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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出血热患者尿液中融合细胞的检测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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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l 

我们寝察刊流行性出血热患者尿液中的 ·多核巨捆胞。并非是上皮捆 胞脱落 后昀儡 

然堆税，而是细胞之问发生了融台。经免疰组化染色发现所有融合细胞内均有特异性EHie 

病毒抗原颗粒。提示流行性出血热病毒的直接作用与屎液中融合细胞的形成有关。 

关■调：流行性出血热 融台细胞 幕液 病毒抗原 免疫组化 

早在|0年代就有^报道在流行性出血热 (以下简称 EHF)患者尿液中发现成堆的， 

巨大的上皮样空泡细胞和巨大细胞，并提出这种细胞对 EHF的诊 断可能有意义Ⅲ。 苏 

联学者曾将上述细胞称为空泡性上皮细胞聚合体(Aggregate of vaeuo]ated Epithelia] 

Cello[|】。我国 1976年也在 EHF患者尿液中盎到一种由移行上皮细胞遇变而形成的 多 

接巨细胞 ]̈。虽然各家对这种细胞命名不一，但所描述的细胞形态到基本相似，并观 

察到这种细胞在病后 3～ 4天的患者尿液中查出，至10天左右检出率最高，二周后随着 

肾功能的恢复而消失。1981年后我国相继分离 EHF病毒成功l 。从而使我们 能够对这 

种细胞进行抗原检查，以期探讨融合细胞形成的原因和在EHF病毒致病机理中的意义。 

我们于1989年l2月至1990年 1月在安徽省阜阳、利辛两地对 22例 EHF患者进行了尿液 

脱落细胞的检查．现将分析报道如下，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 刍债■蠢EHF童■ 累用ALC̈ ．RIi，阵椿，H5，c·辱．多糠霸毒穗台免疫家杰而剖 

备。由安t省医学科拳研究所提供，使用时1；4O■释。 

：，聋千●曩过一化●一标记羊抗曩i9G抗体 由北京生物翻品研究所生产。 

兰，童■ 3．3---氨基联苯胺 (DAB)，化学纯，由北京化工厂剖。 

霸，■倒鼍摔 经临床和血清特异性IgG抗体＆铡效价大予1；160而确诊的EHie患者22倒。男 

l8僻，女4佣．年龄24~61岁。共收集尿液标本38份。 

五，对量丑 为了证实其特异性，采用i0例其他患者屎液标本作对照 (慢性乙肝5例，营痢 3 

饵，上呼吸道感染2倒 )。此外，取两张Veto E4细胞片，其中一张为EHF抗原片，男一张为正常 

奉文于1∞睥 6月25日收到．1柏睥 9月26日恪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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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田囊片，与上述标本同时用同样方法检测。凡屎中捡出融合}田胞者每五天复查一次。 

六、方洼 屎藏处理：取患者新鲜屎液乎10ml试管中离心沉淀 (2O00 r／m 10’)。弃上滑， 

将沉淀物用pH7．2 0．0tmol／L PBS挠三次。最后一次弃上精，用 0．s皿l生理盐水将沉淀物轻轻吹 

打涓向后滴乎玻片，置室温干燥后甩冷丙酮4℃固定1O分钟，吹干待柱。 

竟疫霉化染色：将上述处理过的尿液鲴跑和对照细胞片用PBS挠一次，加 i和小牛血蒋，放置 

~37"C承}苷糟率2O分钟，以阻断非特异性扮染色。PBS撮挠后加0．5 过氧化氢丙酮宣温_F 80分钟 

椰{融内杯柱过氧化物酶。PBS振抗，如第一抗俸 (多价盘抗EHF抗体 )湿盒内4℃过夜。PBS~4次 

后加第=抗体 (羊抗盎IsG)37~C2小时。PBs洗5次后加底物DAB，室温下iO分钟。PBs冲洗， 甲 

基绿复染l5分钟．谴纸吸千，二甲苯透明后封片，普通光学显微铙下赴聋。 

结 果 

22例EHF患者尿液标本捡出融合细胞者 7侧，检出率为32％。最早捡出融合细胞在 

病后碧5天。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例在病后27天仍能查到融合细胞。根据病情按全国统一 

