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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出血热病毒体外直接激活补体C，的研究‘ 

周 宁 倪大石 何 浩 李永珍 

(安徽省医 

提 要 

台肥船0061) 

用蔗糖梯度纯化的 4株不同来源的流行性出血热 (EHF)寨毒 (陈株 、 H8205、 

ALC96，R22)抗原，在 体外直接与 健康人血清于 37℃作用 3O分钟，用交叉免 疫 电泳检 

测血清中c3澈活情况。结果陈株 H8205，R22 3株病毒抗原，可以直接澈活补体 Cl， 

电泳后呈现典型降解峰，而 ALC96与正常细胞抗原则均为胡性。病毒抗原澈 活 Cl的活 

性，与病毒按衣壳蛋白 (Nueleoeapsid Protein)的含量及毒株对乳鼠的半数致死 量宥 

美，并可被特异性抗体 (1gG)所中和。 

关■一：流行性出血热 补体 C。 体外澈活 

流行性出血热(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EHF)的早期患者，血清中补体的两 

个造径(传统途径、旁路途径)的激活J已有较多的文献报道，并认为与免疫复合物的激 

活有关 -4 3o我们曾用柱层析分离技术，从早期病人血清中直接分离免疫复合物，发现 

有些患者虽巳具有典型的临床表现，在 6病日对血清中尚未捡出循环免疫复合物(clc) 

和 EHF病毒特异性抗体(IgG、lgM)，但巳出现有补体系统的激活t”，提示可能与病毒 

直接激活补体有关。由于体内补体系统的激活因素十分复杂，除免疫复合物外，激肽、 

纤溶系统的激活，亦可引起补体的经典，旁路途径的活化。为 了探讨 EHF病毒 在体外 

能否直接教活补体 Ct，我们进行了以下实验研究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 EHF■●挽一曲一鲁 用分离自国内不同疫区的患者血液 (陈株， H8205)， 黑茂曩曩 

(ALC96)，精家鼠(R22)中的 4株 EHF寨毒，接种 Veto E6细胞和人传代辞巴姐童，培养1‘ 

夭后，分捌吸取培养的上清液，用 4℃低速离心除去可髓残茸的细 胞残谴后， 再以4O，O00转，分 

高速离心120分钟，葭去上清后将沉淀物短蔗糖梯度纯亿，吸取沉淀带用 TNE溶解，即为病毒抗 

原 (的拄原体积浓缩100倍 )，用同法崩备正1l|细胞抗原，置一3O℃备用。有关4椿肃毒的来谭以 

及毫絷细胞的抗原浦度见附表一。 

=，■●人CI血蕾 系取自健康献血员，血清用 EHF寨毒细胞抗原片检铡，证实不台ENF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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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1 4株 EHFV来曩和抗原{甫虞 

TiM e 1 Source arid Antigen Titer of 4 EHF~ Str~in* 

●在乳曩骑内滴定的半敛致死量。 

^iB the brli~ of auekln8 micv 

毒的 |gG、lgM抗体， 血清中的 Cl含量 用单向 免疫扩散法褪I定为 124mg／dL!另一份臆性感染患 

者血清劓含有 1t 80低 滴度 EHF病毒 抗体 (IgG)、血清 C0含量为 ll0mg／dL，用作 特 异 性抑 

制试验。上述血清一次 采集后分 装保存于一70℃低温冰箱，每管血清仅供一次实验之用。 

兰、革抗人C3血清 系购自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冷冻干燥制品，批号为 8002．血清鼓价 

