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74 府毒学杂志 4．1g90 

Virolo e· sjDi c· 

感染流行性出血热病毒家免病毒血症的研究 

彭红梅 林雨霖 高又新 向近敏 

(带北医学 病毒研究所，武汉 4300 7]) 

提 要 

本文 采用流行性 出血热病毒 114株实验感染家兔 ，用免疫荧光 法及病 毒培养技 术 研 

究 了家兔病毒血症 动态 ，发现感染后第 6天，病毒抗原首先在 、觫巴细胞及单核细胞 中 出 

现；次 日，亦可见于粒细胞中，第 10一I2天的抗原反应寝强，第 坫 天则 明显减弱至消失。 

而在红 细胞及血小板中始终来见明显的抗原 匣应 。从 感染后第 3一 I3天的血 浆中分 离 出 

病 毒，感染后第 6一l5天， 外周血单核细胞病毒分离阳性。 结果 表明， 流行性出血 热病 

毒在接种局部增殖 后，侵入血液， 并 在 自细胞中复制增殖 ， 可能使病毒殖血循环播散 至 

垒 身其 它组织脏器， 造成 因血传播引起 的靶 器官感染。 

关t饲：济行性 出血 热病毒 家兔 病毒血症 

研究机椿感染流行性 出血热病毒 (EHFV)后病毒血症规律及其与血细胞的关系， 

是阐明发病机理，为I临床防冶提供实验依据的基础。有关研究在低等啮齿类动物和人体 

仅有少数报道 ， 而利用实验动物进行 EHF病毒 血症及病毒抗原血细胞定位的研究 

尚未见研究报道。本文用 EHFVll4株感染家兔，采用免疫荧方法及病毒培养技术对感 

染家兔病毒血症进行了动态研究，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 素兔 体重2—3公斤 ．3—4月龄，雌雄不分 ，EHFV抗体阴性， 由本院动物室提供。 

=、■● 流行佳出血热病毒(EHFV)I14株。经乳鼠脑内传代增毒后 将鼠脑研碎，用含 l0啊 

胎牛血清Eagle’}液制成l0啊(w／v)混悬漓，离心取上清，细胞培养测得病毒滴度为I口 TCIDs a／m1． 

一 70℃冻存，作为病 毒感染家兔。 

三、钮奠 非洲绿猴肾细胞 (Veto E5)，由美军传染病研究所提供。培养液为Eagle(MEM) 

生长液，含 2嘶--10啊 胎牛血 清。 

皿、动嗡接种 将EHFV I14~．液同时经腹腔 ．肌肉．双侧腹股淘及双脚掌皮下接种家兔·其 

中腹腔播种0．8ml／只，肌冉0．5mi／只，腹股淘及双脚掌皮下各0．6ml／只，共接种6只。 

五、舞车曲尊囊和魁理 在感染后第2—2l天的不同时间，无菌耳静脉采血，肝素抗凝，Ficoll 

— Hypaqee密 度离心法f ，分 离血浆及单核细胞 ，前者冻存 ．分 离病毒用；后者在生理盐水中 800r／m 

离心 lOⅢin，收集上清，用于分离血小板。沉淀细胞用无钙、镁离子Hank‘a液离心洗涤 3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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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于适量含1O辱小 牛血清的Hank。8液 中，部分冻存，用于分离病 毒．其余的用玻器暖附法I‘1分 离 

淋 巴细胞和单细胞，分别'商片 上清中的血小扳经 离心沉淀后，用生理盐水 离心洗涤3 ．滴片。抗 

凝血经淋 巴细胞分 层液分离后，用毛细管暖取缸细胞层上面 的粒细胞 ，生理 盐水离心洗 涤 后， 加 

^适量蒸馏水，轻摇30秒 ，加 等量1．8辱氯化钠溶液至等渗，再用无钙 ，镁离子Hink。s液洗涤2 ． 

滴片。将 抗凝血分离后，用毛细吸营吸微量柱子最底 层的红细胞予 适量的Hank’s液中 ．涂片 在 感 

染后 1 2．3周 ，耳静脉采血，不抗 凝，分离血清，用予 检测血清特异性抗体 

六、瘸毒分离 将分离得的单个核细胞及血浆分别接种在长有单层 Veto E 细胞的24孔培 养 

板，0．5ml／孔，37℃吸附2小时，加维持液至2ml。传代及制片按常规进行 传至第3代荧光毋为阴 

性 者为 阴性 。 

七、外罔血各血细穗厦接种标本的 Vero E 细穗 EHFV抗辱的檀测 上述各细胞片经玲丙 酮 

固定后，用兔免疫血清 (奉室 自制 )及EHF—A 2 5一l—McAb(购自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 所 )常 

规 进行免 疫荧光染色。荧光显微境下检查 ，发现胞浆内有典型荧光 抗原颗粒者 判为 阳性 

八、血清荧光抗体漓定 抗原片为EHFV感染阳性 的Vero Ee细胞 滴片 (本 室自制 ) 方法详 

见文 献 【4l。 

结 果 

一

、 外周血细胞 EHF病毒抗原的捡测， 用免疫荧光法检测感染家兔外周血细胞病 

毒抗原，结果见表 1 

裹 1 薯荣EHF靠毒寮童外蜀血蝴雎离●抗曩 的硇毒 

Ttb[e l Detention cf EHFV antigeu ia pezlpherl●I bI。Dd eelI s 0r the iafeeted rtbbit$ 

