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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流行性出血热病毒 (EHFV)A9栋， 滴度为 TCID 5。10_。／o．1ml， 加^ 10名 健 

康人外周 血，作淋巴细胞姊妹染色单体 互换 (SCE)和染色体畸变的检制 每份 血 分对 

照组 (不加病毒曼液 )和 A、B、 c宴验蛆 (根据 加不 同病毒星而分 ) 其结呆 ： 一 、 

SCE频蜜 ，实验纽 A(8．9±0．19)、实验组 B(9．9±0．2)、实 验组 C (11．6±0．22)与 

对照 组 (6．5 7 r 0．15)址较，A、B、C、实 验组均分别高于对照组， P<0．01， 差异有 

高 度显著住，A、B、C三个实验 绢比较，P<0．01，差异有高度显著性。二 、染色体 畸变， 

A、B、C三个窭验组分别与对照姐比较，P>0．05，差异均无显著性。 

用 EHFV HA 108株，ID 5 o10一 ／o．O2m1接种 2一s日龄大 自鼠脑 内，l5天 后颈动脉 

放 血处死，取骨髓细胞培养，另取 劫大 白 骨髓 细胞培养作对照， 检 测 SCE和染色体畸 

变。结果 ：一、SCE颤率，宴验组 (9．8--+0．35)高于对照 留 5．4士0．1g)，P<0．01， 

差 异有 高度 显著性。二、染色体畸 变，实验组与对照组比较，P>0．05，差 异无显著性。 

以 两个实验结 果表明，EHFV作用 于细胞，无论是在机体或试 管内， 都 引起 SCE 率 

增高， 即 EHFV促使 DNA产生初缎损伤，但不致染色体 畸变。 

关蕾 饲：溢行性 出血热病毒 染色体 异常 人淋 巴细胞 大 自鼠 旨髓 细胞 

1984年，我们首次报道了 3g例流行性 出血热 (EHF)患者外周 lfⅡ淋巴细胞 姊妹染 

色体互换 (SCE)频率升高⋯。为了证明 EHFV对机体细 胞染色 休 的 影 响， 我们用 

EHFV作用健康人外周血淋巴细胞和人工感染乳大 自鼠骨 髓细 胞， 以观察 EHFV对机 

体细胞染色体畸变和 SCE频率的影响，结果如下 

材 料 和 方 法 

一
、 材料来嚣 

1． 病毒 EHFV A9株从痛人血中分离到l 】， 实验用 TCID u olO一／o．1mlj EHFV HA 1D8 

本文于 1988年 B月 l6日收到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O 病毒 学杂志 1． 1 99@ 

!ir _e．三 ! 

持从黑线姬鼠分禽到I 。 

2
．  
外 周血淋巴纲胞 lO名健康 ^、男女弁 5尝， 年龄 27—6O岁， 取外周 ， 肝素 凝 

3． EHFV感 染 大 白鼠 将 HFV HA108椿， 第 6代 鼠脑用 Eagl e液潭洗 ， 研廓 冻融， 

2500r／m 离心 20m an，取上请稀释成 20帕，ID 5 010～ ／o．02mimic 2一s日龄大 白 鼠脑内， 1s天 

后颈动脉放血处死，取股骨骨髓钿胞培养 ，另职 s只 18日嚣声 右的正常大 白鼠骨髓细胞培养作对 

照 。 ‘ 

：、细臆培养 

1． 培养慕 每管蕊 RPMI一1640 4m1，内含 20 小牛血清 ，青 、链霉素常规帚。 

2
． 

病 毒接种与培养 璁健 康人肝素护 凝血 0．2ml干一瓶培 养基 巾， 加 PHA(自制 )0．2m1 

(0．55m g／m1)． 接种 4瓶 ． 3瓶分别加入 EHFV A9椿病毒悬浓 0．05ml、0．1ml、0．15m1为宴 

验 捐，另 新不加病毒作 照押。 骨 37℃ 孵 葙．培养 24hr后，加入 Brdu，最终浓度 10~g／ral， 

用 黑纸疆光，继续培 养 48hr，加入秋水仙素 O．2 g，再培 养 4hr。职 EHFV感染的 4只 幼 大白鼠 

骨髓细胞 ，接种子培 养基 内，加入 Brdu，最终浓 度 lO g／ml，置 38~C孵育 48hr后，加入秋水仙 

索 0．2 g，再培养 4hr， 男取 5只幼大 自鼠骨髓细胞 培养作对照。 

三、制 片与区别染色 

1． 制片 取外周血 稆骨髓细胞培养物，分荆用 ]000r／m 离心 收集细胞 t再用 0．075 m。l／L 

Kc1 38℃ 低渗 20m an， 以 3：l甲醇、淋醋 酸薄液 固定二次 ，按常规 制片。 

2． 区别染色 将 室温保存 1--2天 的标本片 ，置 45℃ 水祷箱板上， 加 pH 7．4PBs复盖于标 

本片 表面，再用 20W 紫外灯照射 l5—2O m an，间距 i0厘米，然后立即用蒸馏承 冲洗，日用 l 20 

Giem sa pit 7
．

4 PBS染液染色 25--20rain，油罐下即可见着色深浅不同的染色单体。 

四、染 色体辟 窒、SCE理襄与计撤 

选择 分散 好的中期相细胞，观穿其染色体 结构改变，每 例 50个细胞。 选择 B d 掺 入蛏过 

两个细胞分 裂周期，两务姊姥染色单体染成一深 一 浅 的中 鹅相， 每例标 本至少观察 30个细胞。 

SCE计数按照 Lamber等标准 凡在 端部或着丝粒部 发生的 SCE均计数为一 个互换 ， 在中间部位 

出现的 SCE则计数为两个互换h 

2 ) 

