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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耍 

本文报道巍行径出血热囊毒(汉坦囊毒)H-114株的电囊彩奄。 景现形态嶷 生以内质 

周奠和鱼装臃芽生为主．舟毒颗牧为嚼形 璃卵圈形 ．其有双层奠结构，大小为90~120um。 

提出了汉坦病毒形态发生的理论观点。 

关t■：汉坦期毒 霸人 出血热 内质用芽生 鞠蒙芽生 

流行性出血热<EHF)是由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属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疾病。迄 

今已有不少关于这一病毒的形态报道，但最初的描述不太确切【I】，以后 MeCormiek【l】， 

White[I】，洪诸和李德荤 都描述了汉坦 病毒 的电铙形态。供涛等则明确指出其属 

于布尼亚病毒科的报道⋯， 并巳得蓟公认。我们近来的电境观察发现一株来谅于EHF 

急性期患者尿液的府毒的一些特点是以前未曾报遭过的，特报告如下·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 ■羹．EHF病毒 11114株系从湖北害EHF龃性期患者屎液中分离到l̈ 。 

=、■■毫II■■ Yero-E‘细胞单层 。以病毒癌染 。培养灌为 MEM EaEle’·，37℃， 5■cOt 

培养l2天。病毒浦度为 10 TCID$0／0．2ml。 

兰．●■■●；收获痞染期胞 ． 离心沉淀后 ， 分别以2．5 _虞二醛翻 l 0804曩冲 液匿 
L  

定， Epo--812乜埋，用 LKBNOVA机盒髓钻刃赶薄切片．铅、铀双染色后，电镶j甓察。 

结 果 

一

， 盛染细胞的基本特征 传至第iO代的EHFV H一114株感染细胞后，第12夭嗣 

定。作电境现察，细胞出现明显的寤毒感染征象，细胞空泡样变几乎见于所有感染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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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ⅢA、B，C、D)，其形态不规则，大小不 等，在空泡和内质网腔内还可见到病 

毒颗粒 (图版Ⅲ c@、D① )。线粒体肿胀、变性，一般表现为体积增大，嵴突模糊或 

消失，也可见线粒体破裂 (图版ⅢB@ )。 

二，病毒的特缸 病毒形态为 圆形或卵圆形， 有典型的双层膜结构， 并包绕着比 

较疏松的内浆，在礁盼捧屡为纤期●喇 突(图舨Ⅱ勋。病毒太小为90c-,120um。此外， 

还可见到病毒包涵体为圆形，内含物颗粒砂样， 密度均匀但其中无病毒颗粒 (图版 ⅢB 

⑨，C③ )。病毒芽生主要有两种方式，即病毒向胞膜突出的荣膜芽生 (图版ⅢA① ) 

和内质网膜芽生(图版ⅢA@)。此外，甚至还可见到病毒体芽生现象 (图版ⅢB⑥ )。 

图版ⅢA显示病毒的两种芽生方式。一个病毒体向胞膜突出是为浆膜芽生①，另一个 

正从内质网膜芽生为内质网膜芽生②，③为感染细胞严重空泡化，并将胞质向胞膜挤压， 

胞外一个卵圆形空泡④，其下方可见两个大小不一的病毒颗粒，一个成熟，一个来成熟。 

图版ⅢB显示细胞外病毒及胞浆变化。在胞膜表面可见小病毒颗粒芽生①和大病毒 

颗粒芽生，并有残蒂②。芽生完成的病毒体③，棒锤状芽生④，两个病毒体连接成哑锋状 

⑤．其中一个与空泡膜连接，病毒颗粒呈芽生状⑥，有柄病毒体 (噬菌体形 )⑦，空泡 

⑧，均质包涵体⑨，变形线粒体@。 

图版Ⅲe示细胞外病毒颗粒。①细胞外空泡，②空泡摸病毒颗粒芽生，@浆内丝状 

包涵体J固另一个空泡内充满病毒’⑤病毒颗粒向小空泡内芽生，大空泡内病毒凹陷芽 

生J⑦胞浆内病毒，⑥变形线粒体。 

图版ⅢD示感染细胞空泡化。’空泡内病毒颗粒有的呈哑铃状①，有的蝌 辩形@， 

有的葫芦形③。 ． 

讨 论 

本文揭示人澡性EHFV湖北株 (H114)掬广些形态学特点， 痞染细胞空抱化(几 

乎见于所有图片)及包涵体形成(图版ⅢB⑨)是较为普遍的变化。我们认为H儿4株在其 

形态学发生过程中芽生现象特别突出 ，可分为胞浆著哇 (cytoplasmic budding)和内 

质网芽生 (eudoplasmic rctieulum budding)。属于前者有小颗粒芽 生、大颗粒芽生、 

棒锤状芽生和螺旋状芽生(图版ⅢA、B)f属于后者有常见于细胞内外的空泡结构，空泡 

壁由典型的单位膜组成。在胞内，有向大 、中、小空泡内的凹陷芽生 (invagination 

budding，图版ⅢC⑥)。在胞外，有膜结构 (可能为溢出细胞外盼内质网和空泡膜凸出芽 

生，projection budding，豳版ⅢC②、B⑥)。H 11l株的这种复杂增殖现象为汉坦病毒 

的形态和大小的多样性提供了充分的形态发生依据 。本研究同 洪涛等的报道一致的地 

方 ，，如包涵体形成，形态和大小不均一等j 也有不一致的地方， 即H 儿4株大小为 

90~120nm，洪涛等报道为11O~160nm。 但我们与李德荣等的报 道相似 ) 洪涛等观 

察到核糖体样颗 粒同病毒颗粒根伴植，我们来观察蓟此种情况。洪潦辱虽 然用了 lO多 

椿病毒进行检查，住来源于人的仅有一株 (Chen株 )，而病毒形态图片均为动物源性 

病毒，没有取材于人源性病毒的图片。动物源性租人源性病毒的形态学差异也为汉坦病 

毒的致病特点提供了新的依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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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114株的形态发生现象值得提出的是内质网膜的凸出和凹陷芽生现象。我们认为 

汉坦病毒的基因物质和结构蛋白弥蔓存在于内质网池，在一定阶段，病毒核酸和蛋白商 

浆膜和内质网膜聚积 (洪涛等的免疫电镜研究对病毒抗原膜的分布巳有所证明 )，继之 

以出芽方式，先形成病毒外壳而后充满桉酶，或核酸格膜集中，再随附到有病毒蛋白的 

内质网膜或浆膜芽生，其结果就是我们观察到的病毒颗粒芽生的各种情况。我们希望根 

据这一观点·继续探讨汉坦病毒的形态学发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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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demic hem0rrbasic fever(EHF)virus strain of Haatan Tiru8 isolated 

from urine of EHF acnte stage patient and named H一114 WaS examined with 

infected Veto-E6 u]trathiu section* by e|eotron microscopy
．
it WaS revealed 

that the m时 phogenosis of H一1 14 strain appeared mainly dependent upon different 

types of budding proce$ses such as eytop]asmle budding， endop]asmlc retieulum 

budding．Viral partic]e is spherical and egg shape and contain double membrane
， 

size is 9O一12O nm． A new view point of morphoIogene日i$ of Hantan virus 

was proposed． 

K ey w ordsl Hantan virus 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Patient 

Cytoplasmic budding Endopla~mic reticulum bu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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