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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ice black streaked dwa virus(RB SDV)infecting stages were viewed 1n maize vein cell 

during its different infection period by electron microscope．It was found that the RBSDV particles 

infected in the maize cell appeared at first in the cytoplasm near the cell wall，some single virus particles 

seem to be connected with plasmodesma．The viroplasm was produced in cytoplasm，and the RBSDV 

particles multiplied and scattered initially along the periphery and subsequently spread out towards the 

viroplasm．W hen the viroplasm was full of viru s particles，some tubules with about 90nm in diameter 

appeared in the cytoplasm．Subsequenctly the virus particles arrayed in row among them，and finally the 

particles aggregated into cry stalline array and the cytoplasm tubules disappeared．The percentage of 

active transmission of small brown plant hopper(Laodelphax striatellus Fallen)varied with the 

inflectiOn stage of RBSDV in maize cell while the nymph acquiring feeding．Th ere were 2．93％ and 

7．83％ of viruliferous rate respectively when their nymph acquiring feeding in the vein cell of mmze 

among RBSDV particles were going to multiply in the periphery and inner of viroplasma，but no one 

when the noninfective nymph of them acquiring feeding in maize cell among the VII[IS particles was 

going to the stage of appearing cytoplasm tubules and forming crystalline a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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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水稻黑条矮缩'病毒 (RBSDV)侵染 E米 (Zea mays L_)的症状发展过程先后取叶脉做超薄切片，在透 

射电镜下观察病毒在细胞内的侵染状态，并存取样前用灰飞虱无毒若虫进行饲毒和传毒试验。结果显示 RBSDV 

侵入玉米叶细胞后先出现 细咆壁附近，个别粒子似与胞间连丝相连；细胞质内产生病毒基质，病毒粒子先增殖 

并分布其周边，后向病毒基质内扩展；当病毒粒子 满病毒基质后在细胞质中出现直径约 90nm 的管状结构，病 

毒成串排列在该管状结构中；随后管状结构逐渐消失，最终形成晶格状聚集排列。用灰飞虱无毒若虫在细胞内病 

毒基质出现和病毒增殖期饲毒的，剑成虫时分别有 2．93％和 7．83％个体传毒率；在细胞内病毒成串分布于管状结 

构和晶格状聚集排列期饲毒的，到成虫时均不能传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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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黑条矮缩病毒 (Rice black treaked dwarf 

virus，RBSDV)属呼肠孤病毒科 (Reoviridae)、斐 

济病毒属(Fijivirus)⋯，其基因组由 10个双链 RNA 

片段组成，主要侵染禾本科植物，是我国及东亚地 

区水稻、大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上的重要病毒病 

原之一 qJ。在田问，RBSDV随着主要介体灰飞虱 

的迁移而在稻麦等禾本科作物和杂草寄主间循环 

传播，而玉米作为 RBSDV最敏感的寄主，可作为 

田问是否存在 RBSDV 的指示作物l5】。但在该病毒 

的发生和流行过程中，玉米是否能作为侵染源至今 

国内外一直没有定论，一般认为玉米为 RBSDV的 

介体灰飞虱非适生寄主，以玉米病株为毒源的回接 

试验往往不能成功l6J。为了解 RBSDV在细胞内的 

侵染状态与灰飞虱获毒和传毒的关系，我们通过对 

RBSDV 在玉米叶脉细胞不同侵染阶段的超薄切片 

电镜观察，并在病毒不同侵染阶段对灰飞虱无毒虫 

进行了饲毒和传毒试验，发现通常表现蜡白色脉肿 

典型症状的玉米叶细胞中病毒粒子已趋于聚集排 

列状态，此时用灰飞虱无毒虫进行饲毒，难以顺利 

获毒和传毒，推测病毒在玉米细胞内的复制增殖阶 

段与介体昆虫能否获毒有关。现将实验结果报道如 

下 。 

1 材料与方法 

1．1 病毒分离物 

RBSDV 浙江分离物由浙江省农科院病毒实验 

室分离保存。冬春接种在小麦(Triticum aestivum L．， 

品种为浙麦 1号和扬麦 3号)上繁殖，夏秋接种在 

水稻 (Oryza sativa L．，品种为矮脚南特和浙湖 122) 

