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椭★学泉誊 1一i●日9 
YiroIigllm 5iliBa 

登革热 Ⅳ型病毒在地鼠肾细胞 

培养内减毒的研究 

刘丽华 俞永新 李正平 

(中国药品生精制品检定所虫煤病毒专业实验室 北 京 ) 

提 要 

本 文报 道登革热 Ⅳ型病 毒 Baals株通 过原代地 鼠肾细胞连 续传 代后的适应 和．减 毒过 

程 。 

Ban18原株对原 代地 鼠肾细胞无病变或但有极 轻微病变 对 乳小 自鼠及斯 乳鼠的脑 内 

毒力高达 LD 5 0为 Log6—7。通过连续传20—70代后 病变逐渐加重，出现时间缩短，二天即 

可达到 细胞 完全破坏。培 养液 内曲病毒 含量也随之提高 达 i0 9--i0 ／ml TCID 5 0。但 随着 

传代代数增加 ，病毒对乳小 自鼠 的嘈神经毒 力逐 渐降低 ，脑内接 种后但 个别发病或完全不 

致死。脑组织病理变化也较原株明显减轻 接种挝龅不产生病毒血症。以上结果符合弱毒 

株的减毒指标 ，是一株有 希望的 活痉苗毒株。 

关键词：登革热1V型病毒 地鼠肾细胞减毒 

登革热疾病在世界各地 有明显增加 ， 流行地区也不断扩大 ， 并经常发生爆发大流 

行。” 我国：~1978年在广东发生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爆发流行㈣ ，1979年又发生一 

次小流行 。1980年在海南岛及广西一些地 区发生更大的爆发流行 ，而在1985年再次 

发生登革热大流行i15】。从这几次流行中先后分离蓟登革热Ⅳ型 I型、Ⅲ型和Ⅱ型病 

毒 ， 说明该病毒在我国 自然界已有存在 登革热在我 国的传播流行随时都有发生 

的可能。因此对登革热疫苗的研究十分必要。本文是我室登革热疫苗研究 的一部分，现 

将试验结果报告如下。 

材料与方法 

一
， 病 毒 选 1981年在云南 省西双版 纳地 区白 纹伊蚊 中分离 到的登革热 1V型病 毒 Ban18株 【5_

． 

为试验病毒 株，该病毒在 乳小 白鼠脑 内及C B／36蚊细胞 内传 代。 

=．细置培井 选用原代金黄色地鼠肾单层细胞组织培养 (HKC)进行病毒传代。 细胞消化 

按常规胰酶 消化进行， 3— 4天长成单屠后，倒 出营 养液，接种病毒原液置 37℃吸 附一 小时，废弃 

病 毒液，加 入细胞 维持 液，继续鼓 37℃培养 。维持 液成份：在17代前为 60啊MEM，30啼1640
． 5西 

小 牛血清及青 链霉 案、 NaHCO~等j 17代以后改用0．5％乳蛋 白水 解液代替MEM ~1640
， 其它成份 

不变 ·pH保持 在7．8左 右a 22代后病毒 写『起 的细胞病变 已较为 明显，因此省掉 丁吸附步骤， 而改 

奉文于l08 年l2月8日投到． 

(本文有关襄理都份 承我所凌静萍 ，朱荫耕大夫协助进行，并承李诃民教授审阅和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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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种病毒传代，即按维持渍量的1／10~p八上一次病毒原渍传下一代n 

兰．■●漓定蕊●力舅定 病毒滴度的测定Ban18原株以脑内接种 l一 3日龄乳小白鼠，按死 

亡数计算LDs o 传代后的病毒剐常规在地鼠肾单层细胞内进行，根据细胞痛变 定TCID 5。．所有 

病毒的毒力测定均按乳鼠脑内死亡数判定。 

结 果 

一

、 Banl8株对小自鼠的致病力， 

首先我们观察 Banl8株对乳小自鼠及7— 9克小自鼠的脑内及皮下的致病力，结果 

见表 1。 

毫1 Bee18棒囊●对 ■墨靠 ■一毽墨毽■●力 

Table 1 Viruleuce 。f Bauig {tr-in for su ck]lug mice -nd welullug mice 

在乳鼠骑内代数 

N0
．
pB8日 ge in 

毒 力 Vi ruleuee 0f vir~s(L。s LD s o) 

乳 鼠 SeekIing miee 斯乳鼠W c·nIiug 洲i 

Suckling mic e brai~ i c(0，02m1) s c(0．1mI) ic(0 03mI) s (0 im】) 

