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7一 jf 

第7器第1期 

1992年 3月 

中 圈 囊 毒 学 
VIR0L0CICA SINICA 

D? ) 

V 
．

7 N0
．
1 

M -f．19口P 

应用微■细胞病变中和试验法(MCPENT) 

对我国EHF病毒株和病人血清进行血清分型 

．．垂 苎． 俞永新、，刘文雪 一 V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北京1000 50) 

提 要 

R {z·8c 

本文应用微量细胞病变 中和试验 (MCPENT)对我国22株不 同来源的流行 性出血 热病 

辜 (EHFV)进行血清分型 研究，结果除一株具有广谱抗原性外 ， 所有毒株均可准确地被 

分为血 清 i型和血请 2型 ，其分型结果 与用空斑减 少中和试验 (PRNT)完全一致。此外 ， 

McPENT法还 能对不同流行区EHF病人血清进行分型诊断。此 法简便、经济 、准确可靠 ， 

便于推广应用。 

关曩词：流行性出血热 撒量细胞病变中和试验 血清分型 cP芒 丁 

目前t国内外均主要采用空斑减少中和试验 (PRNT)方法对流行性出血热病 毒 进 

行血清分型 I-S])该法特异性高、分型准确。然而，该法技术难度大、需时长、试剂贵， 

故用它对大量病毒 株进行准确的血清分型较为困难。微量细胞病变中和试验 (MCPENT) 

法简便、经济、快速，用它代替PRNT法对我真不同来源的EHFV进行血清分型和EHF瘸 

人血清型别诊断，易于推广应用。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 毒椿和免疫血清：22株EHFY分别来自黑绞姬鼠、褐家最、罗赛鼠、大自鼠和寨人生血等 

(见表 1)；免疫血清均为家兔经活毒免疫一次后的血清。毒株和免密血清的来源见参考文献 ̈  l。 

二、徽■细胞痔变中和试验 (MCPENT)具体方法见参考文献【51。 该怯可简述为：血清 2倍 

连续帮释后各取0．05ml加^ 量培养扳上，然后加进等量病毒饿(最终病毒量为32--100TCID‘B)， 

37℃中和 i．s小时后，每孑L加进 I一 5×i0 千 细胞 ，5和CO2 37℃ 培养 6— 8天，丘f』当对照孔 细胞 

的CPE选到H+一 *什时判 定结果 ，并以50和细胞孔全部玻绝大部分 (80和以上 )被中杯的血清最高稀 

释度为判定终点。并按Reed—Muenvh方法计 算血清的 中和效价。试验分型参考株为国际标准袜 76一 

ll8株，血清 l型 )和国内EHF地鼠肾死括疫苗靠e备毒株 (L99株，血清 2型 )。 

三、半搬■空斑曩少中和试验 (P NT)：按文献【。1进行。 各株免疫血清分 男̈班 E·细胞上 

国际标准栋 (76一儿8株，血 清 1型；UR株，血清 2墅 )进行空斑减步中和试验 ，并 以 5O和 空斑碱 

1901年 1月 2日收到，19~1年 6月21日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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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血清最高稀释度为判定终点。 

结 果 

第7卷 

一

， 用两个参考病毒株检测不同来源病毒免疫血清的中和效价 

以国际血清 1型标准株 (76—118株 )和国内血清 2型标准株 (L99株)测定各毒株 

免疫血清的中和效价 (结果见表 1)。从表 1可以看出，已证实属血清 1型的病毒株如 

分离自黑线姬鼠的R8、A ，Am Am、LRl株和分离自病人血中的z B。、HBm Chen 

株及分离自褐家鼠的J。。、R 。株，以及 1株分离自家兔的JR株和 1株分离自家猫的C．株 

其免疫血清对 1型参考病毒株的中和效价比对 2型参考病毒株的效价高 4—32倍j而已 

证实属血清 2型的病毒株如分离自褐家鼠的 UR、Rm Z 、Zs 、Z‰ RG。株和分离 自罗 

赛鼠的L。。株及大自鼠的SR-11株对2型参考病毒株的中和效价较对 1型的效价高4--16 

蠢 1 用血清1垂和血请型挥撞毒棒对不同来霄EttFV的血清分型 

Table 1 Typing 。f entise ra with refe rence type 1 and 2 EHFV slraies 

(1) l型赦债／2型赦债 

(1) Type 1／Zype 2 

(2) 2型赦债／l型效债 

(2) Type 2／TYp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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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EHF病毒株和病人血清进行血清分型 

