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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圆环病毒 (Porcine circovirus，PCV)为无 

囊膜的单股环状负链 DNA 病毒，病毒粒子直径约 

17～20nm，是迄今已知最小的动物病毒之一。PCV 

属圆环病毒科 (Circoviridae)圆环病毒属成员 J̈。 

根据 PCV抗原性及基因组成不同，将其分为 

两种基因型(或称血清型)，即PCV1及PCV2。PCV1 

是 1974年首次从猪传代细胞系 PK．15中作为一种 

污染物分离出来的病毒I2J，动物实验表明该病毒无 

致病性，可广泛存在于正常猪体内各组织器 制。 

而 PCV2与近年来发生的断奶仔猪多系统衰竭综合 

征 (postweaning multisystemic wasting syn~ome， 

PMWS)密切相关L5 ”，该病的发生和蔓延已给世 

界养猪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本文就 PCV 的 

基因组结构、病毒基因组编码蛋白及 PCV 对免疫 

系统的影响等方面最新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PCV分子生物学研究 

1．1 基因组结构 

PCV 基因组为单股负链环状 DNA，基因组非 

常小，PCV1基因组全长仅为 1759bp，PCV2为 

1767bp或 1768bp。同一血清型 (基因型)内部各 

毒株核苷酸序列非常保守，同源性均在 90％以上， 

而 两 种 血 清 型 毒 株 之 间 的序 列 相 似 性 低 于 

80％【12,13]
。 Hamel等 (1998)[81应用软件对PCV两 

种血清型的基因组进行了分析，发现两种 PCV 基 

因组均可能含有 11个开放阅读框 (ORF)，即 

ORF1～ORF11，ORFs之间大小差异悬殊，且大部 

分阅读框都有部分重叠。 

PCV1与 PCV2的ORF1、2、3、4、7、8具有 
一

定的同源性，而其余 ORFs无任何同源性。ORF1、 

2为两个较大的开放阅读框。oRF1位于病毒基因 

组链，以顺时针方向排列；ORF2位于病毒基因组 

互补链，以逆时针方向排列。两种 PCV 相比较， 

ORF1核苷酸序列同源性最高，可达 85％，而 ORF2 

差异则很明显，核苷酸序列同源性仅为 66％。PCV 

两种血清型的基因组中含有几乎一致的病毒 DNA 

复制起点。Mankertz等已将 PCV1复制起点定位于 
一

长 11lbp(nt728～838)的基因片段中 制̈，该片段 

介于 oRF1与 ORF2两阅读框之间，具有多个特征 

性结构，包括圆环病毒属特有的茎环结构(stem．1oop) 

及其顶部保守的 9核甘酸基序 (nonanucleotide 

motif)等。PCV1与PCV2的 9核苷酸基序仅仅在 

第一个核苷酸上存在差 J。这个 9核苷酸基序对 

于病毒 DNA的复制非常关键，DNA的滚环式复制 

(rolling—circle replication，RCR)从这里起始，如 

发生突变将严重影响病毒的繁殖复制【l ．1引。 

1．2 病毒基因组编码蛋白 

I．2．1 Rep蛋白：Rep蛋白与病毒基因组的滚环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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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相关 J，由PCV最大的开放阅读框 ORF1编码， 