表 1结果表示 Banl8株对乳小自鼠及断乳鼠的脑内致病力较高，皮下致病力很低。 

二 、Banl8株 在地 鼠肾细胞培养内连续传代后 的细胞病变； 

Ban18株病毒在地鼠肾细胞 内传代于第十代前，培养至 5～7天才 能看到轻微 的细胞 

病变，但病变不发展、细胞层不脱落。传至第十五代后 ，在培养 4— 5天时病变加重， 

细胞层脱落，二 十代以后则病变时间加速，于培养48小时即可见明显病变，细胞层细胞 

大部份 园缩脱落。见表 2； 

三、在HKC连续传代后 的病毒对HKC的 TCID o滴度和对乳鼠的脑内毒力； 

毫2 B nI 8棒在 传代适应过疆 中■■囊童出曩 的时问 豆疆虞 

Table 2 Re sult s of CPE appearauce during the adaptiou of BBni 8 in HKC 

Ban18原株对乳鼠脑内毒力LD。。一般迭 Log6．7—7．33经传代至第10代下降至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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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代为1．0，30代后只有个别小鼠发病或完全不致死。相反 ，病毒对HKC的病毒TCI 

D 则由第1O代的5．0，逐渐提高，第70代达6．5，如表 3— 1 所 示，而病毒原液接种乳 

鼠脑内的乳鼠平均成活时间从原株的6．4天，传至50—7O代平均乳鼠存活时问延 长至 2O 

天以上 (观察2l天 )，仅个别的乳鼠在观察 的后期死亡。详见表 3—2。 

裹 3一 l 不同传代代鼓 ~Banl8株对细电殛 基毒力 
T4bl 3一 l Vjru】⋯ e of Banj 8 at rain aI diff eⅢ t NKC pa 95age日 

代 数 No．pa ssa g TCID5 o／o．2mI(HKC) LDso／O．2血l’ 

木乳鼠 suckli口g mjcc 

裹5—2 B~nl8再株殛传代株对乳基的神蛭毒力 (乳t平均存活时间) 

Tabl 3-- 2 Neu rD·vjqfen ce of Ban【8 st rz]~ al different HKC pa ssag 日f Av~rag surv~va 

li⋯ f}uckIi“s talce) (AST) 

(i)No．of mice died／No．of mi ce[nocu]ated 

裹4 不同代披均Ban【8病毒接种 ■后 鼠精的病理改变 
Tab]e 4 Histopalholog[cal ch_ g e8 iu brain of suckling mico [noeu Ja~cd 

wi曲 Banl8 atra~u ~irus aI differelt HKC pa s sage s 

一 无病理改芟 N· stoi4th。】。Eic4l ch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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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HKC连续传代后，不同代次病毒脑内接种乳鼠引起的病理变化： 

以不同代次病毒脑内接种 1_-3日酹乳小白鼠，不同时间解剖取脑、固定，进行组 

织病理学检 查，结果列于表 4。 

裹 4结果表明 Ban18原株对乳鼠脑内的病理改变表现为皮层海马及豆状棱、丘脑内 

大片神经细胞坏死，病理程度达*{(观察部位神经细胞坏死达75 )，而传代后的第32， 

42，68代病理则只有个男Ⅱ教在的神经细胞坏死，病变程度显著减轻至 (+)， (25争6以 

下细胞环 死 )。 

五、HKC传代株蚀斑纯化病毒对乳鼠的毒力：为了纯化病毒，我们 以第 65代病毒在 

地鼠肾单层细胞以琼脂层复盖法进行蚀斑试验，从lOIe及l0一 稀释的病毒选出一 株纯化 

病毒 ，经在地鼠肾细胞内继续传 2— 3代后进行试验，结果这二株病毒在培养48小时即 

可出现细胞病变达}*一仆忤，病毒滴度均达6．5，接种乳鼠脑内后未引起发病。 

六、Ba~18原株及Baa18HK68代病毒接种树胞后的病毒血症反应： 

选用Baal8原株鼠脑病毒1O_1悬液 (病毒滴度LD50为7．71)及Ba~18HK68代病毒原 

液 (病毒谪度TCID50为7．5)，接种树髓后不同天数采血测病毒血症，结果列于表 5。 

毫5 日·nI 8原代囊传代株病毒攮种树越后的翥毒血癌 

Table 5 Viremia of Tup i ft。r InIr Bcertbfal 0r Intr peritoDea 

1nocu】●tion _ith Baul8 PaⅢ tBl or BanI8 ttK68 Vjru ee 5 

从表 5可见Banl8原株病毒接种树肫后可产生 2— 4天的病毒血症，而用传代毒株 

Ban18HK68接种则于接种后 2，4、6、 9、11天血液中均未测出病毒，说明 68代病 

毒毒力已减弱。 

七，豚鼠对Ba~18不同代数的HKC传代株的抗体反应{ 

选用32代、42代和68代病毒皮下免疫豚鼠后一个月采血分离血清，为便于观察病变 

选 用地鼠肾70代病毒在地 鼠肾细胞培养内进行细胞中和试验。根据细胞病变判定结果， 

结果列于表 6。 

从表 6结果可见第32代和42代病毒的免疫原性较高，而68代病毒 则有所下洚。 

为检查传代后的瘸毒是否仍为登革热 Ⅳ型病毒，选 用22、32，42、52代等不同代次病 

毒 与 Ba~18原株病毒接种小鼠制备的免疫腹水所进行的细胞中和试验结果可见 各 代 病 

毒 均可被 Banl8礞株病毒 自 免疫腹水所 中和，中和指数均在100以上。证明 传代株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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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6 不 商代致柏B n18囊羹竞盛辱曩后蚺抗fI反应 