结 果 

一  
EHFV对健康人外局血淋巴细胞 SCE频率及染色体畸 变的影响 (见表 1、 表 

寰 1 EHFV对蕾囊 ^，卜用血淋巴翊胞 SCE顿幸的髟响 

Tah 1 Effe眦 of EHFV 0n SCE frequency of lymphocyte* of the pezipher 

bIood 0f heaIthv per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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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检验；P值， 1．对照组分剐与A、B c三个实验组scE频率 比较．P<D．o1 

．
A、 B

、 c三十实验组比较．A<a<c P<0．01 

以上结果表明， EHFV可引起健康人外周血淋巴细胞 SCE频率增加， 并随病毒量 

增加而增加，各组之间差异具有 高度显著性，P<0．0l，但 EHFV不引起染 色体畸变， 

见表 2。 

毫 2 EHFV对■摩^’卜周^{l|巴细■妊色体畸变的鼙响 

Tlb 2 Elfvet of EHFV ⋯ hr0ⅢD|0Ⅲe ibnormality of 】ymph~oy|v s 0f th e 

pe rjphe r-l hlo0d of he-hhy p ersoⅡs 

拨柏松黼 计算；P值，对照组分别与A B c实暄组比寝：P>0．05．差异无显著性 

二、EHFV对大自鼠骨髓细胞 SCE与染色体畸变的影响 (表 3、表 4) 

裹 5 EHFV 封太白置■■蜘■ SCE壤率曲蓐响 

TBb 3 Effect Dl EHFV 0Ⅱ SCE h q r Of _h0Ⅱ m^rr0 

组别 

宴验 观察 观察 絷 SCE scE／中期细胞 scE／每蒹染 色体 

动物数 细胞数 色体数 鼓 均值 士 sE 蓖围 均值±sE 范围 

对扁 5 154 6拍5 83P 

实 验 4 13】 5307 1256 

P值 

B·4±0．10 1
— 11 

r  B~ O·％ 2
— 20 

o．024～ 0．26 

0 024~ a．58 

P值按u憧啦计算．差异肯高度显著性 

袅 4 EHFV对太白鼠■■姐胞 色体畸壹的孵响 
TBb Effeel 0f EHFV 0Ⅱ cbro 口m e bnormaInY 0f bone ce1]9 or r al 

P值接穑珏洼分布 算，差异无显著性 

讨 论 

流行性出血热病毒 (EHFV)作用健索人外周 血淋巴细胞和人工感染的大 白鼠骨髓 

缅咆，均引起 SCE频率增加，这与我们 1984年报道的 39铡 EHF患者外周血淋巴缅胞 

4  B  

0  0  

O  0  

0  a  
+ 士 叭 

}  

l  2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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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增高的结果是一致的。在外周血淋巴细胞培养中还表现出 SCE随病毒 量增 加而升 

高。这些均说明机体细胞 SCE频率增高是 EHFV直接作用的结果， 而且也证实了陈思 

毅等发现 EHF患者骨髓细胞和外周血有核细胞中均有 EHFV存在 】。 

我们的研究还指出，EHFV对机体染色体的影响均不致染 色 体 畸 变。 Gebhart提 

出， 病毒作用于细胞能诱发染色体畸变，而 SCE不增加}或者 SCE增加，但无染色体 

畸变， 这两种现象可能反映了病毒不同作用机制。 Callwag和 walff的研 究也 巳 证实 

SCE和断裂形成是互相孤立的。Brown等发现 Raushe r白血病 病毒 感染小鼠成纤维细 

胞培养后，SCE频率明显增加，但未观察到染色体畸变 】，这与本实验所观察的 EHFV 

对细胞染色体作用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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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Effect of EHFV on Peripheral Blood Lymphoc ytes 

of Healthy Persons in Vitro and on Bone Marrow 

Cells of Rats in Vivo 

Liu W en-fang et al 

(Viru s Res earch fnstitute，Hub ei Medicat Co rt ege．Wuhan 430071) 

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virus(EHFV )A9 strain WaS inoculated into 

peripheral blood samples of 10 norm aI pcrson~ for incuhatlon and sister 

ehromatid exchange (SCE)and chromosome abnormality of lymphocytes Were 

exam ined． Three experimental groups， nam ed A ， B， and C according to 

different dosage s of virus supernatant and 0ne group without virus as control 

Were used．Th c frequencles of SCE of group A (8．9±0．19)，of group B(9．9 

±0．2)， of group C (11．6±0．12)we re each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6．5±0．15)．There is also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for the 

SCE rate s of A， B and C groups J P<0．01． As to the chromosome abnormality， 

there is no obvious difference． p> 0．05． 

EHFV HA108 strain was inoculated into brain of suckling rats with ages 

nf 2— 5 days．Bfme marrow eelt c ultures e e done l5 days after infection s．This 

expe riment was also controlled by hone marro cell cu]tu rcs of normal suckling 

rats．The frequency of SCE of the test group (9．84-_0．35)wa§ higher th an 

that of control group(5．4±0．19)， P<0．01， ／l o difference in chromo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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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norms]ity， P> O．05． 

It rely he concluded that EHFV Can in jure cell DNA without causing 

chromosome abnorm ality． 

Key w ordsl 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virus Hum an lymphocytes 

Rat hone m ar,ow Chrom osome ahnorm a]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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