分子量为 35．6kDa(PCv1)或 35．8kDa(PCv2)， 

由 312aa(PCV1)或 314aa(PCV2)组成。PCV1 

与 PCV2的Rep蛋白氨基酸序列同源性达 86％，这 

也是两种血清型 PCV 产生抗原交叉性的主要原因 

所在Il引。PCV1的 Rep蛋白仅有一个糖基化位点， 

PCV2则含有 3个糖基化位点 】。Rep蛋白具有与典 

型滚环复制 (RCR)相关的3个保守基序 I、II、III 

以及结合dNTPs的 P环 (P—loop)结构，这些结构 

对维持 Rep蛋白的功能至关重要，突变或缺失均会 

影响病毒的复制l】引。Rep蛋白在所有圆环病毒中相 

对保守，与植物病原的Nanovirus及 Geminivirus的 

Rep蛋白具有同源性ÏJ。系统发生学分析表明，圆 

环病毒的 Rep蛋白可能是植物病原 Nanovirus的 

Rep蛋白与小 RNA样病毒(如嵌杯样病毒)的 RNA 

结合蛋白或原核生物的解旋酶发生重组的结果『2州。 

1．2．2 Cap蛋白：Cap蛋白为病毒的主要结构蛋白， 

构成病毒的核衣壳，由病毒基因组中ORF2编码， 

在病毒感染细胞后在宿主各种酶的参与下产生。 

Nawagitgul等 (2000) 川将 ORF2基因克隆后于昆 

虫细胞中表达，电镜观察发现表达产物能自动组装 

成病毒核衣壳样颗粒，从而进一步证实 ORF2基因 

编码病毒的核衣壳蛋白。PCV1与PCV2的 Cap蛋 

白均由233aa组成，氨基酸同源性仅为大约 64％。 

两种病毒的 Cap 蛋白都只有单一的糖基化位点，分 

别位于 PCV2 Cap 的 143—145aa(NYS)及 PCV1 

的 102—104aa(NYS)[81。通过软件分析该蛋白分 

子量为 27．8kDa，然而试验报道的分子量则差异很 

大，从28 36kDa不等[21 J。Liu等(2001)[221对 PCV2 

ORF2基因 (即 Cap基因)进行一系列突变表明， 

Cap蛋白的核内定位与其 N端的 41个氨基酸密切 

相关，其中位于 12—18位及 34—4l位的氨基酸对 

Cap蛋白的核内定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通过多肽 

扫描发现，PCV2 Cap蛋白上存在三个特有的抗原 

位点 (65—87aa、113—139aa及 193—207aa)，这为建 

立特异性检测 PCV2的血清学方法奠定了基础。 

2 PCV对免疫 系统的影响 

尽管猪感染 PCV1的情况十分常见，但一般认 

为并无致病性。在实验感染时通过免疫荧光法显示 

在淋巴组织、肺和肠道有 PCV1抗原存在【4 J，因此 

不能排除 PCV1感染对免疫系统的损害作用，但至 

今未见 PCV1对免疫系统造成影响的相关报道。关 

于PCV2对免疫系统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 

个方面，本文将逐一作简单介绍。 

2．1 自然感染或实验感染后淋巴组织的变化 

病猪感染PCV2后，淋巴组织发生特征性的显 

微病变，包括淋巴组织出现多灶性甚至弥漫性的组 

织细胞和多形核巨细胞浸润，淋巴滤泡中心和副滤 

泡中心都存在淋巴细胞缺失。淋巴细胞缺失程度与 

组织中病毒的含量密切相关，病毒含量越高，淋巴 

细胞的缺失越严重 。 】。Shibahara等 (2000)[271 

对 PCV2自然感染猪的淋巴器官进行组织病理学研 

究表明，PCV2感染导致 B淋巴细胞 (CD一79a)凋 

亡，造成B淋巴细胞缺失，从而影响机体的体液免 

疫应答。正是因为 PCV2感染能引起淋巴组织损伤， 

才使研究人员怀疑 PCV2可能具有免疫抑制功能。 

2．2 PCV2自然感染猪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类的变化 

Segales等 (2001)[281、Darwich等 (2002)L2圳 

分别利用流式细胞术对 PCV2自然感染猪外周血单 

核细胞 (PBMC)的研究表明：与 PCV2未感染健 

康对照组相比，PCV2自然感染猪外周血白细胞亚 

类发生显著变化，单核细胞明显增多；T细胞 (主 

要为 CD4 )和 B淋巴细胞数量下降，IgM 细胞的 

比例亦下降；CD8 细胞数量出现下降，CD4 ／CD8 

相对比例显著下调；血液中出现低密度未成熟粒细 

胞。由于 CD8 及 CD4+，CD8 双阳性细胞 (DP)在 

免疫系统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其中 CD8 细胞与细 

胞免疫应答有关，而 DP细胞为具有免疫记忆及免 

疫效应双重功能的淋巴细胞。因此，笔者认为它们 

的减少必将影响机体的免疫应答。 

2．3 PCV2感染猪中条件性病原体的出现 

在 PCV2感染猪的肠和肺中发现卡氏肺孢子虫 

(Pneumocystis carinii)、曲霉菌和衣原体 (Chlamydia 

spp．)等条件性病原体，这一现象与机体免疫抑制 

有关【2 3UJ。许多 PMWS病猪中还有细菌引起的肺 

和／或败血性感染，如多杀性巴氏杆菌 (Pasteurella 

multocida)和副猪嗜血杆菌(Haemophilus parasuis) 

。 这些条件性病原体或其它病原体的出现也从另 
一

个侧面证明PCV2感染猪处于免疫抑制状态。 

上述情况表明，PCV2感染猪淋巴组织受到了 

明显损伤，与免疫应答密切相关的T细胞和 B细胞 

在淋巴组织或血液中的比例显著下降，这必将影响 

机体对病原体的免疫应答，引起 PCV2感染猪的免 

疫抑制，从而容易继发或并发感染，造成更大的经 

济损失。 

3 结语 

通过对猪圆环病毒的分子生物学及其对免疫 

系统影响的了解与认识，将对我们在猪圆环病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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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病毒学、致病力、分子流行病学及所致疾病的 [16】 

预防与控制方面所开展的研究提供有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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