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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ere we report the pathogensis process of Helicoverpa armigera larvae infected with 

Helicoverpa armigera single nucleocapsid nucleopolyhedrovirus(HaSNPV)using H．E staining and 

immunohistoc hemistry with an tibody against polyhedrin．The fourth instar Helicoverpa armigera larvae 

were injected with 5×l PFU HaSNPV per larva．H．E staining showed that no apparent pathogensis 

could be detected in all tissues at 24 hours post infection(hpi)．But at 48 hpi，the nucleus ofthe fat body 

an d trachea epidermis became swollen，an d the shape  ofthe cells in these tissues were chan g~ ．At 72 h 

P i，significant hispathogensis were observed in fat body，trachea epidermis and the epidermis，while no 

changes were found in midgut and muscles．At 96 hpi，the constitution of the fat body，trachea and 

epidermis were destroyed．Th e immunohistoc hemistry results indicated the po lyhedrin protein could not 

be detected at 24 hpi．At 48 hpi，it was found partially expressed in the tissues of fat body，trachea 

epidermis and epidermis．From 72 to 96 hpi，the polyhedrin was found heavily expressed in fat body， 

trachea  epidermis and epidermis．No po lyhedrin was found expressed in midgut untill larvae dead an d 

themusculewasnotbe infected allth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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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报道了棉铃虫单核衣壳核多角体病毒 (Helicoverpa axmigera single nucleocapsid nucleopolyhedrovims， 

HaSNI'V)感染棉铃虫幼虫的病理时相及 HaSNPV 多角体蛋白在幼虫组织中表达的免疫组化研究。以 5xl03pFu 

的 HaSNPV出芽病毒粒子 (BV)注射 4龄初的棉铃虫幼虫，石蜡切片的H-E染色表明，在感染后 24h，病理变 

化不明显；48h后脂肪体、气管组织的细胞核开始肿大，细胞开始变形；72h后脂肪体、气管、真皮细胞核肿大 

十分明显，组织结构松散；但中肠和肌肉组织未见明显病变；96h后，脂肪体、气管、真皮组织结构完全被破坏， 

肌肉组织变疏松。免疫组化结果表明，感染后 24h，未能检测到多角体蛋白在幼虫组织中的表达；感染后 48h， 

多角体蛋白可在部分脂肪体、气管组织、血细胞和真皮组织的细胞核中表达；72h后，被感染的脂肪体、气管组 

织、和真皮组织的细胞数比48h多； 96h后，多角体蛋白可以在脂肪体、气管、真皮组织中大量表达 ，48h到 96h 

间，被感染的血细胞数目基本不变，中肠组织和肌肉都未检测到多角体蛋白的表达；幼虫死亡后，可在中肠上皮 

细胞的基底膜间隙中检测到多角体蛋白的表达，肌肉组织中未见表达信号，其它组织全部被感染并且组织结构被 

破坏。H．E的结果与免疫组化的结果基本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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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铃虫属于实夜蛾属害虫，是一种危害多种农 

