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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从四十方面综合报道了红斑性肢痛症相美瘟病毒 (ERPV)血清免疫学特征的研 

究结果。血清学鉴定表明，ERPV为正瘟病毒属内成员，但与正痘扁毒属内成 员痘苗病毒 

和鼠痘病毒具有中和抗原表位差异 流行往红斑往肢痛症患者血清中台有抗 ERPY的中 

和抗体和抗 ERPVA型包涵体 IgG抗体。其捡出率明显高于当地束发病 者和美国人群的 

检出率。 

关■调：红斑性肢癌症 瘟病毒 免疫荧光中和试验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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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斑性肢痛症相关痘病毒(ERPV)是1987年冬本室 自流行性红斑性肢 痛症患者咽拭 

子 中分离出的一种痘病毒“ 。先前的研究指出，ERPV在生物学特征上和电镜形态学 

特征上属于正痘病毒属内成员 。然而，该病毒的血清学特征一直不 太清楚。本文报 

道近几年来我们对该病毒血清学特征的观察。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 病毒与绷囊培井 6株ERPV(ERP V H—l；ERPV P—l，P--2，P一3，P一4；ERPV 

w—1)均由本室分离自流行性红斑性肢痛定息者咽喉拭子【1q l。痘苗病毒天坛株和广一9株由 

卫生部药 品生 物制品捡定所严 于林教授提供中国鼠瘟病毒 MB一35株 由卫生 部药品生 物制 品检定所 

壬 惠英教授赠送。 

上述病毒均用 MA104细胞培养、滴定。 培养液为含 l0啊小牛血清的 MEME(购自Gihco公 

司 )。 

=、毫鬼竞痤试验 方法见文献¨】。 

三、标准抗血清采鼍 绵羊抗ORF扁毒血清 (V74--l一003)，牛抗剧瘟病毒血清(V72—1— 

410)、兔抗痘苗病毒血清 (pool#4)、恒河猴抗 Tsnspox病毒血 清 (82一10)、兔 抗 y。b_样病 

毒血清 (778)、皖熊 (Proeyon Lotor)抗浣熊瘟病毒血清 (VT--l一84)、 人抗传染性软疣病 

毒血清 (Hammond)均由美国痰病控制中心 (CDC)痘病毒实验室 Joseph J．E sposito博士提 

供 鼠抗 鼠瘟病毒抗血清 由卫生部药 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吴 惠英教授赠 送。 

本文=J：1991年5月29日收到，7月助日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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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蠢量中和试验 采用空斑减数中和试验lI1在 MA104细胞上进行。 

