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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出血热病毒感染乳小白鼠的 

病理组织学与病毒抗原定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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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s(1986年)等观察了来自黑线蛭鼠的病毒(76—118株)感染乳小白鼠的病理组织 

学变化及病毒在脑组织中的分布n．--，本实验观察了来自流行性出血热患者的E蝴 对感染乳 

小白鼠的组织病理学变化和病毒抗原定位分布 ，现报告如下； 

材料与方法 

1 动物 昆明种三日龄乳小白置尉于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所． 

2 稿毒 EI-FV-II4株为本檀病毒所从班 急性期患者屎藏中分离∞，燎染清度为 IOOL~,／O．In'd． 

I 感染方法 病毒采用脑内直接注射 t每只o．02至 0．03mi，共 67只．11只对腻鼠用礴蕺缓冲液同前法注 

射． 

,It 单克隆抗俸 H矸 M：̂bA2S-I购于中国瑗防医学科学院病毒所．由陈伯权教授提供． 

I 免疫荧光控查 采用直接免疫荧光法 ．荧光显徽镜观察结果t燎染组织中 

抗原阳性．桔红色为阴性． 

1 病理学检查 取乳小白鼠的新鲜脑 心、肺、肝、脾、肾脏等组织，用l0 福尔马林液固定，常规切片光镜现 

察．少数脑组织新鲜标本经2．5％虎=醛及l 饿破双碗定逐级脱水 包埋、半薄切片光学定位，超薄切片用醋 

酸铀爰桐橡酸铅染色，日立H-600透射电镜观察． 

结果与讨论 

1 感染鼠的一般特征 乳鼠脑内感染病毒后，表现为发育迟缓、体重下降．感染病毒后 1— 

10天，平均体重为 3．2克，而未感染的正常鼠为 4．6克。感染后第 2周开始出现症状和体征， 

如 ：耸毛，高反应性 ，肢体瘫痪，尾强直，感染鼠在症状出现后 2—3天衰竭死亡，所有感染鼠均 

病死 ，未感染鼠未见发病症状，无一死亡． 

2 病理学变化 光镜下感染鼠脑组织水肿见弥散性小静脉、毛细血管扩张充血(图 la)．小 

血管问隙增宽．胶质细胞小灶状增生(图 Ib)，部分神经细胞变性。肺组织为散在出血灶、肺泡 

间隔小血管充血扩张(图 2)。肝细胞胞浆松亮(图 3)。肾小管上皮水样变性．肾曲管腔内有管 

·车文于 1993年 1月13日收费，10月 29日恪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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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图 4)。脑组织神经细胞浆 内粗面内质网、高尔基氏器及线粒体扩张 ，脑海马回区神经细胞 

浆 内见病毒颗粒 (图 5b)具有双层膜结构 ，大小约为 90ran。 

3 病毒学检查 免疫荧光对组织病毒抗原的定位检测发现脑、肺 、肝 、肾等脏均查 出特异性 

的病毒抗原阳性荧光颗粒 ，脑组织中病毒抗原主要集中在海马回区的脑神经细胞浆 内，阳性 

荧光颗粒多。肺组织表现为肺泡上皮细胞浆内，阳性荧光颗 粒多。肾组织的阳性荧光颗粒存在 

于肾小球毛细血管和 曲管上皮细胞浆内。其余脏器荧光颗粒较弱 ，对病毒抗原的定位发现 ，集 

中在胞浆并且以颗粒状荧光灶多见 ，亦见斑块状荧光灶(图 6)。 

图 l 脑小血管扩张 

图3 肝细胞水样变性 

图5 脑组织超微结构； 

a、多}色体．b、痹毒颗粒 

F 1 0r出删 1ar cxr~ on．HE×l5O F培 2 

F趣．3 1j r∞u  ̂ c uleS,me~ ion．HE× 150 F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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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肺泡间隔血管扩张 、出血 

图4 肾曲管水掸变性、管型 

圈6 EHF病毒感染鼠脑的免疫荧光 

Lun8 vascular e 【fava％ oxioemion and bcraorea~ ． X 150 

Renal tnbulc~ dr呻 g目坩砒 ．HE×】50 

。ftbo suc{klln&tT brain 

4 由于流行性出血热病毒的分离成功，使得对该病的发病机制及致病性研究成为可能。已有 

报遭表明 ，家兔感染流行性出血热病毒后可出现病毒血症 ，并在其内脏检出病毒抗原和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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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但家兔感染后不出现症状和体征，无发病指征[5_6]，因此家兔不是研究EHFV致病的理想 

模型。Hnggi~等报道，乳小鼠可作为评价抗EHFV药物的模型，因乳小白鼠感染病毒后有规律 

地发病、死亡L】]，但作者所用的病毒源于动物(黑线姬鼠)。人源性的EHFV对乳鼠是否有致病 

作用．目前还未见报道。作者用此种源于EHF早期患者的EHFV感染乳小鼠。引起动物发病有 

舰律性地出现症状、体征、死亡，并在感染动物体内查出病毒，这不仅说明人源性Elff'V感染乳 

鼠有致病性 ，且进一步说明乳鼠是 EHFV的敏感动物。因此 ，也可用人源性 EHFV感染乳小鼠 

进行致病性研究和抗病毒药物筛选。本实验发现病理变化以脑、肺、肾组织最明显，这和病毒 

抗原主要集中在脑 、肺 、肾脏的组织是一致的 ，且病理变化的特点是受损脏器的组织小血管充 

血、出血，这与流行性出血热患者的病理变化基本相似。综上所述可看出人和动物的组织病理 

学损害及其病变部位颤为相似。因此 ，利用乳小鼠感染人源性 EHFV对 EHF的系统研究是有 

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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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f Pathological and Viral Antigen of 

Epidemic"Hemorrhagic Fever Virus Infection in Suckling Mice 

Guo Gu~ gsang  Xiao Hong Chen Li at 

( 脚 ， 430071) 

Epidem ic hemorrhagic fever virus origfned from patien~ with 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was in 

oculated  into suckling m ice．The  resul~ showed tha t the suckling mice died regularly．The viral antigen 

an d pathological damage appeared  in the~orain，lung，liver an d kidney．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path<> 

lo8ieal changesⅥ congestion．hemorrhage an d degeneration of blood vessels．Th e viral particles o．0．n 

be found in hippocampus region．Th e viral ant~en can be detected in cytoplasm．The result~suggest 

that suckling  mice were susceptible for human  origlhal ep demic hemorrhag ic fever virus． 

Key words Viral antigen，Epidemic hemorrb2tgic fever，Suckling mice，Pathological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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