作物的世界性害虫，也是我国农业上的主要害虫。 

棉 铃 虫 单 核 衣 壳 核 多 角 体病 毒 (Helicoverpa 

armigera single nuclcocapsid nuclcopolyhedrovirus， 

HaSNPV)作为生物杀虫剂已经在我国获准商品化 

生产并在田间大量应用If,zJ。目前大量生产病毒制 

剂的主要方法是通过病毒感染棉铃虫幼虫，待幼虫 

死亡后 ，收集虫体，分离多角体获得L3J。研究 

HaSNPV感染幼虫的病理过程，一方面可以深入了 

解病毒的致病机理及其与宿主相互作用的关系，另 
一

方面将有利于提高病毒杀虫剂的生产效率，并为 

研制高效的基因工程病毒杀虫剂提供依据。本研究 

选取野生型HaSNPV感染后不同时间的幼虫，利用 

H．E染色，进行组织病理研究，并利用多角体蛋白 

基因抗体进行免疫组化研究，以揭示病毒对虫体的 

感染过程。 

l 材料方法 

1．1 病毒、细胞及抗体 

本实验采用的HaSNPV为HaSNPV G4株，它 

是野生型棉铃虫病毒经虫体克隆得到的一个分离 

株⋯。出芽病毒粒子 (BV)来源于被HaSNPV感染 

幼虫的血淋巴，再经HzAM1(McIntosh and Ignoffo， 

1983)细胞增殖，上清中出芽病毒粒子的滴度用终点 

稀释法测定并表示为 PFU／mL。HzAM1细胞用含 

10％胎牛血清的 Grace’S培养基于 27℃培养。胎牛 

血清、Grace’S培养基等购自GIBCO／BRL公司。免 

疫组化反应中用的一抗为多角体蛋白抗体，来源于 

原核表达 HaSNPV多角体蛋白经纯化、免疫新西兰 

大白兔后分离血清获得。 

1．2 供试昆虫及其感染过程 

本实验所用棉铃虫由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所 

养虫室提供，人工饲料28"C培养，挑选3龄末棉铃 

虫，待其蜕皮后 lOmin，置于冰上，等幼虫数 目达 

到需要数 目后，用 50pL注射器将 51aL共 5×l0 

的BV溶液注射于幼虫两侧腹趾之间的皮下。 

BV用 TCIDs0法测得，为 5．50X106TCID
．
~／mL，即 

3．79×106pFU／mL。同时设注射无菌蒸馏水的健康 

对照。 

1．3 组织切片及H．E染色 

在幼虫感染后 24、48、72、96h分别取 10头 

虫，用 10mL注射器将carnoy’S固定液从幼虫尾部 

缓慢注入，直到虫体变僵，充满固定液；虫子投入 

固定液中固定 12h，经梯度酒精脱水，石蜡包埋后， 

旋转切片机连续切片，切片厚度 41Jm，粘片，脱蜡 

复水后，苏木精染5rain，流水冲洗 15min一后，伊红 

复染 lmin，水洗后，脱水，透明，中性树胶封片， 

显微镜下观察记录。 

1．4 免疫组化反应 

1．4．1 载玻片的处理：将洁净的载玻片在新鲜制备 

APES稀释液 (APES：丙酮=1：50)中浸泡30s左右， 

取出后干燥 3~5min，纯丙酮涮洗 2～3次，捞出于 

无尘处干燥。 

1．4．2 免疫组化 SABC法 ：石蜡切片展片后，捞 

在经 APES处理的载玻片上，置烤箱内 60℃处理 

30min使切片紧密粘附。具体方法见博士得公司 

SABC 即用型试剂盒说明书，多角体抗体为 1：500 

倍稀释。二抗反应结束后，滴加 251ag／mg的链亲和 

素，室温 15min，PBS洗 lOmin，以消除内源性生 

物素的背景，其他步骤不变。AP F_~、SABC即用型 

试剂盒及DAB染色试剂盒均购自武汉博士得公司， 

链亲和素购自Promega公司。 

1．4．3 结果记录及分析：光学显微镜下观察，亮丽 

的棕黄色为阳性信号。显微镜为 Leiea DI姗 CS， 

附带数码相机及 Leica DC300成像软件。免疫组化 

结果用同济千屏影像工程公司 HPIAS图象分析软 

件分析。 

2 结果 

2．1 被感染幼虫的H．E染色 

我们选择注射感染的4龄棉铃虫幼虫，感染后 

不同时间点取样，幼虫经石蜡切片后进行H．E染色， 

染色结果表明，在感染后 24h，病理变化不明显， 

细胞形态保持较好，与健康对照无差异；感染 48h 

后，脂肪体、气管上皮组织的细胞核变肿大，脂肪 

体结构不如健康组织致密，脂肪细胞之间边界变模 

糊，细胞开始变形，但中肠组织和肌肉组织未见明 

显的病理变化：72h后脂肪体、气管、真皮细胞核 

肿大十分明显，组织结构变得松散；但中肠和肌肉 

组织未见明显病变；96h后，脂肪体、气管、真皮 

组织结构完全被破坏 (见表 1，彩版Ⅲ图 1)。被 

感染昆虫在 96h开始死亡。 

表 1 病毒感染组织病理时相 

Table l Pathogenictimecourseoftheinf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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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多角体蛋白表达的免疫组化检测 