Note￡N0 antigen reeetlo~ Ⅲ fDund iⅡ red ble~d nell -4d platelet． 

二、血浆与外周 血单核细胞病毒分离结果 在感染病毒后不同时间 (天 )取 6只家 

兔的血浆及单个核细胞，接种 Vcro E．细胞，进行病毒分离，结果见表 2。 

三、血浆及单核细胞病毒分离，外周血细胞病毒抗原反应与血清荧光抗 体 的关 系 

从图 1中看出，在感染后第 3天，血浆病毒分离阳性，从第6天的单接细魏中开始分离 

出病毒。随着血霈抗俸的产生和堪 ，病毒血疰及抗原血症胯之游失}血举病毒分赢转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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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 2 鼻蒙殛单棱细臆啸毒分离动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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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血浆及单桂细胞病毒分 离，外 周血细胞病毒抗原反应与血请荧光艟体的关系 

F ig
．

I The relQlionlhip smong Ⅲ̂ m sntlhody tlter s and EK1；V is~lstlon f rom P]a sms 

‘-d pe~iphe rla| blood mononu el ea r cell e and 41ntlgen ⋯ etion ia blood cells
． 

讨 论 

本文首次对感染 EHF病毒的动物 (家兔 )进行病毒血症的动态观察，发现从 感 染 

后第 3—13天的血浆中可分离出病毒，单核细胞中病毒分离阳性的时间为感染后第 6— 

15天，提示病毒 于感染早期在局部增殖后，便侵入m液，很快又侵入单核细胞中增殖， 

且病毒在单核细胞中消失的时间较血浆中晚。分析病毒血症与血清抗体的关系，结果表 

明，在感染早期，病毒血症出现并达到高峰时，血中抗体亦未产生或仅可检出较低滴度 

的抗体，随着血清抗体的增高，血浆及单核细胞 中病毒分离先后转阴，说明血清抗体对 

清除血荣盈细磨率的病毒，阻止病毒髓血流向全身扩散可能起了重要作用。本研究结果 

谭 EHF 靖疯奉越虐瓣牵稻类i 其不同煮是’EⅡP患者在病毒'血癌{对裘现 播床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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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J而家兔Ⅲ日始终不发病，呈隐性感染，这可能与宿主的易感性等因素有关。 

进一 步搞清感染 的外周血细胞类型是阐明发病机理 的基础，本研究用免疫荧光法从 

感染病毒后第 6—15天的家兔外周血单核一巨噬细胞，淋巴细胞及粒细胞中捡出EHF病 

毒抗原 }且在感染后第 7—15天的胸腺，心，肺，脾，胰，肝，肾，淋巴结、脑，大肠， 

小肠，卵巢及睾丸中检出病毒抗原(见另文报道)，可见组织脏器病毒抗原呈现的时问较 

血细胞晚一天，这进一 步说明病毒血症、特剐是带有病毒的血液白细胞可携 带 EHF病 

毒全身播散，造成了全身多组织脏器病毒感染。携带病毒的单核细胞可通过血脑屏障造 

成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有报道从 EHF患者的外周血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和多形 核白细 

胞内检出病毒抗原 )，且在其尸捡脑组织中也检查到用性抗原[B】，这些为本文的推测 

提供了佐证。 

本研究在感染家兔的外周血红细胞及血小板中始终未发现病毒抗原，国内学 者从 

EHF早期患者的血小板 中亦未分离到病毒 ， 这可能与红细胞及血小板 内缺乏病毒 复 

制增殖所需的物质代谢系统与场所、 使病毒难以在其中增殖有关。本研究结果使 我 们 

剥 EHF病毒感染机体后 的增殖播散规律有了初步了解，为认识其发病机理，制定 防治 

措施提供了新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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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Viremia of the Rabbit s Infected 

with EHFV．H1 14 Strain 

Peng Hong·mei et al 

(Virus rf$‘4r ；nstitute．Hub medical coiiege，Wuhan ‘300T1) 

Rabbits were inoculated with EHFV-H 114 strain isolated from urine of 

the patient with EH F in the acute phase． The duration of viremic stage of 

rabbits infected with EHFV—Hll4 was studied by means of immunofloureseent 

technique and culture assays． Specific floureseenee for EHFV antigen WaS 

first observed in both monocytes and lymphocytes on the 6th day，the next day， 

also was seen in gran ulocytes， with the strongest antigen reaction on the 10- 

12th days， and dissappeared on the 15th day of experimental infection． No 

antigen reaction WaS found in red blood cell and platlet．The duration of EHFV 

in plasma and peripheral blood mononuelear cells of the rabbits were tbe 3-13th 

days and the 6-15 th days after infection， respectively．It was indicated that 

the viremia made EHFV disseminate in rabbit s body． thus the finnJ infection 

was establ ished． 

K ey w ordsl 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virus Rabbit Vire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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