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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出血性结膜炎爆发中柯萨基 

病毒A24变种的分离与鉴定 

吴冢驹 张齐 良 胡必勇 陈茂义 

( 北 市 生'方疫站 ，沙市 434000) 

胡希 民 潭顺华 宋 平 

(由匿医学科学院嚣学生物学研究所，昆啊 ) 

提 要 

1988年 7一儿 月谢北沙市出现了～放 急性出血性结膜毙(红眼病)的爆发 流行，市区 

发 病卑为 7瑭．累计患者不少于L 7万 人。用 Hel 细胞从 38侧典型红眼 病患者眼拭中分离 

出病毒 28株(74嘶)，理化试验与电镜观察提示为肠道病毒， 根据其生物学特性与特异性 

中和宴验证明 为柯萨基 A 组 24型变种 (CA24V)。 检 捌的两个毒袜中 一株对 乳鼠有致病 

性，而 另一株无致病性 流行后红眼病 48名患者恢复期血清 CA24V特异性 中和抗体阳性 

蛊 (以》 i 4为阳 性计 )为 81．2％， 非红眼病 对照 血清 阳性率为 14．6％，差 异 极 显 著 

(P<O．0I)，结合流行病学与临床 特征，认定是 CA24V引起的 AHc爆发流牙 

美健 词 柯 萨奇病毒 A24变种 急性 出血佳结膜盎 脑道病毒 

急性出血性结噗炎 (AHC，俗称红眼病 )是一种呈爆发流行波及面广的传染病，近 

2O年来，全世界不同地区出现了多次流行， 并证明有两种肠道病毒——肠道病毒 70型 

(EVTo)和柯萨 基病毒 A24变种(CA24V)是主要病原⋯。 七十年代初 以来 ，国内许 多 

城市亦曾发生 红眼病流行，鉴于我国大陆 以拄只证明为 EV70引起 AHC的研究报告 ， 

1 9 88年 7～11月沙市地区发生 AHC流行时，我们作了病毒学与流行病学研究，证明是 

由 CA24V引起的 AHC爆发，本文报告病毒学研究结果。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 标本 采集 本 地红眼病发病高蜂期 (8月下旬)在市二 医琉眼科 1诊部 现场用棉拭擦洗红 

眼病人眼结膜及分泌物 ，置 0．5嘶水解乳蛋 白中，立 即置冰壶带 回试 验室 ，加 双抗 后放一3O℃冰箱保 

存。血请标本采自流行高峰后 1个月左右恢复期 AHC病人 与来患过红眼病的正常人．均低温冻存。 

本文于 1989年 4月 28I：t收到 

[致谢]：本课题研究工作中，电镜观察得到御北 医学院病毒研究所郏志明所 亚粱措薜主任的帮助，并赠蛤 EV7O 

抗血清；湖北省 医学科学浣病毒所瞄予 Hela与 Vero细胞：新加坡大学 Yin·Ma~phy教授惠蹭 CA24V f 表株(EH 

； 70)毒种豆拄血薅。 市第一人民医院岿理科周开敏主任代擞病理切片．～并深裹诺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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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分离 用 Hela细胞管， 按常规方法接种‘ l， 37 qC静置培养，观察 7～ 9天，出现 