为 i t 8O． 

日、C。爱解产■曲硷澍 基本参照抗原、抗体交卫免疫电泳法进行 ¨1。取 4株 EHF病毒抗 

原 (陈株、H8205，ALC96、R22)各't OO微升，分别加入于灭菌小试管，再于备管内却入正常人 

血清100微升，同时设正常细胞抗原及血清对 照 (用巴比妥 缓冲淮代替 病 毒抗原 )，混台 后于 

3．7'qC辫育80分钟备用。用 10×6厘米玻璃板，每块板在 10X2厘米面 积上倾注 1和璩膳糖 (溶于 

O．0Smol 、pH8．6的巴比妥缓冲液，内含0．01mol／L~EDTA)3毫升，琼扁培凝固后，距阴极端厶 

4．5，7厘米处各打一孔 (孔径 O．4厘米 )．分别浦加翥毒抗原 正常抗原，血清对 照盼混台液 2O 

徽升，以端电压 7伏／厘米 电泳9O分钝后取出，再于 10×4厘米空白医，倾注含有抗人 CI血清的 

1 琼脂糖 7．5毫升，特凝固后将玻璃板作900转动后作 2次电泳 ，降低端电压到6．S伏／厘米时再 

电泳14小时，盅泳结束后，将玻璃板置于生理盐水中浸泡 24小 时 (4℃ )， 取出 后用 0．i和氨 

基黑染色 15分钟．7和HAC兼洗除击多余染料后，于琼脂培表面复盖相同太小漕纸， 簧 37℃沮 

藉中蒜发干燥后，揭去滤纸后即可观察结果。报据电泳后正常人血清中cI是否被翥毒 抗 原 所 裂 

解，而出现补体峰形的改变，来作为翥毒抗原能否直接澈活补体 C3的依据。每一翥毒抗原对补体 

cI的澈活试验，均连续进行 2— 3次试验，以观察窭验结果是否一致。 ． 

为了证实翥毒澈活补体 cl的话性是否具有特异性，我们】!螽了设立细胞对照抗原，以排除由于 

细胞裂解后释放的溶睁体所弓f超的 C0澈活，同时采用含有低滴度 EHF翥 毒抗 体 (IgG)的 癌性 

蠢繁荣血员血jl|，以观察在特异性抗体存在时·对 c0曩群的影响。 

结 果 

4株不同来源的EHF病毒，与正常人 C。血清进行交叉免疫电泳的结果，电泳后出 

现明显的第2蜂的病毒有陈株，H8205、R22 3株病毒J 而分离自黑线姬 鼠的 ALC96 

株，则不能激活 C” 而仅现降坡切迹，与正常细胞抗原的交叉免疫电泳后无明显的区 

射(圈版Ⅱ1--3)e担陈株、H8205，B22 3株病毒抗原与含有低滴魔特异性抗体(IgG)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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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血清作变叉免疫电泳时，这种澈活补体 c；的活力，则被特异性血清 所中和，抑制了 

ct降解峰的出现(图版 Ⅱ4)。 

讨 ． 论 

文献报道 (Z-J)流行性出血热患者早期，补体两条途径均可被激活， 但 经典途径激 

活比倒高于旁路途径，后者仅占全郎患者的三分之一I同时根据C。转 换酶 的激活消耗 

结果，提示这部分患者的旁路激活并不依赖于经典途径的激活。目前有关补捧旁路澈活 

的起动机理尚未完全阐明，因此还不能 I除 EHF病毒有直接澈活的可能。 根据 应用病 

毒抗原在体外对正常人血清 c。的实验结果，证实病毒抗原可以直接 引起 c，的裂解 在 

变叉免疫 电辣时可出现双峰的图形’但在特异性抗体存在情况下，可以抑制病毒抗原对 

c·的襄解 ，同时证实病毒抗原对正常A血清中 c。的疑 解具有挣异性 ， 亦表明 了在抗 

原 、抗体 同时存在时，体外实验并来能增进疯毒抗原对 c，的裂解能力。 

体外实验证实，不同来源的毒株对 c。囊活能力并不一致， Bl起差异 的原因，似与 

病毒 的摸蛋白抗原无关，虽有文献报道潦泡性口炎病毒 (VSV)包膜蛋白可与 C。 结合 

导致补体激 l，丽这次实验中表明，对 q 的激活能力盼高低， 与病毒的毒力 辊病毒 

抗原中接蛋白的含量有关，因为 A|一致敏血球作 RPHA盼抗原瀛度 ， 主要是检测寓毒 

接农壳蛋白抗愿 。因此在探讨 EHF发病机理时 ，不能排除赢毒的直接损伤的始动作 

用。在病毒的 一次性打击” <Single Hit)时的病毒毒力、剂量和病毒的 不厨结构蛋 

白不仅对患者的免疫应答有决定的影响 (待发表资料 )，同时也可能在补体两个途径的 

先后激活起决定性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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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EHFV Directly Activating Complement C3 in Vitro 

Zhou Ning Ni Da-shi He Hue Li Yong-zhen 

(A~hui Institute o，Medical Sciences，日t，·i 23ooe1) 

The antigens of four EHFV strains from different sources(Chen， 

H8205， ALe96， R22)purified hy suerol~ gradient eentrifugetlon incmbated 

with normal human sera in 37℃ for 30 minutes． Cress—immunoe]ectrephorosie 

We8 used to detect whether complement C1 wu activated．The results shewed 

that Chen， H8205， R22 strains antigens e-n directly activate CI， typical de 

grodative peak was found after eleetropherosis．But ALC96 and norms]antigen 

were negative． Ability of activating Cl of EHFV snti6,ene 'r∞ related to the 

content EHFV nueleoespsid protein and LD50 of virus strain to suckling 

mice，which wee neutralized by specific antibody(IsG)． 

Key words I 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virus Complement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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