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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血热病毒株的分型和抗原性 

比较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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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捡定所，北京100050) R ‘歹z 

提 要 

本T作进一步对分 离 自不 同来源的I4株出血热病毒用空斑减少 中和试验 (PRNT)方 

法进行了分型 以不同株的家兔免疫血请对国际上血清 I型和 Ⅱ型参考毒株进行试验， 

除分 离自褐家 鼠的Kt r株外 ，其余13株均可定为血清 I型 或血清 Ⅱ型 用 已知的 I型和 

Ⅱ型 出血热高价免 疫血清与K 2·株进行中和试验 ， 根据两型免疫血清的中和效价则可将 

K z。株定为血请 Ⅱ型，但是K}·株免疫血清对 6株 I型病毒和4抹Ⅱ型病毒的中和嫂价几 

乎相同(相差≤ 2倍 )，表明K±‘株是一株具有广谱中和抗辱 勺出血热病毒。 

关奠调：流行性出血热病毒株 空斑减少中和试验 分型． 抗原性分析 

报道 晶 蒸 争漂 一 我们报道了对我国出血热病毒株的分型和抗原性盯比较研究”” ，确定了一些毒株 
的分型，同时还发现一株中和抗原性广谱的病毒株Goua。 

进行了分型和抗原性比较，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材 料 和 方 法 

本文又对不同来源的14个毒株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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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株和免疰血清：国际标准株76一I18~tluR株由南朝鲜奉镐汪分离， 由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囊 

毒所提供，其余试验用毒株来源见文献tl’ ，待分型毒株的免疫血清C̈ A 9 e、Rl 8、R￡ERr由 

安徽 医科所提供 ，zI 7、Z a 5、K± 由浙江省卫生 防疫站提供，Ql 5、Q z Q 3l、QI 3由贵州省防疫 

站 提供 ，El‘±由云南流行病防治 研究所 提供，Jr由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提供， 均为 家兔 免疫血 

请 。其余用于K 2I株鉴定用血清来 源见文献 lI 】。 

空斑减少中和试验方法按作者以往报道方法I 1并以抑有8 80嘶空斑形成为标准判定结果¨l 

结 果 

一

、 用两株标准病毒株检测不同来源毒株免疫血清中和效价 

用“株病毒免疫血清分别对国际标准株 I型 (76—118)干̈ Ⅱ型 (UR)株进行空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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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中和试验结果列于表 l。根据两型间滴度相差 4倍的结果分析，分离自黑线姬鼠的 

三株病毒 (A．．、Q： Q )均为血清 I型，分离自褐家鼠的 7株病毒， 一株 (K r4)不 

能定型， 4株 (R z z Q． )为血清 Ⅱ型， 2株 (Rm、 Q。；)为 I型。分离自 

家兔 (JR)，滇绒鼠 (EⅢ )和家猫 (C。)的三株病毒均为血清 I型， 分离 自大自鼠 

的一株 (Rr)为血清 Ⅱ型。 

裹 1 用【}【血热■毒 I丑和Ⅱ丑●考棒对不同毒株免瘦血清进行分丑 
Tab．1 TylOieg of amtisera to dlffe rettt HFRS ,ri rus et raias with type I^nd 

type II reference st rain s 

由于 K 株免疫血清对两型病毒的抗体滴度只差2倍无法定型，进一步用已知 I型 

和Ⅱ型高价免疫血清对 ．病毒株进行中和抑制试验，结果三株 I型血清 (B6、AJ_’ 

Chert中和效价320~2560)不能中和 K 病毒或中和滴度很低 (均<80)， 而二株 Ⅱ型 

血清 (sR．。、R 中和效价 320)却能很好的中和 K“病毒，中和滴度达 320和 640,表 

明K 病毒株可定为血清 Ⅱ型。 

二，K24株的抗原谱分析 

为了解K24血清是否对 I型 (76-118株 )和 Ⅱ型 (UR株 )以外的其他出血热两型病 

毒亦具有广诺的中和作用。 我们又选择已定型的另5株I型病毒和3株Ⅱ型病毒与 K-
． 

裹 2 Ktt棒免瘦且{．对两丑 不同毒株的中和效价 
Tab．2 The neutralizing antibody taters 0f anti-Kt 4 Be rum to dlffere~t 

HFItS Tirus 日train日 in both t7pes h7 PRNT 

$另一份Kt 4免痘血清 
Atzetber peol 0f Kt‘=ntis e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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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进行空斑减少中和试验。现将结果台并列于表 2 t 

由表2可见 K“免疫血清对 6株 I型病毒和 4株Ⅱ型病毒 (包括 K“株本身 )均有 

几乎相同的中和效价或最多相差 2倍，表明 K“株是一株中和抗原性广谱的出血热病毒 

株。 

讨 论 

我们报告过用空斑减少中和试验对l2株来源不同的 HFRS病毒进行抗原分型，获得 

分型明确的结果【1” ， 本文又通过对14株病毒的分型进一步证实 PRNT法分型的特异性 

高，较血凝抑制方法分型明确可靠”】。我们还指出从褐家鼠中可分离出个别的I型 (野 

鼠型 )病毒，本文的分型结果又表明了相同的结果。而从黑线姬鼠来源的病毒未分离到 

Ⅱ型(家鼠型)病毒，一株从实验室大自鼠分离的病毒 (Rr)为Ⅱ型与国外报告一致 。 

综台本文及前文报告“” 表明从同一种宿主动物可分离到二种血清型的出血热病毒， 同 
一 血清型的病毒又可以从多种动物分离到。因此，这一结果支持李镐汪 提出的对汉坦 

病毒科的分类应以血清型区分而不应以分离到病毒的动物来源区分 (所谓野鼠型和家鼠 

型病毒 )的观点。 

继前文“ 我们发~Gou3株为中和抗原性广谱毒株后，本文我们又报道了另一株 K“ 

中和抗原性广诺的毒株，这些毒株的发现对研究出血热病毒的抗原结构、在自然界中的 

变异及其与宿主来源的关系、特别对于筛选具有广谱中和抗原的疫苗候选株具有重要意 

义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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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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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Studies on Serotyping and Antigenic Analysis of 

Hemorrhagic Fever with Rendal Syndrome Viruses 

by Plaque Reduction Neutralization Test 

Yu Yong~xin Yao Zhi—hui An Qi 

(Notiet|oi In stif11te，0r the co tr0 c of Pharma“·”ticaiⅡ d 日l0 JogiC0f 

Product s．丑e{ ng 100050) 

Serotypie classification of 14 HFRS virus isolates from different sources 

we re studied u E．ing plaque reduction teStS (PRNT) se ra of rabbits inoculated 

with different HFRS viruses were te sted against reference type-3
_

Hantaan virus 

and type-2 Seoul~"irus
．

The re suits indicated that exeept one strain(K2‘)， 

all the 13 isolates could be elassified into either serotype 1 or serotype 2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s(≥ 4 fold)of the neutralizing titers between the 

sera reacted against referenee type l and type 2 viruse s． However the isolate 

K2l from R novegieus could be classified as type 2 by using l~nown type 1 and 

type 2 virus antlsera for neutralization with the K 2．viras
． 

In this study the K¨ strain was shown to be an antigenieally broad HFRS 

virus a目K2J antisera reacted with 6 type 1 and 4 type 2 strains to similar 

neutralizing titers(≤ 2-fold difference)． 

Key w ordsI HFRS Virus Plaque reduction neutralization tests 

Serotyping Antigen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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