCRV 大分子量 

蛋白与 TFV 的十分接近。此外，两种病毒基因组 

均编码43 kDa多肽，TFv最小的结构多肽比GCRV 

最小的一条要小 1～3 kDa，而 TFv 中分子量约 

67kDa的多肽较 GCRV99l的大 1～3 kDa。结果表 

明，这两种病毒编码的主要结构多肽组成及图谱与 

其它水生呼肠孤病毒的结构蛋白特性相吻合[16,171。 

零 

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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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鉴定 TFV与 GCRV的血清学关系，将 2 

种病毒蛋 白与兔抗 GCRV 抗 体进行 了 Western 

blotting分析 (图 3B)。结果显示，兔抗 GCRV抗 

体能部分与 TFV结构多肽产生交叉反应，说明这两 

种病毒表面蛋白存在相似 的抗原决定簇 。能为 

GCRV抗体识别的TFV多肽是 136 kDa，132 kDa， 

43 kDa(箭头所指)。另外两条多肽 (67 kDa，31 

kDa)则不能与之抗体产生反应。 

3 讨论 

GCRV 与 TFV 的细胞感染特性结果表明，对 

GCRV敏感的细胞株有 CIK与 FHM，对 F11V敏感 

的细胞株为 CIK和 BF2。而 EPC细胞对两种病毒 

都不敏感。GCRV与 耵 均能在 CIK细胞中有效 

地增殖，表明这两种病毒衣壳蛋白存在与 CIK细胞 

共同作用的敏感蛋白因子。根据几株水生呼肠孤病 

毒 (CSV，GSV 和 CRV)的免疫交叉实验，发现 

这三株病毒虽表现出各自的血清学特性，但也显示 

出微弱的交叉反应；因此 Hedrich等认为各亚群或 

毒株间可能存在一种或多种共同的抗原决定簇l1引。 

对 GCRV与 TFV结构蛋白的电泳 Western印迹杂 

交分析显示，GCRV抗体能与 TFV部分蛋白产生交 

叉反应，进一步证实这 2株病毒蛋白存在共同的表 

面抗原决定簇。有关 GCRV与 TFV琼脂糖凝胶电 

泳及第 l0基因片段 RT-PCR的扩增结果，可以初步 

说明 GCRV与 TFV的基因组与单一片段的核苷酸 

组成是有差异的，但由于 目前未能获得TFV全基因 

组序列，因此很难准确定义这 2株病毒的基因序列 

同源性及结构蛋白的异同。对 GCRV 与TFV及其 

它水生呼肠孤病毒的基因组结构与蛋白组分在病 

毒颗粒中的相对位置及在侵染复制中的生物学功 

能，有待更深入的研究来加以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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