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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肝病毒在人血白细胞中体外连续 

传代和在分类白细胞中增殖的研究 

郑纪山 李法卿 林建汶 潘秀珍 谭维国 

(南京军区率事医学研究所，南京，210002) 

关奠调：甲型辟炎 甲型肝炎病毒 人白细胞 细胞培养 间接免嵌荧光 

1985年我们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 (IF法 )检测出甲肝患 者外周血白 细胞中有甲秆 

抗原 (HAAg)存在，继而又将 HAAg阳性白细胞直接种入 PLC／PRr／5细胞，分离到两 

株甲秆病毒 (HAV)NJ一3株和 H一1株 ”。为了弄清白细 胞所携带的病毒究 仅为 

吸附吞饮，抑或能在其中复制增殖，我们将分离到的 HAV用正常人血白细胞进行体外 

增殖试验，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 囊毒攮种蝈 从甲肝患者外周血白细胞中分离到的HAY NI-3株t接种于PLCiPRF[$ 

细胞，培养至第l5天收获，冻融 3扶，离心取上清液 ．即为病毒接种物．其TCIDs 0为l0 ／0．1ml。 

=，正常人白绷■来弹豆其培葬 

(一)肝素抗凝 正常人静脉血 ，经测定白细胞 HAAg阴性 (1F法 )，血清抗 HAV-IgM 阴性 

(ELISA)，抗 HAV-IgGl：40(IF法) 用淋 巴细胞分离滚常规分 离单个核 白细胞 (包括单核细 

胞与淋 巴细胞 )，用 164o培养液洗涤三 次 ，加 适量培养 液 ，使 细胞浓度 达到l×lO‘／ml。生长液 

含20 小牛血清 ，维持液 含l0 小牛血清。 

(=)脐血自细胞。正常分娩之新生儿脐带血 ，筛选检测及处理同上。 

三 人血单个核白细■分类 正常成人血单个核白细胞加适量 tO嘶 小牛血清--1540培养液 

形成细胞悬液，用E花环形成法分离和提纯T、B淋巴细胞．即将单核细胞与新鲜绵羊红细胞(SRBC) 

按比例混台形成E花环，铺垫于淋 巴细胞分离液上 ，离心分层 ，取沉谴细胞洗 涤后置37 30分钟 ， 

使 SRBC与淋 巴细胞分离 ， 再经密度梯度离 心得到游离的 E 细胞，即为 T细胞 (古少量 单核 细 

胞 )，上层细胞重复 E花环形成过程 ，再经 密度梯度离心去除 E花环，不形成 E花环的部分印为 

富含B细胞组分。 

四、体外 HAV感染人 白细■ 的方法 

(一)新鲜制备的单个核自细胞悬液 2ml，加病毒接种物 0．1m1，于华氏管内混句，37"C培养 

本定-1=1989年lo月15日瞍到l90啤 7月24日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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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 时，吸取未贴壁细胞，用l640液洗击游离病毒液 ，加2ml维持 液，37℃继续培养。贴壁细胞亦 