CPE者 臻存 留待鉴定。 所用的 Hela与 Vero细胞均为渐北省医学科学院病毒所赠予 。 

三、免疫血清制备 用本次分离的代表株88E04与 88E09在不 台血请维持液 的 Itela细胞瓶 串 

37℃ 培 养 2～ 3天即达完全病变， 冻融 3冼 3000r／m离心 20分钟， 上清 液免 疫健康公鸡 (1．5kg 

左右)，方法参考文 献●2I。 

四 ■毒滴定与中和试鼍I 用徽板法， 基本上按文献【sj进行 病毒鉴定时用 Vero细胞， 测 · 

定 人血清抗体时用 Hela细胞 与 88E64病毒抗原。 

五 曩亿特性试验 按文献[‘‘的方法作了耐氯仿 ，盐酸(PH3．0)，lm ol／L．~fgCl 柙热保护及 s 

一 礁脱氧屎苷对复斜影响的试验。 ‘ 

六 乳 鼠患染试验 代表株 88E04与 88E09扁毒， 分 别注射同窝 出生后≤ 48小时的昆明种乳 

鼠各 5只，每只注射脑内 10撒升，腹腔与皮下各 2O撤升， 留 2～ 3只对照， 放回母鼠缸中按常 

规观察 与传代 【2 J。 

七 电镶曩寨 由湖北医学 院电镜室协助完 成。 

结 果 

一

、 流行概况；沙市地区 1988年 7月第 3周眼科门 诊红眼病病人开始增加 ， 8月 

的第 3周到 9月的第 3周为发病高峰， 一直延续到 l1月中旬才终止，此次流行历时 4 

个月。经调查推算全市市区人 口平均发病率为 7 ，累计患者不少于 1．7万人。主要临 

床表现为结膜感染、结膜下出血、异物感 眼痒、多泪、眼睑肿胀、眼痛、畏光、双眼 

受累及部分患者有上感样症状，多数患者一周内恢复，未观察到神经系统方面的疾病。 

二、病毒分离：采取 38份眼拭标本，经 3代培养， 已分离出病毒 28株，阳性率为 

74 。按发病到采样的日数 分，1— 2天为83 (25／30)，3～ 4天为38 (3／8)。按出现 

CPE阳性的传代数分，一代阳性20株(53 )，二代阳性 6株(16 )，3代阳性 2株(5 )a 

病毒在 HeIa细 胞中复制后， CPE明显， 早期可 见散在的园化细胞，晚期细胞全部 

固化，继之全部脱落 病毒在 Veto细胞上 产生的 CPE与上相 同， 证明 Veto细胞也是 

敏惑的。 

三 、病毒的理化特性；几种抵抗力试验结果表明 (表 1)， 2个代表株的理化特性 

相似，都耐酸、抗氯仿， 在5一碘脱氧尿苷存在时感 染性不下降，能被1 mol／LMgCIl 

保护 (在50℃加温 6O分钟滴度未明显下降 )，因此具有肠道病毒的特性。 

囊 1．代表株的曩化博性试睦(TCIDsO／O．1e1) 

TabIe 1
．
Physi~~·chemical ehLraeteri sti e expe rimeat a 0f twD 

·t r· _(TcID50／0．1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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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电镜观察。 88E04橡感染的 Vero细胞， 经超薄切片电镜检查，发现细胞浆内 

青许多呈晶格样排列的病毒颗粒，其直径为 25nm左右 (见图 1)。 

图 l、电镜下所见 Ve r0躬 胞内的 

病毒野粒，是典型晶格排列 

直径为25nm(放大 39，000倍 )． 
F；g 1，E】ect⋯ ㈣ic g r ph ofⅡ gltlye1 tiined V{T【0n of 

str-in 88E04 j㈣ t i 】frem Veto ce】I cu】t (X 30 000) 

五 、乳扁感染试验 二个代表株注射乳鼠第 l代各5只，，到第七天均未 见发病， 

但在第 2代第 4天时 88Eo9株注射的 5只乳鼠都 比对照鼠小， 1周解剖时除个体小外 

(5．5克／只 ：4．5克／只 )，还可见白 毛比对照鼠少， 呈明显发育不良} 第 3代的第 6 

天，除发育不良外，有一只右前脚向外翻，不能运动，第 7天余 4只亦全部发病。病鼠 

骨骼肌经病理切片证实有柯萨基 A组病毒感染的病变特征 ：肌纤维断裂、失去条纹， 

单核细胞 、多形核细胞与嗜伊红细胞浸润等。并从病鼠分离到同样病毒 。 88E04注射的 

乳鼠经传 4代来见发育不良和发病，与对照鼠体重一样。 

六、病毒中和实验鉴定与抗原分析。我们先用 EV70抗血清 (含 50个中和单位)对 

2个代表株作中和试验，都未被中帮。昆明医学生物学研究所鉴定 4个毒株(包括88E04 

与 88E09)亦不被 EVT0血清中和，但可被 cA．24v抗血清中和。最后用代表株与新加坡 

CA24v参考株(EH24／70)作了交叉中和试验与抗原分析， 结果表明二者可互相中和且其 

抗原性相似 (表 2)，从而确证此挽分离的毒株为 cA2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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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慧 。 
我们又用自制 40个中和单位的 88E04抗血清 (对本株中和效价为 1：1280，免前不 

含 CA24Vt~~ )对其余毒株作中和试验，结果均可被1p和。88E09虽然对乳鼠有致病性， 

但与EH24／76和88E04可互相中和，未见抗原性有明显差制 (表 2)。 

裹 2．代寰株与●考椿曲熏曼中和试疃结果 

Table 2 C r~ss-neut ralizatioa test s with Sing P。 1970 

AHC epidemi~ vtra s (cA24v) 4Ⅱd Shashi 19 98 AHC epidemi h⋯ 。 

f98E04 -nd 95E09) 

七、血清抗体测定 检测确系患过红眼病者恢复期血清48份，并设同期中日·面数量 
非红眼病健康对照，结果表明，48份 AHC患者恢复期血清 中和抗体阳性 (滴度≥l：4) 