五、免痤荧光试验 待 Rat一2细胞在 8一孔无 菌细胞 培养玻片上 形成细 胞单层后， 接种 

ERPV。置 37℃COl孵箱培养 2天后，进行冷丙酮固定 然后，采用常规间接免疫费光 法检测人 

血清抗ERPV IgG抗体l Il。 

结 果 

一

、 ERPV中和抗体产生的动态曲线 

家兔免疫接种ERPV后第二周出现血清中和抗体，滴度为 l l 40，第三周滴度为 l 

t 160，第四周达 l·320。第五周开始血清中和抗体滴度下降， 此时一般下 降一个漓 

度。 

二、各种标准抗血清对ERPV的鉴定结果 

6株ERPV分离物除可被兔抗 ERPV~．清中和外，还可被兔抗痘苗病毒血清和鼠抗 

鼠痘病毒血清所中和。其它瘟病毒抗血清对ERPV均无中和作用。 

三、ERPV、痘苗病毒，鼠痘病毒之间的交叉中和作用观察 

交叉中和试 验结果表 明， 虽然痘苗病毒 抗血清和鼠痘病毒抗血清均 可中和ERPV 

P一4株，但兔抗 ERPV P一4株抗血清对痘苗病毒和鼠瘟病毒则无中和作用 (表 1)。 

表 1 采用空斑减数中和试验对ERPV痘 苗病毒，鼠痘病毒之间的盘叉中和作用现寨 

TabIe l CrB88-neutrslizatlon of ERPV， vaeclala， 4Ⅱd Ectromelia Tjru自 

by plaque reduetlon ncattaillttloⅡ ●B自BT 

四、人血清中 ERPV抗体的血清流行病学调查 

中和试验结果表明，68 (17／25)的红斑性肢痛症患者血清有抗 ERPV P一4株的 

中和抗体，平均几何滴度为 10．1±2．3。 检测 8份 流行区 “正常” 学生血清中有 2份 

(25 )血清含有抗 ERPV P一4株的中和抗体，平均几何滴度为 5．6±1．6。而非流行 

区 8份正常儿童血清中均无可检出的 ERPV中和抗体存在。在血清流行病学调查中，我 

们还发现红斑性肢痛症患者血清中存在着一种抗ERPV P一4株 A型包涵体的免疫荧光 

抗体 (简称抗 ATI抗体，图 1)。核抗体仅能与感染细胞胞浆中的园球形 A型包涵体起 

反应。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技术共检查 12 5份得 自早期红斑性肢痛症患者血清、l7份流行 

区 “正常”学生、42份随机取样的美国人血清。检查结果见表 2。从表中结果可见，病 

人血清中抗 ATI IgG抗体的检出率明率高于当地正常学生和美国人血清的检出率 (P< 

0．005)。检测11对双份血清 (分别采自1987年 3月和 1989年元月 )抗 ATI IgG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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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有 6对双份血清出现 4倍抗体效价上升。其中 4人血清在 1987年 3月为阴性，但 

在 1989年元月采血时为阳性。这 11人均有种痘史。 

图 I 病人血清抗ATI gG抗体在ERPV p一4感染的Ra【一鹳日胞胞浆中的 

免痖荧光阳性染色，血清稀释度I：80 

Figu ze I Im⋯ ofl u0res c⋯ e pesltlve staini。g of ‘ patient’5 serum 

IgG tntibody 【o the ATI· 0f ERPV iⅡ t 2 te11d． 5e⋯ dfin【i0n 1：BO 

裹 2 血清特异性 ERPV P一4 KTI IgG抗佯的免疫荧光检童煞果 

Table 2 Detection 0f 8⋯ m specitlc IgG intlbodI to the ATIs of 

ERPV p一 4 by iⅢ Ⅲun0fl11⋯ Bm c。 

_． PoBiti⋯ ⋯ s tiIer≥ 1 I 20． 

b． Me4Ⅱ日 0f P。ejtl⋯ ⋯ pl B onl ． 

c． X±= “ ．24；P< 0．0 05- wh 0 pB red 【o the e e r· f⋯ ⋯ ·dlsc4⋯ d tudenI⋯ d Amerl⋯ ’ 

c0nI r0l B 

讨 论 

本文对 ERPV的血清免疫学特征 的深入研究， 再次汪明了作者过去根据 ERPV生 

物学特征和电镜形态学特征所得 的结论，ERPV属于正痘病毒属内成员“ 。血清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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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表明，ERPV具有与正痘病毒属内成员痘苗病毒、鼠痘病毒相同的共同抗原。因而可 

被抗痘苗病毒血清和抗鼠痘病毒血清所中和。不能与痘病毒科其它病毒属内成员的抗血 

清出现中和反应提示， ERPV与它们无 抗原关系。 虽然血清学上 ERPV属于正痘病毒 

属内成员，但兔抗 ERPV抗血清不能中和痘苗病毒。 天坛株 广一 9株， 也不能中和 

鼠痘病毒。这一 观察结果提示 ，ERPV中和抗原表位与痘苗病毒和鼠痘病毒中和抗原表位 

有所不同。前者诱导产生的中和抗体仅能识别自身表位，而后者刺激机体产生的抗体则 

具有识别两种表位的能力。先前的研究 曾指出，ERPV基因组结构明显不同于痘病毒和 

鼠痘病毒。虽然 ERPV基因结构内切酶图谱更接近于鼠痘病毒基因结构，但二者之问有 

6个酶切点不同” 。因此，抗原表位的不同是否与其基因结构的差异有关有待进一步研 

究。 

人群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无论是 ERPV中和抗体 还是抗 ERPV ATI抗体，流 