注射感染后的幼虫经石蜡切片后，以多角体抗 

体为一抗，进行免疫组化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幼 

虫被感染后 24h，所有组织都未检测到棕黄色的阳 

性信号(见彩版Ⅳ图2，A、B、C)，表明此时在组织中 

未见多角体蛋白的表达；感染后48h后，在大多数 

脂肪体细胞 (见彩版Ⅳ图2 D)、气管上皮细胞 (见 

彩版Ⅳ图2E)、真皮组织 (见彩版Ⅳ图2F)的细 

胞中可观测到阳性信号，表明多角体蛋白的表达。 

其中，脂肪细胞的阳性信号主要出现在细胞核中， 

此外，在血淋巴中也显示很强的阳性信号，但血细 

胞中仅有部分细胞呈阳性，在气管上皮和真皮组织 

中则在细胞核和细胞质中都见到阳性信号；感染后 

72h，气管上皮细胞、脂肪体(见彩版Ⅳ图2 G)和真 

皮细胞 (见彩版Ⅳ图2 I)的细胞核肿大，绝大部分 

细胞都显棕黄色，只有个别未显阳性， 显棕色的 

血细胞 (见彩版Ⅳ图2 G)数量并未见增加；感染 

后 96h，在脂肪体 (见彩版Ⅳ图2 J)、气管 (见彩 

版Ⅳ图2 J)、真皮的上皮组织 (见彩版Ⅳ图2L) 