上繁殖。 

1．2 介体昆虫 

灰飞虱 (Laodelphax striatellus Fallen)由浙 

江省农科院病毒实验室保存，冬春饲养和繁殖在 

小麦和看麦娘 (Alopecurus aequalis Sobo1)上， 

夏秋饲养和繁殖在水稻上。用健康植株饲养灰飞 

虱无毒虫系；用症状典型的病麦和病稻饲毒繁殖 

带毒虫系 (含带毒虫率 30％～60％)，以备实验之 

用。 

l-3 病毒侵染玉米的超薄切片制备及电镜观察 

用灰飞虱带毒虫系接种玉米 (Zea mays L．，品 

种为苏玉糯)2-3叶的幼苗 24 h，然后在防虫条件 

下培育管理，观察发病情况。从初见症状到典型症 

状变化过程中先后在病叶出现明脉点条、明脉点 

线、明脉点线变蜡白色、明脉点线变蜡白色脉肿、 

蜡 白色脉肿变灰黄色和蜡 白色脉肿变褐色等各个 

时期取样，将玉米叶脉组织切成 1 mm×3 mm大 

小，用 0．1 mol／L磷酸缓冲液 (pH7．0)配制的 2．5％ 

戊二醛和 l％四氧化锇双固定，乙醇系列脱水， 

Epon812环氧树脂包埋、聚合，在 Reichart—Jung 

ULTRACUT E型超薄切片机上切片，切片经醋酸 

双氧铀和柠檬酸铅双染色后，在德国 Opton公司的 

EM一109 型透射 电镜下观察拍照 ，加速 电压为 

60KV。 

1．4 饲毒和传毒试验 

在玉米病叶超薄切片取样前 1d，先用灰飞虱 

无毒若虫 (2龄)分别在出现明脉点线、明脉点 

线变蜡 白色、明脉点线向叶背隆起成蜡白色脉肿 

和蜡 白色脉肿变褐色等各个时期的病叶上饲毒 

24h，然后饲养到健稻上，至成虫期进行传毒试验。 

2 结果 

2．1 RBSDV侵染玉米的症状变化过程 

通过对灰飞虱带毒虫系接种玉米的持续观察 

和记录，发现病叶症状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从 

最初症状出现到典型症状出现和衰变可分为6个阶 

段：(1)先在叶片中部侧脉上散生透明点条，长约 

2—3mm，边缘清晰，两端钝圆；(2)透明条点上下 

延伸成透明点线；(3)透明点线变成蜡白色；(4) 

透明点线向叶背隆起成蜡白色脉肿；(5)蜡白色脉 

肿变灰黄色；(6)蜡白色脉肿变黄褐色。此时玉米 

病株严重矮缩不穗，始病叶及其上叶片僵直地向茎 

杆两侧伸展，病株生长开始衰退。 

2．2 不同症状表现期玉米叶脉细胞中病毒的侵染 

状态 

通过对不同症状表现期玉米叶脉细胞超微病 

变结构的观察，可看到在始病期呈明脉点条症状 

的细胞中病毒粒子很少，单个粒子从病毒基质周 

边侵入，病毒基质外缘附近分布着一些中空粒子 

(图 1A)，有的病毒粒子似与胞间连丝相连 (图 

1B)：在呈明脉点线症状的叶脉细胞中产生大块 

电子致密的病毒基质，病毒粒子出现在病毒基质 

周边 (图 1C)，此时复制增殖的粒子数量还不多； 

在明脉点线变成蜡 白色症状时细胞内的病毒基质 

进一步扩展，大量病毒粒子布满在病毒基质中(图 

lD)：当症状呈蜡白色隆起脉肿时在细胞质中出 

现直径约 90nm 的管状结构，病毒粒子成串排列 

在该管状结构中 (图 1E，1F)；随后症状进一步 

发展成灰黄色至黄褐色时，细胞质中的病毒成串 

地紧密排列，管状结构逐渐消失 (图 1G)，最终 

形成紧密的品格状聚集排列 (图 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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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接种 RBSDV的玉米叶脉细胞超薄切片 