倍以上。 

此外．分离自褐家鼠的 Oou3株对两型参考病毒株有相近的中和效价。因此， 仅从 

其免疫血清尚难确定其型别。 

二、MCPENT法对不同流行区病人血清的分型诊断 

3份来自西安市流行区的病人血清对 l型76—118株的中和效价较对 2型 L“株的效 

价高 4—32倍以上，而 7份来自山西太原市流行区的病人血清对 2型 L“株的效价比对 

1型 76—118株的效价高 4--32倍 (见表 2)。这些结果表明3名陕西流行区的病人为血 

毫 2 用^蒲1盈和2墨标堆株对不同瀛行区EHF病^血jI的丹盈律新 

T-b1e 2． TypinR ef EHF petlent 5 Bnti自er● f d1fftteⅡt Pidemie B re㈣ ith 

diffe rent refe reⅡfe type 1 4Ⅱd 2 E日F Tif t tin。 

ND 宴验来做 (1) 1型效价／2型效价 (2) 2型效价／1型效价 

ND
．N0t Done(1)Type 1／Type 2 (2)Type 2／Type 1 

清 1型病毒感染，而 7位山西流行区的病人为血清 2型病毒感染。这一结果与文献报道 

西安为野鼠型 (1型 )EHF疫区，山西为家鼠型 (2型 )EHF疫区一致。 

三、MCPENT法与PRNT法剥EHF病毒和病人血清的分型结果比较 

在 WHO技术报告丛 书 721中建议 ，任何可行的血清学试验均应与空斑减少试 验 

(PRNT)法相比较，以判断其结果的可靠性。从表 1可以看出，凡被 MCPENT法鉴定 

为血清 1型的病毒株，PRNT法的判定结果也为血清 1型j凡被 MCPENT法确定为血清 

2型的毒株，PRNT法也鉴定为血清 2型。两者的分型结果完全一致。此外， MCPENT 

法和PRNT法对不同流行区病人血清的中和效价测定和分型结果也完全一致 (见表 2)。 

这些结果表明，MCPENT法完全能代替 PRNT法用于不同宿主来源病毒株的血清分型和 

不 同流行区EHF病人的型特异诊断等。 

讨 论 

流行性出 热 (EHF)为～全球性传染病 该病流行区域广泛，宿主种类繁多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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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报遭 用空斑减少中和试验 (PRNT)可将不同宿主来源的 HFRS病毒株 分为 6个血 

清型。我国为EHF流行最为严重的国家，每年发病例数迭 5— 8万人 ，是仅次于肝 炎危 

害最严重的一种病毒性传染病。现已查明有53种动物携带EHF病毒抗原或抗体 ，从各 

种宿主体内分离出的病毒株也越来越多，但如何对这些毒株进行准确分型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问题。由于空斑减少中和试验技术难度较大，很难在国内各实验室推广应用。而一 

般血清学试验方法或不能对毒株进行血清分型，或分型不十分准确可靠。因此，很有必 

要寻找简便，快速，经济、准确的血清学分型方法。 

我们曾报道过 ”1EHF病毒能在 Vero细胞产生典型、特异、高滴度的细胞病变。 

由于细胞病变能很好地被特异抗EHF病毒血清、病人恢复期血清和型特异单克隆抗体等 

中和，我们参照有关文献⋯’ ‘ 建立了 EHF病毒的微量 细胞病变中和试验 (MCPENT) 