率为81．2 (详见表 3)。 而同期非 AHC健康人群血清 阳性率仪为 14·6 。两组结果经 

卡方检验，有极显著差异(P<0．01)。48名AHC患者中有 4人曾作病毒分离，此次中和 

抗体均为阳性，其中 3人病毒分离亦为阳性。 

寰3．49倒 AHC毒者收复期血清中和抗体 定 

TIble 3 R esult s of t ralizatlon te" wlth AHC pat ient s ⋯  

cnl】eeted fro ⅡTBI⋯ eⅡj ph● nd ⋯ ut 0I ⋯ a from ⋯ -AHC pe⋯ n 5 

抗体滴度 

AHC 

^ 数 

三 小 
人 数 ％ 

< 1 4 

1 ： 

1’9 

1 ：1G 

≥ 1：3P 

阳性小计 

9 19．9 

8 】2．5 

15 31．2 

l4 29．8 

4 8．3 

差异显著性检验；x 42．7，p<0-01 

讨 论 

一

、
此次分离的毒株 (代表株 )耐氯仿， 耐酸， 在 0．oo5％~ 5一碘脱氧屎 省中培 

养感染性不下降， 在 5O℃ 中加温能被 I moI／LMgC[t保护 而不降低其盛染 性，电镜下 

毒粒毒径约为 25nm，并在胞浆内呈典型晶格样排列，具有肠遵病毒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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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特异性中和试验表明， 此次 2个代 表株用 50个中和单位的 EV70抗血 清均不 

能中和，此 2个毒株与新加坡 EH24／70(CA24v)作交叉中和试验与抗原分析，可互相 中和 

且抗原佳相似 ， 确证为 CA24V。且 全部毒株均可被 40个单位 的自制 8~E04抗血 清中 

和，说明此次分离株的抗原性均属 CA24v(EH24／．70)娄。 

三、从流行病学上来看，自 1969年 AHC首先在加纳爆发以来，世界上许多 国家出 

现了 AHC的多次爆发流行 “，而亚州更是多次：出现 EV70与CA24V的交替流行 ”、 

或混台流行 ，但 1981年是 EV70的最后一 次世界流行 。1985~1986年新加坡再度 

发生 CA24V的爆发[1 ，台湾fI”、 日本⋯ 也同时发生了流行。近年我国大陆许多大中城 

市发生 了流行，沐挂藩已 从 1988年北京 AHC爆发 中分离到 CA24Vt 。在调查中我们 

了解到，沙市的一些学生暑假 在北京旅游戡探亲返 回途中即得 了红眼病，有的是出差从 

北京 、武汉感染归来，这与我们对宿毒的鉴定结果是一致的。 

四、病人恢复期抗体测定表明，48名AHC患者恢复期中和抗体阳性率为 81．2 ， 

而同期非 AHC对照组 阳性仅 14．6％，两蛆 比较有极 显著差异， 与印度 报告的结果相 

似 ，证明系 CAZ4V感染所致。至于对照组有 ld．6 抗体阳胜者，可能系隐性感染或非 

眼部感染所致，因为 CA24V引起 的 &HC患者中有 40 亦可从萁咽喉分离到病毒 ，我 

们在流行病学调查中亦曾观察到有 部份 AHC患者有感冒样症状。 

五、乳鼠感染试验中， 观察到一栋病毒对乳鼠有致病性，而另一株传 4代册无致病 

性，提示有二类毒株在人群 间传播。1979年印度 AHC流行对 分离到 260株 CA24V，用 

1O株接种乳鼠，传 3～ 4代均见发病 (松弛性麻痹 )”]。此次分离到对乳鼠致病与不致 

病毒株可能是CA24V长期在人群中传播后，其生物学特 胜发生了某些改变，这在致病性 

与流行病学上都是有意义的。我们这次调查约2O 有感冒样疾病，是否与CA2,1V的生物 

学特性近年发生了某些改变有关，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1]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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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COxsackievi rus A24 

Variant from Outbreak of Acute Hemorrhagi c 

Conjunctivitis，China 

Wu Jia·-iu Zhang Oi—·liang Hu Bi-yong Chen Mao—yi 

CShashi Health and Anti·epidemic Centre，Shashi 434000)) 

Hu Xi—rain Tan Shun—hua Song Ping 

(J“siltut~0，M~dica1日{D【0gy，GhinesB A~adcmy 0，M~dical Sc{gn~e．Q blen州in) 

An outhreak of acute hemorrhagic conjunctivitis occurred in Shashi，Huhei 

province，China，during july--novemher 1988．Estimating cases were in 17 

thousand(7 )of 250 thousand populatian in the urban district． 

Virus was isolated in cultures of ltela cells f rolla 28 of the 38 conjunctlval 

swab s(74％)．According to physieo-- chemical experiments and electron microg— 

raph suggest that the viral isolates a e enterovirus． All of the viral isolates were 

identified as an antigenic variant of eoxsackievirus A24 by using of NT， one 

of two strains induces illness in suckling mice on the second passage． the 

other strain no pathogenicity was observed hy fourth passage． 

Among the 48 AHC patients from whom convalescent-- phase sara were 

collected，only 39(81．4％) demonstrated an antibody response detectable at a 

svrum dilution 0f≥ 1 }4 ，whereas non-- AHC persons，only 7 0f 48 sera had 

elevated antibody level(P< o．01)．Therefore it is an outhreak of acute hemorr— 

hagic c0njunctivitis due to coxsackievlrus A24 variant in the area． 

Key w ordsl Coxsackievirus A24 variant(CA24v) Acute hemorrhagic 

conjunctiviti8(AHC) Entero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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