Fig．1 Thin section of maize vein cells infected with RBSDV 

A· nowmg rus particles appeared at first in the cytoplasm nearl3 the cell wall(arrow)；B Single virus particle seems to be connected with 

plasmodesma(arrow)；C，Virus particles scattered in the cytoplasm and the periphery of viroplasm with filaments；D
，
Numemus viru s Dartic1es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viroplasm；E，Some virus particles and transversely,section tubules(arrow)appeared in the cytoplasm of vein cell；F Virus partic1es arraved in 

row among tubules(arrow)：G．Virus particles aggregated in the cytoplasm and the cytoplasm tubules disappeared；H
，
Virus particles aggregated into cry stalline 

array in the cytoplasm．CH—chloroplast
， CW—cell wal1．PD—plasmodesma．VP—viroplas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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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病毒不同侵染状态与灰飞虱获毒和传毒的关系 

分别在不同病毒侵染状态下的病玉米叶片 卜 

饲毒的灰飞虱，其传毒情况各异。在叶脉蜡白色隆 

起症状出现之前，也就是细胞质中病毒粒子在病毒 

基质周边和内部增殖时期饲毒的灰飞虱无毒若虫， 

到成虫期分别有 2．93％~H 7，83％个体传毒率。而当 

叶脉蜡白色隆起条斑出现和变色之后，即细胞内病 

毒成串地分布于管状结构和呈品格状聚集排列时 

期饲毒的灰飞虱无毒若虫，到成虫期连续传毒 6大 

均未出现传毒个体 (表 1)。 

表 l RBSDV侵染状态与灰飞虱传毒活力的关系 

Table 1 1’he relation between RBSDV infecting stages and 

active transmission Laode hax striatellus 

Number of infective insect／ 

number of acquesting feeding 
Infecting stage of virus ‘ 一 Infective lnsect％ 

一 一 jnsect 

I II 

3 讨论 

玉米幼苗受 RBSDV侵染后，其始病叶症状的 

发展过程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病毒在寄主细胞 

内的增殖、分布和排列的过程。与呼肠孤病毒科的 

其他植物病毒一样，RBSDV 在寄主植物的细胞质 

中进行复制增殖，其主要细胞病理学特征是形成电 

子致密的病毒基质 J，此时成熟病毒粒子在其中不 

断被复制装配出来，大量积累在细胞质中，并通过 

胞间连丝实现细胞问的转运扩展。当玉米病叶叶脉 

出现蜡白色隆起脉肿一一玉米水稻黑条矮缩病株 

特有的典型症状时，其细胞内部的病毒已经停止增 

殖，开始以成串排列在管状结构中过渡到最终形成 

品格状聚集排列。这在同科水稻矮缩病毒 (Rice 

dwa virus，RDV)感染的水稻病叶中也可以看到， 

其病毒粒子在形成品格状聚集排列之前先经过成 

串排列于管状结构形式聚集靠拢、并逐渐消失管状 

结构的阶段 (图2)，两者具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病毒的介体传播涉及基因组编码产物 ’⋯，但 

RBSDV 的基 因组结构功 能 目前 尚不完全清楚 

[1oq2]
。 根据上述实验结果推测，在寄主细胞的病毒 

增殖阶段，与介体传播相关的基因产物得以表达， 

图 2 感染 RDV的水稻叶片细胞超薄切片 

Fig．2 1’hin section of rice leaf cells infected with RDV 

Arrow indicates virus particles arrayed in rOW among tubules and 

aggregated into crystalline array in the cytoplasma M —mitochondria： 

N—nucleus 

此时用灰飞虱无毒虫系进行饲毒可以获毒和传毒。 

而当病毒复制完成后，细胞内出现病毒粒子成串排 

列在管状结构中，并大量聚集成晶格状排列，此时 

与介体传播相关的基因产物可能已停止表达，灰飞 

虱难以获毒和传毒。 

在 RBSDV不同侵染阶段饲毒导致灰飞虱可传 

毒或不传毒，这一实验结果可以充分说明 RBSDV 

感染前期的玉米病株能作为侵染源，而症状明显的 

病株和老病株不能作为侵染源。由于从玉米病叶上 

饲毒 的灰飞虱无毒虫获毒和传毒率不高 (低于 

8％)，再加上玉米在田问不是灰飞虱的适生寄主， 

因此可 以推论 在 自然 界玉米病 株不可能 成为 

RBSDV流行的主要侵染源。但从玉米是RBSDV的 

最敏感寄主、它的前期病株可作为毒源来推测，对 

于 RBSDV种株的生存和发展必经阶段还是起着一 

种寄主的作用，特别在玉米种植区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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