井用它来检测中和抗体 1。本文工作证明MCPENT法还能对不同来源的毒株和不同流行 

区病人血清进行型别鉴定和诊断，分型结果与 PRNT法完全一致。 

用MCPENT法对不同毒株分型时还证实来自褐家鼠的】 。株和分离自河南病人全血的 

HB 株的血清型与原作者报道的结果不相一致 “”，而与PRNT法的分型结果一致⋯， 

这可能与分型方法的特异性有关。此外 ，MCPENT法的分型结果表明Gou3株病毒的抗原 

谱较广，其免疫血清对两型毒株有相同的中和效价，这一结果亦与 PRNT法一致。以上 

结果表明用MCPENT法分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均不亚于 PRNT法，但前者具有简便、经 

济，便于推广应用等优点，故对我国EHF病毒分型、临床上的型别诊断和疫苗保护性抗 

体测定等均可能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参 考 文 献 

hmaIjahn c s et B1．。1985，Science 222：1941． 

Lee P W tt a1．．1995。J CliH M icro 22：940． 

俞束新等，病毒学报 (特发表 )· 

俞永新等。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待发表 )。 

聂子棘等，中华镦生物学免疫学杂志 (待发表 )。 

姚小剑等，1988，病毒学报4：347。 

李德新译，1988，病毒性出血热 (wH0技术报告丛书7P1)，人民卫生出舨，第7 3—74页。 

柬千，19,0，全国流行出血热学习班讲义 (第三期 )，中华医学舍传染病寄生虫病学会编日J(西安 )， 

P3— 5o 

陈化新，1990，同[8)，P19． 

聂子林等，1990，中华微生 物学免疫学杂志10(2)：109。 

聂子林等，病毒学报 (待发表 )。 

Nie ZiIin et tl：1990， Blo re~buolosy，11~．oeiⅡe日In d di g⋯ i$．Sec。nd ±口t em tiⅢ l目ympe~ium 

on vl ral dise4⋯ ．Nat；oniI vi 0~in㈨ d Se In Htute& h IetDational co pB ratire Vi yo- 

1。g7 Organiiatiou， pp5 3． 

WH BLc／EP1／99．1，pp43—46． 

SⅢ 。p et R et 1̂．， 1998， j Hyg Oa 5 lT ：318． 

王文靖等，l 987，中华流行扁学杂志8：150， 

夏古国等，1989，河南卫生防疫4：19 a 

) ) ) ) ] ] ] )  ) ] ) )   ̈ ¨“ ¨¨  ̈ Ⅲ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1蝈 聂子林等：应用授量细胞病变中和I武验佳 (MCPENT) 

对我国EHF扁毒株和病^血清进 血请分型 

Serotyping of EHF Viruses and Serotypic diagnosis of 

Patients by Micro-CPE Neutralization Test(MCPENT) 

Nie Zi-]in Yu Yong-xin Liu W en-XUe 

(Nation fnst~tut e for tire Control of Ph。t卅。c u“c4【and B~．o[ogtca 

Products． {j[ng 100050) 

Serotypie classifiealion of 22 strain EHF v iruses isolated from different 

hosts and serotypic diagnosis of EHF patients in different endemic areas of 

EHF were studied by using micro—CPE neutralizatlon test (MCPENT) assay． 

The results of 13 strains classified as serotype 1 and 8 strains ag serotype 2 by 

MCPENT assay． shoWed co 口le rely consistent with the results tested by pla— 

qua reductlon neutrall zation test(PRNT)method．The one neutralizing antigen 

broad stnain Gou3 tested by PRNT was proved by testing with MCPENT assay． 

Besides， the MCPENT method used for serotypic diagnosis of EI-rF patients 

WaS also consistent with that by PRNT． 

Ae thi目 M CPENT method ie more simple． faster and economic， it will be 

used more extensively for serotyping and neutralizing antibody assay- 

Key w ordsl 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EHF) Micro。CPE neut 一 

alization test Seroty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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