T abh 6 AnIibody re spon ses 。f lulnea-pig to Bani8 vi rus tt 

diffe rent HKC p 8日 Ee s 

仍为登革热玎型病毒。 

第65代病毒 ，经蓑国 Wailer Reed军事医学研究所 Eckels博 士 用型特异的登革热单 

克 隆抗体 l一 4型进行免疫印染试验，结果证明65代病毒为登革热1V型病毒。 

讨 论 

本文报遭登革热 Ⅳ型Banl8株通过原代地鼠肾细胞连续传代后 的适应过程 Banl8原 

株对地鼠肾细胞无病变或仅有极轻微的病变，通过传代后病变逐渐明显，出现 时 间逐渐缩 

短， 二天即可达细胞全部破坏 ， 培养液内的病毒含量也随之 提高 每 mI可 达 10 --10 

TCID 。或PFU。病毒量高 ，这对于制备疫苗是一重要条件。 

与此同时，传代后不同代次病毒对敏感的乳鼠嘻神经毒力也有显著下降 ，表现在脑 

内接种病毒后，LD 。从原株的6．O一7．0Log降低到1．0Log或仅个别小鼠死亡 ，平均乳 鼠 

存活时问由碌来 的6．4天延长至2O天以上 脑组织病理改变也有明显减轻 ，原 株病毒引起 

乳鼠脑大片神经细胞坏死 ，而传代株则仅 见个别散在 的坏死现象。从接种树匏 后病毒血症 

的观察看到Ban18原 株可产生 2— 4天的病毒血症，而传代株则未发现病毒血症” 。 树 

照与猴子同属灵长类动物。这些结果说明Ban18传代株的致病力已经显著下降。根据 国 

外研究登革热 Ⅱ型活疫苗的毒力减毒指标，其体内指标主要是乳鼠脑内毒力和猴子的病 

毒血症。美国的Ⅱ型弱毒株对乳鼠脑内毒力LD o仍达3．O左右 ，对恒河猴仍个别出 现 

低病毒血症 ， 经人体接种后 ， 虽然有轻微反应， 但他们认为是可以接受 的 ““ 。 

由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经费在泰 国研究 的 Ⅱ型弱毒抹对乳鼠脑内毒力个别发病，对恒 河 猴 

无毒血症产生，接种人体后，除个别有极轻微的反应外 ，几乎无异常反应。因此认 为 是 

安全的，将继续扩大观察” 。我们的Banl8传代株与泰国 的Ⅱ型减毒抹的毒力基本 相似 。 

免疫原性的测定因缺乏对登革敏感的实验室动物，因此国外一般采 用接种猴子 及 人 

体后采血检查抗体。我们采 用豚鼠进行免疫 ，初步看出传代 株的免疫赋性还是好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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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对登草热活疫苗的研究以 Ⅱ型为主巳取得较好 的结果，但尚束见到 砰型皤苗的报道， 

以上我们的 Banl8在进一步进行猴体试验 ，毒 力稳定性试验及经过蚊依后的毒力圄复 

试验后，可考虑进行人体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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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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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Attenuation of Dengue Type 4 Virus by 

Consecutive Passages in Primary Hamster 

Kidney Tissue Culture 

Liu Li—hua Yu Yong-xin Li Zheng-ping 

(National Inslitute for the Control 0f Ph口"H口ce f{caI and 

Biological Produc c ，Beiiing) 

A dengue type 4 virus Banl8 strain
，
isolated from non～epidemic area in 

China， was chosen for attenuation by consecutive passages in primary ham ster 

kidney tissue cnlture(PHKTC)．During the course of passage from 20 to 

70， the CPE in PHKTC became more and m ore apparent and a high virus t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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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 to 1O。一 1O TCID 0 per ml coulk he reached． Meanwhile the neuro~irulenee 

to suckling mice was gradually reduced from l0。--10 LD64／ml for the parental 

virn品 to no desth or only individual death of animal for the attenuated Viruses． 

This attenuated strain was preliminarily considered to he a candidate virus 

strain for production of live vaccine． 

Key w ordsI Deugue typeⅣ virus，Attenuation in primary hamster kind— 

hey cel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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