经洗 涤后换维持液培养。对 照组用 同法处 理，但不加 病毒液。根据液体 PH变化3--S天换液一次， 

定 期观察，并继续传至新 的人血 白细胞直至 3代 以上 。 

(=)在襄毒增殖定量检测试验中，取单个桉白细胞悬液 2ml，加病毒液 O．1ml；次代及以后 

各代 中均取上一代收获 的襄毒液 0．5m1种入细胞 悬液 ，培养 中不再分 单棱细胞与 淋 巴细胞。 ． 

(三)T细胞殛言含B细胞组分分别加入 巳在 白细胞 中适应的第二 、第三代 HAV 0．5ml， 37℃ 

培养24小 时后，从T细胞臂中吸出未贴壁细胞，洗涤后 换维持液j贴壁细胞 殛富含B细胞组分管亦 

经洗涤后换维持液 ，37℃继续培养 ，定期换液并用 IF法检测 。 

五、自如■甲歼■毒增殪的理● 

(一)定期留取各蛆分细胞分别涂片，干燥、固定，用lF法染色，第一抗体为甲肝恢复期高效 

价抗血清 或兔抗 HAV抗 体， 第二抗体为 羊抗 人 戒羊抗兔 IgG 荧光抗体。用 Leltz荧光显微镜 观 

精 ，计数200个细胞 ，观察 各组分、各 代细胞 中HÂ g阳性 率。 

(二)增殖病毒的 TCIDs 0测定。将培养至l5天的第二 、三、 四代染毒白细胞 冻融离 心取上清 

液，作连续 10倍稀释 (101～10叶 )分别接种至新鲜人血单个桉白细胞中，每个滴度接种 4管至 

培养l5天测细胞 中 HAAg荧光，计算 TCID5 0I 1 

六、厦传 PLC细■豆竞疰 电簧理 由于实验 中染 毒用 白细胞数量少 ，故 而将增殖病毒 回 

传 PLC，再经=敬扩种后作免疫电镜 (IEM)。即将第三代白细胞第 l8天培养物，冻融离心后取上 

请 回种PLC细胞 ，经两次扩种后的培养物 提取液 与等量 1：10稀释 的甲肝抗体混合 ，37℃温育 l小 

时 ，转4℃过夜 ，15000 r／~ 离心3D分钟 ，弃上滑 ，加 一滴 蒸馏 球，悬浮沉淀物 ，直接滴于1O0目铜 

网上 ，3啊 磷钨酰负染1--2分 钟，用透 射电镜观察。 

结 果 

一

， 将HAV NJ。3株接种正常成人血单个核白细胞后，初代于第 7天可见到荧光阳 

性细胞。培养对间，代数与荧光阳性率观察见表 1。 由于贴壁细胞与悬浮细胞均可感染 

HAV， 故而第三代培养时不再分贴壁细胞与悬浮细胞。HAY在脐血白细胞中增殖情况 

与成人血白细 胞相似 (表 1)按同样条件 用正常成人血白细胞重复一次， 脐血重复两 

毫1 ^血单个薯白细雎中丑 V̂ 圈培韩耐问．代簟之lF疆寰 
Tabee 1 Observatlon of HAV jn m●n mo~onuelelr leukec~tes 

iⅡ different cultu ral time ●Ⅱd passage． by IF 

次，结果一致。阳性细胞荧光存在于胞浆中，颗粒大小不等 (图版Ⅸ 1，图版Ⅸ2)． 

未接种病毒的对照细胞则为阴性。 

二、人血单个核白细胞中 HAV增殖的定量观察捡测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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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2 ^白■童中备代HAY埔墨曲奠老曩囊和TCID|· 

Table 2 Obaervatlon of p ropajgatlon of HAV in human monomuelear 

leukoeyteJ im diffem t paHades br IFn dTCIDs● 

三、T细胞纯度的鉴定。吸取少许经密度梯度离心纯化的 E花环沉淀物，用0．05％ 

煌焦油蓝染色，见花环形成细胞>95 。从形态大小可辨别出其中含有少置单按细胞。 

但花环形成细胞经37℃贴壁24tj~对后，悬浮细胞中基本看不到大单按细胞。 

四、击除二次 E花环形成细胞后，将富含 B细胞组分之悬液再次与 SRBC混台不再 

形成花环。此结果表明富含 B细胞组分中已无 E花环形成细胞。 

五、各类 自细胞中 HAV增殖的观察 (表 3)。 

囊5 备娄白绷臆接件币同代tHAYJ~[q同培葬时闻之IF撞毳茸暴 

T b】e 3 Tbe re Bultl of IF te●t f。r T●rjⅢ kjada 。f leukocytel ino~ulated 

with different passages HAY after different ealtu~al tlm8 

从表中可以看出随时间延长，T细胞与单核细胞的 HAV感染率增高， 荧光强度亦 

增加J而富含 B细胞部分则很少见到阳性细胞， 虽培养至 10~12天，未见阳性细 胞增 

多。 未种病毒的对照细胞 为阴性。 本实验重 复一次， 结果一致。T细胞 及单 按细胞 

HAAg荧光染色见图版Ⅸ3、4。 

六、经回传PLC并扩种后作免疫电镜观察，可见 27—30Ⅱm大小的病毒颗粒，呈空 

心和实心二种形态 (图版Ⅸ5)。 

讨 论 

我们以前曾用 IF法证 实早期甲肝病人外 厨血白细胞存在 HAAg，并从中分离到两 

株 HAV 本研究又进一步证实了以下几点。 

一

、 正常成人外周血或新生儿脐带血单个核白细胞在体外可以被 HAV感染。以前 

的研究表明， 贴壁细胞主要为单 核细胞 (9s％以上 )，悬浮细胞主要 为淋巴细胞⋯。 

本实验中贴壁细胞与悬浮细胞均可感染HAV，阳性细胞随培养天数及代数增加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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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阳性率从第一代的lO 增至第四代的77 ，TCIDe。则由10 ／m】增至 10 ／ml。 