几乎全部的细胞都显棕黄色阳性信号，多角体蛋白 

得到大量表达，血淋巴的感染与 72h相似，没有大 

的变化 (见彩版Ⅳ图2 L)；幼虫死亡后，虫体的 

组织开始液化，脂肪体、气管等组织结构完全被破 

坏 (见彩版Ⅳ图2 M)，且整个组织都显示阳性信 

号，肌肉和中肠保持比较完整，未能检测到阳性信 

号 (见彩版Ⅳ图 2 M、N)，但在中肠上皮细胞的 

基底膜间隙有阳性信号 (见彩版Ⅳ图2 N)，说明 

多角体蛋白在此组织中有表达，脂肪体细胞的阳性 

率在 24h、48h、72h、96h及死后幼虫分别为0％、 

62-4％、83．6％、91．0％、99％。 

3 讨论 

多角体病毒感染幼虫的过程一直是比较关注的热 

点，许多学者通过构建含标记基因 (如 GFP，／acZ， 

GUS等)的重组病毒通过口服或注射感染幼虫，在不 

同时间点取样，检测标记基因的在不同组织中的表达 

情况，以推测病毒在幼虫中的感染历程[5-91。病毒在幼 

虫体内传播过程中，继发感染目前主要存在3种理论： 

BV在血腔中循环而感染其他组织Il UJ；通过感染血细胞 

而感染其他组织Il ．1 2J；通过气管系统或转运BV到气管 

系统的肌间而感染其他组织 

本文首次利用免疫组化的方法观察野生型 

HaSNPV出芽病毒粒子感染四龄幼虫的过程，选择 

了 HaSNPV 的多角体蛋白作为检测病毒复制的指 

标。多角体蛋白基因是 HaSNPV 的极晚期表达基 

因，在体外培养细胞中，在感染后 24h开始表达， 

48h开始有多角体产生，感染晚期大量表达，其表 

达产物是感染晚期形成的包含体 (多角体)的主要 

组分u HJ。本实验证明，在HaSNPV BV注射感染 

过程中，气管、脂肪体、表皮和血细胞是病毒感染 

的敏感组织，这几种组织在感染后 48h，同时检测 

到多角体蛋白的表达，说明这些组织的感染可能是 

在同一时间发生的，因此推测感染是通过 BV在血 

腔中循环而感染其他组织；在随后的时间中，被感 

染的气管、脂肪体、表皮细胞数目递增。Engelhard 

E K 构建含 hsp70-LacZ的重组 AcMNPV，注射 

BV感染四龄粉纹夜蛾幼虫，他们发现 40％的被试 

幼虫注射后 20h能同时在血细胞和微气管中看到 

LacZ的表达。Thomas E等Il 利用表达GFP基因的 

AcMNPV 注射感染草地贪夜蛾幼虫，发现感染后 

12—18h可在脂肪体中看到绿色荧光，24h在气管和 

表皮发现荧光，而只有 5％的血细胞显荧光。而我 

们的实验中在 48h才检测到病毒的感染，因为我们 

选用的多角体蛋白基因是极晚期基因，而Engelhard 

和 Thomas E选用的标记基因是组成型表达的，我 

们的结果与之并不冲突； 同时在本实验中，取样 

时间跨度较大而没能检测到最早出现多角体蛋白 

表达的组织，我们将在以后的实验中增加取样的时 

间点。 

吕雅颂等【l 6J构建在多角体启动子控制下的 

GFP基因标记的重组棉铃虫病毒，经 口服三龄幼 

虫，在荧光下观测 GFP的表达从而跟踪病毒感染进 

程。他们认为，HaSNPV在进入中肠后，以两条路 

线进行感染：其一是在中肠复制、表达、装配成子 

代病毒粒子和多角体，即初级感染；其二，病毒感 

染的扩散除血淋巴之外，还有气管系统，病毒粒子 

通过真皮、中肠和脂肪体的气管系统感染其他组 

织，中肠和血淋巴只是病毒感染传播通道。本文采 

用的BV注射感染的方式，出芽病毒粒子直接进入 

血淋巴，没有通过中肠，实验结果显示，表达多角 

体蛋白的血细胞数目并未随感染时间而明显递增， 

也就是说病毒在血细胞中并未产生大量多角体，我 

们推测在注射感染的幼虫中，血淋巴是主要扩散通。 

道，BV通过血淋巴的循环而感染与其接触的气管、 

表皮及脂肪体组织，而不是病毒大量复制的场所。 

Trudcau D 】证明，用 AcMNPV感染烟蚜夜蛾和 

美洲棉铃虫幼虫时，血细胞起核心作用，它携带病 

毒随血淋巴循环，并参与宿主的黑化作用。中肠围 

食膜是 口服感染过程中幼虫抵制病毒入侵的一道 

很重要的屏 "J，我们将在下一步实验中进一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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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HaSNPV经口感染过程。 

多角体蛋白基因中具有细胞核定位信号，在细 

胞质 中表达后将被运输到细胞核中进行多角体包 

装[18,19]，实验中，我们在气管上皮、表皮等组织中 

都观察到多角体蛋白在细胞质和细胞核中的存在， 

在脂肪组织中，虽然阳性信号主要出现在细胞核 

中，但可能是由于制片过程中脂肪细胞的大部分细 

胞质未固定下来而造成的假象，实际上在图 2L 中 

可以看到在脂肪细胞的细胞质中的阳性信号。因 

此，可以认为多角体蛋白表达之后在细胞质和细胞 

核中都同时存在，但从信号的强弱可以判断多数蛋 

白位于细胞核中。实验中，我们发现在所有样品中， 

肌肉组织和中肠上皮组织都没有检测到多角体蛋 

白的表达信号，这两种组织在注射感染中可能只被 

BV感染，也可能是非敏感组织，Volkman实验组【lUJ 

曾利用AcMNPV的P39的多克隆抗体和GP64的单 

克隆进行免疫组化实验，他们发现，在肌肉组织中， 

病毒只在肌纤膜里发现。 

在本实验中，我们还通过传统的H．E染色法， 

对幼虫的病理情况进行光学分析，观察到不同时间 

点的组织病变情况组织病理结果与免疫组化结果 

基本一致，但由于H．E染色只能揭示形态学上的病 

理特征，需要细心的观察和比较专业的昆虫病理学 

基础才能辨别 NPV 引起的病变：而免疫组化则从 

蛋白质分子水平揭示病毒在虫体内的感染状况，直 

接以不同颜色显示病毒在幼虫组织中的感染复制 

过程，阴性和阳性结果颜色区别明显，具有较高的 

灵敏度和特异性，是一种研究病毒感染机理的好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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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4龄棉铃虫幼虫感染 HaSNPV后不同组织的 H．E染色结果 

Fig’l Ha锄  in n蛐 。fselectedtissues。f4thinstarH arm／~,e／'ainfectedwithwild-typeHaSNFVandthe a di · 

A'B，c，sh0wedlhelan，∞ cdbyHaS_l V at 24 hpi；D，E，F，at48 hpi；G，H，I at 72 hpi；J，K,L at96hpi；M,N，o咖吐 inI 0fIar憎 撕  

larvae at48h )．AⅡlhep Ieshavethe samemagnification andthebarindicatedlOOp,m r e Fat b。dy；e，Epidermis；t．1hc 嗥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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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4龄棉铃虫幼虫感染 HaSNPV后不同组织的多角体蛋白免疫组化结果 

Fig．2 lmmunohistochemistry staim g(D~m staining，Haematoxylin re-staining)ofthetissuesfrom4thinstar 脚 咖 l infectedby 

HaSNPV atdiffclcnttimepointspostinfection 

A／B／C,showedthe hrvaetissues at 24hours postinfection；D／E／F，48hpi；G／H／I，72hpi；J／K／L，96hpi；M／N／O，deadlarvae；P，the healthy larvaetis es；Q’ 

hcamIvlarvaetissueswithoutthel~．atnlentofthe anti-polyhemninimmunohistoc hemist~yprocess； larvaeinfectedbyHaSNPVat48hpiwithoutthe仃eat． 

mcntofthe a -po1)，ht 证~tibodyinimmunohistochemislryprocess．Allthepictures havethe 8amcmagnification andthebarinduc．aled100un~‘Fatbo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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