行性红斑性肢痛症患者血清的检出率均高于当地未发病者和美国人血清的检出率。种痘 

史回顾性调查的结果提示，这种中和抗体和抗ATI IgG抗体的检出率与种痘史无关 。莫 

尤美等亦曾比较了 127份流行性红 斑性肢痛症患者血清和非流行区 97份正常人血清抗 

ATI IgG抗体检出率 表明， 2 4份患者血清为阳性， 而非流行区正常人全部为阴性 (莫 

尤美等，待发表资料 )。二次不同的调查结果提示 ERPV与我国流行性红 斑 性 肢 痛症 

的某种病因学联系。双份血清标本血清阳转的观察加强了这种推断。值得 提 出 的 是， 

阳性血清中和抗体和抗ATI IgG抗体滴度均较低。在我们所检测的49份阳性血清标本 

中，仅18份血清抗 ATI IgG抗体滴度在 1：80—1：160之间。低滴度抗体出现的原因不 

甚清楚。一种可能是采血日期过早，另一种可能是此种 IgG抗体在体内不稳定。本文实 

验指出，尽管病毒接种后第四周家兔血清中和抗体达高峰，但在第五周抗体滴度已开始 

下降。先前的研究也观察到类似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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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011 the Serological Properties of 

ErythrOmelalgia—Related Poxvi rus 

Zheng Zhi—。ruing Zhang Jian-hong Cai An—-mei Zhu W ei-ping 

(Virus Research lnstilute。Hubel Medical Uni~,ersily．Wuha 430071) 

Steven S peeter Herm an Friedm an 

(Department of Medical Microbiotogy a nd lmmunotogy，Uni~．,ersity 

of South Florida, Tampa, Floridd·USA ) 

The serologicaI reactivity of e y romeIaIgi8一reIated poxvirus(ERP V ) 

which originally was isolated from the throah swab of a patient with,eryhth— 

romelalgia was analyzed in the present study
．
Rabbits immunized by foot—pad 

inoculation of ERPV started to produee neutral／zing(NT )antibody to ERPV 

at 2 weeks postinfection(P．i．)．The peak NT antibody titers were observed 

at 4 weeks P．i． and then began to decline
．
W hen eight antisera inelud ing sheep 

anti—Orf，bovine anti—parapox，rabbit antivaecinia， rhesus monkey anti—Tanapox， 

rabbit anti·Yabapox， raccoon anti—raccoo“pox， human anti—molluseum contagio- 

sum， and m ouse antlectromeIia virus were used to identify 6 ER PV isoIates， 

only rabbit anti—vaccinia， mou se anti—eetromelia， and rabbit anti—ERPV anti— 

sera reacted with all isolate
．
Thus， ERPV was seroIogiealIy identified as an 

ortbopoxvirus． However， when rabbit anti—ERPV antisera were useed to cross— 

neutralize vaccinia or eetromelia virus， neither was neutraIized by these anti— 

sara， suggesting that there ara soma epitopa differences in NT antlgans hat— 

ween ERPV， vaecinia and eetromeIia
． Furthermore， 68 (17／25)of the 

patients with a history of epidemic e y恤romeIalgia and only 25 (2／8)of non— 

disesed control subjects tested positive for anti—ERPV antibody in their sera 

using a plaque reduction N T test
．
In addition， the detection of anti—ERPV 

IgG using immunofluorescenee was significant higher(P<0．005)in the sera 

from patients with epidemic e ythromeIa gia(49／125，39．2 )as compared 

with the sera controls(2／1 7，11．8％)or“American”controls(5／42，11．9 )． 

K ey W ords s E ythr0mehIgia Poxvirus SerologicaI a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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