HAV在体外自细胞申增殖并可连续传四代以上。 

二、在分类单个棱白细胞的买验申发现，HAV可以在单棱细胞和T细胞中增殖，而 

不能或仅在极少数 B细胞中增殖。此结果与最近有入报告乙肝病毒 DNA存在于人血 T 

细胞与单核细胞的情况 有相似之处。 

三、用免疫学方法纯化人外周血 T、B淋巴细胞，且提取后仍能保持对HAV易感性 

的方法尚未见报道。我们用二次E花环形成分别得到T细胞和富含B细胞组分，该法纯 

化的细胞仍可感染 HAV，但与未纯化细胞相比， 感染率有所下降，可能与细胞离体时 

间延长及温度反复变化有关。 

甲型肝炎发病机理 目前仍不清楚，特别是 HAV进入体内后的增殖部位尚不明确。 

HAV属肠道病毒，通常认为经口传入并在胃肠道繁殖，但用黑猩猩、 狨猴所做的实验， 

在感染的各个时期， 肠道上皮细胞均未测出 HAAg” ，而用 IF法却在猿猴肝细胞， 

枯否氏细胞，淋巴结及脾脏 中测到 HAAg，枯否氏细胞中 HAAg含量较忤细胞多” 。我 

们在早期甲肝病人血自细胞中发现HAAg“ ，并经本实验证宴HAV可在单核细胞与 T细 

胞中增殖。人血单个核细胞可能是 HAV增殖的初级靶细胞，随血循环流经肝脏，进入靶 

细胞 (肝细胞 )。HAV并不直接导致肝细胞损害，体外细胞培养中亦不引起 CPE。甲 

肝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研究示t感染急性期的OKT ，OK 、OKT。及B淋巴细胞均 

显著增高，恢复翔降至正常“ ，佐证 HAV感染人血白细胞后并不直接引起细胞损害， 

相反还刺激淋巴细胞增高，使宿主免疫功能增强“ ． 

我们还发现 HAV可在体外骨髓祖细胞中增殖 (未发表资料 )，但在体内是否可进 

入骨髓感染祖细胞，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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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ios on Serial Passage of HAV in Human 

Leukocytes and Propagation of HAV In Various Kinds of 

Leukocytes in Vitro 

Zheng Ji—shun Li Fa—cling Lin Jian—wen 

Pan Xiou-zhen Tan W缸 一guo 

(Ins E~fu E~of Military Medicine NⅡ̂ f Hg Command，PLA，Nanj{ng 210002) 

This paper reports the experimental studies on propagation of HAV in 

the human mononucleaz leukoeytes in vitro．The m ononuclear leukoeytes were 

separated from the peripheral blood of health person and the umbilical blood 

of fetus ing Ficoll—Hypaque technique．The NJ-3 strain of HAV was inoel— 

ated into the adherent cells in eu]ttlre flask and  the suspensions of mononue— 

lear leukocytes．After incubation the cultures were exam ined by indirect IF 

technique
．

It was found th both the adherent and nonadherent mononuelear 

leukocytes could be infected and propagated by HAV
．
The numhere of leukoc· 

ytes with IF granules of HAV were found to be increased as times went oll 

and also with the increasing passages．On serial passage HAV could propagate 

in the leukoeytes over 4 passages．TCID5-increased from 10‘ ／ml at passage 2 

to 10一‘’ ／ml at passage 4． 
In further studies， the r~Onocytes and T or B lymphocytes were separated 

and parifled using E-Hosette Forming method．The NJ一3 strain of HAV WaS 

inoculated into the cells respectively．After incuh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HAV could propagate in monocytes and T cells hut hardly or not prop 

agate in B ]ymphocytes． 

Key W ordsl Hepatitis A Hepatitis A virus Human leukoeytes 

Cell culture Inditest IF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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