分銎标准，中型 9例检出融台细咆者 2倒 (2／9)，重型 9倒捡出融 台细魄者 6侧 (5／ 

9)，轻型蛐 未捡出融合细胞。这 7倒患者均先检出蛋白尿后发现融合细胞。另l5例患 

者尿液中投有发现融台细胞，敞没做EHF抗原检测，因为关于尿液脱落细胞内EHF病毒 

抗原检测巳有报道 ，。 

铺撩显示J所有融合细胞的接被染成绿色，胞浆内和胞胰上显示有抗原颖粒(呈擦 

龟或椽黄 

色虚擦黄色EHP病毒抗原霸位， (放大B．5×100) 
Fj‘ 1． N1elei·f ft·iot ttII． _·T‘ Itlj t吐 t日 I lrt．1 

●Ⅱd EⅡF viral antigens _●r。 t●i_cd to bt brow~ nr yellow 

brown otl t t cn mcmbra~ ‘-d th·。7t。PI·自Ⅲ(B．5 x1oo) 

融合细胞太多由4～ 5个细胞融合而成， 多者可达数十个。 细胞间界 限及脑膜消 

失。抗原片和正常细胞片对照染色结果，抗原片用性，正常细胞片则阴性 (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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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阳性细胞显色深浅，胞浆内颗粒多少及 其颜色深度综合 判定 +～+}}}。 黄色 +， 深黄 

++，棕色卅，深棕色卅，无色或淡黄，无颗粒为 “一”。 )对照组尿液中没发现融合细 

胞和EHF病毒抗原。 

讨 论 

冈田善雄等在6O年代初就发现仙台病毒可引起细胞融合。越来越多的实验证实病毒 

是导致细胞融合的重要因素“ 。因此，澄清EHF患者尿液中融合细胞的融合机制对于揭 

示EHF病毒如何作用于宿主细胞并阐明EHF的发病机理有一定的意义。 
一

、 从EHF患者尿液中检出的所谓 “空泡性上皮细胞聚合体 ， 多核巨细胞 等。 

并非是上皮细胞脱落后的偶然堆积，而是细胞之间发生了融合，形成了融合细胞。由于 

融合细胞可由两个或多个甚至数十个细胞融合而成，因此其形成因素取决于存在的融合 

条件，而不受细胞数量的支配。根据其形成性质我们认为以前所称的 “多核巨细胞 ， 

“空泡性上皮细胞聚合体 改称为 融合细胞 更为合适。 

二，EHF病毒可能是促使细胞融合的重要原 因 其理 由是(一)众所周知， 病毒可 

以诱导细胞融合，这是病毒的细胞病变效应 (CPE)之一“ 。(二)所有融合细胞中均查 

到了 EHF病毒特异性抗原。(三)对照组既束发现细胞融合现象，也未查到 EHF病毒抗 

原。(四)柳海林已报道在体外发现EHF病毒可以导致细胞融合[8 。电镜下发现EHF病毒 

为包膜病毒，包膜病毒表面具有使生物膜融合作用的糖蛋白 (F蛋白 )它不仅在病毒感 

染宿主细胞中起重要作用，而且在病毒致病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五)在能引起细胞 

融合的条件中，抗体，补体或免疫复合物能否引起细胞融合尚未见报道。 

对EHF患者尿浪脱落细胞进行检测，发现融合细胞内有EHF病毒抗原。推测 EHF病 

毒与屎液中融合细胞的形成关系密切。为人们研究EHF病毒在体内对宿主细胞的作用提 

供了一条有价值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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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ng of Fusion Ce Is
．

from the EHF Patients 

Urine and Its Significance 

Ma Li—xian et al 

(Dept．o，Pre ent‘ e Medicine，Sh口ndong Medical U“{ rsi c ，JiH口n 250012) 

W e ohserved that so called routinuc|eated giant cells in the EHF patients 

Ⅱrine were nOt occasionally accumulated but fused by epthe]ial cells．W e found 

that EHF virus antigen which were detected by immunoperoxldase technique in 

all the fusiun cells
．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fusion cells should be closely 

related to EHF virus
． 

Key W ordsl 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Viral antigen Urine 

Fusion ce Lls Immunoperoxidase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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