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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行性出血热病毒在人羊膜传代细胞内的生长繁殖 

谭维国 李德卿 周丽红 

(南京军区军事医学院研究所．南京 210002) 

提 要 

本文应用入羊膜传代细胞 (Wi sh细胞 )对流行性出血热病毒 (EHFV)的敏密性进 

行了试验．用 EHFV武株及 76118、A9、R22、R4、陈株等 s个 代亵株接种 Wish细 

胞。结果 Wish细胞感染 EHFV后第 1代第8～10天即可查见明显的特异性荧光，赞光 

光强度随代数和时间而增加，TCIDS0为 10‘H／t0 ml。 并用荧光阻断试 验和双份血清 

证实在 Wish细胞内繁殖的病毒为 EHFV。此结果为 EHF病原学研究 提供了新的敏忘 

细胞株。 

关■ 髑：流行性 出血 热病毒 人羊膜传代细胞 

流行性出血热病毒 (EHFV)通常采用非洲绿猴 肾细胞(Vero—E。细胞系 )“ 或人 

肺癌传代细胞 (A549细胞系 ) 增殖。为寻找其它细胞系，受到 EHFV经人体 胎盘传 

播的启示 ，我们将 EHFV接种于人羊 膜传代细胞 (Wish细胞 系 )，发现 EHFV能 

在Wish细胞内生长繁殖，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材 料 和 方 法 

一

、 Wi sh细■株的来源爰培养：系从国外引进，取自本所兽医研究室。 细胞培养采用 199及 

E=gIe培养基 2： 1混台作为基础培养液，生长液含i0 小牛血清，维持浪含 3 小牛血蒲。 

：、囊毒株：本室鼠 EHF崭人血白细胞中分离毒株一武株i ，，76118株、R22株 A9株、R4 

株、陈株由安徽省医学科学院倪太石膳进。 

三、囊毒接种曩传代方法： 取6株 EHFV接种到 Wish细胞小方 瓶中根据 PH变化换 液t 一 

般为=～ 3天。根据抗原检测及细胞生长情况择期传代．每代细胞均点片作免疫荧光检喳。 

四 lF检耐EHFV抗原：6株密染 EHFV的 Wish细胞隔天用接种环刮取做涂片，按常规用直 

接法和阃接怯进行按韫I。 

五、TCID50耐定：取 9、10代病毒液．用无血清 Eagle’I液 作连续 10倍稀释．每华氏昔细 

胞接种 1 ml，1s天点片侧 EHF抗原荧光，按 K=rbar法 i I计算 TCID 50。 

本文于 1990年7月16日收到，1990年9月粕 日修回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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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与 讨 论 

一

， EHFV在 Wish细胞中的传代：接种武株的 Wish细胞经 IF检测于 第一代第 8 

夭可查到细胞浆有颗粒状荧光，第 15天感染细胞数增多， 荧光亮度增强。 第 3代后接 

种第 3天即可查见荧光阳性细胞，第七代第 1O天可见8O 左右的的 Wish细胞被 E圳 V 

武株感染，15天后接近100％。其余 5株 EHFV分别在 Wish细胞中进行接种培养，在第 
一 代第 1O夭即可查见细胞内特异性荧光颗粒，并可进行连续传代，荧光强度随代数和培 

养时间的增加而增强，结果与 EHFV武株无明 显差异。在整个 传代过程中 束见细胞病 

变。武株传至第 10代的 TCID50为 l0 ／ml，其余 5株第 9代的TCID50为 l0‘～1O‘／ml。 

二 、IF阻断试验 l EHF抗体阳性兔血清可以阻断 EHFV武株以及 EHFV 76118株、 

陈株 R22株、A9株， R4株 所感染 Wish细胞的特异性荧光反应 ，阴性兔血清则不能阻 

断 IF。 

三 各类人群血清检查如果；武株感染的Wish细胞第七代制作的抗原片，以间接 

免疫荧光法分别检查EHF病人 输血员及其他病人血清各 30份。EHF病人 恢复期血 

清均为免疫荧光阳性，对 10例 EHF患者的双份血清进行荧光抗体滴定，恢复期血清抗 

体效价较急性期均有 4倍以上升高。 

以上如果表明 Wish细胞 是一种对 EHFV较敏感 的细胞 ，与 Vero E6细胞及 A549 

细胞比较，除在滴度上略低外，其余基本相似。病毒可进外连续传代，在繁殖过程中不 

产生病变。我们的结果为EHFV的生按繁殖提供了一种新的细胞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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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agation of EHFV in the W ish Cell Line 

Tang W ei·—gnu Li Fa-qing Zhou Li-hung 

(Institute of Mititary Medicinel Na．iing Command，PLA．N·nt． 5 21002) 

In our experimental studies， 6 strains of EHFV were inoculated into the W i日h 

eell cultures
． W e found that EHFV conld propagate in this cell llne and ofter 

several passages，viral titers can reach to lO TCID50／m}． f̂ter inenbation 

nO cell cytopathic effect could be observed in t he W ish cell cultures
．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W ish cell is n new sensitive cell line for isolation of EHFV
．  

Key w ordst wish cell flue EHFV Human smnlu~continues cell f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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