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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出血热循环免疫复合物组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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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应用SDS-聚丙烯酰胺凝腔电泳及免疫转印技术对范行性出血热患者血精中免疫复合物组分 

进行了分析．流行性出血热循环免疫复合物经 ~S-PAGE分离，考马斯亮兰染色 ，显色主要有 7条 

带，分子量分别为23kD．．50kD．52kD、∞ 、72kD、8怔D及 10~．Do采甩该病毒特异性抗血清、单克隆 

抗体吼及人免疫尊蛋白、补体成分抗血清识剐，在其循环免疫复台物中可柱出特异性病毒抗原受相 

应的免疫球状蛋白和补体戚分．应用PCR技术在部分患者循环免疫复台糟中可检出病毒校酸。上 

述结果从分子水平证实流行性出血热患者的CIC中存在病毒抗原与特异性抗体是其循环免疫复合 

物的主要组分 ，它们构成了不同类型的免疫复合物 ，并且大多数可 结台补体成分。 

关键调 流行性出血热，循环免疫复合物，抗原，抗体，补璺I． 
· -．----—．———— —一  一  

既往研究表明 ，流行性出血热 (Ⅱ )患者体内有大量的循环免疫复合物(ctc)的形成 ，并 

可激活补体 ；组织细胞上也可见各种免疫球蛋白及补体的沉积 ，提示免疫复合物介导的 Ⅲ型 

变态反应在 EHF发病机制 中有重要作用。阐明EHFCIC的组分对研究EHF病毒感染和 CIC形 

成的关系，CIC中抗体类型及其与免疫复合物沉积和清除之间的关系，以及进一步了解EHF发 

病机理均有重要意义。为此 ，我们采用 SD~PAGE和免疫转印技术对 EHF循环免疫复合物进 

行了组分分析。 

材料和方法 

1 EHF病 ^哑蒲 采 自安徽省阜附地区薪e行性出血热防治研究所，EHF病人诊断符合 1986年垒国 El-IF学术 

会议制定的诊断分型标准 

2 单克隆抗体和抗血清 ⅡlF单克隆抗体A _-购自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 ，兔抗 El-IF多价血清由 

安徽省医学科学研究所病毒室倪大石主任提供，酶标羊抗人L 、lgM、 ^购自华美生物制品工程公司，马抗人 

c 购自上 海生物制品研究所 ，由本室采用过碘酸盐法标记辣根过氧化物酶。 

I 免疫复合物的攫取和处理 取待检血清 m 2rnl加人 0．4rnl硼酸缓冲液中稀释，试验管与对照管分别加人 

4-16g~PEG的硼酸缓冲液 2m1．然后加人已稀释的血清 0．22ml(PEG终浓度为 3．75 )，充分混匀后 4℃静置 

1 ·离心8000r／rnin 2O分钟 ，沉淀经 3．75 PBG洗涤两次后溶于 m 2mlP璐 中。 

取上述提取的免疫复合物加等量的样品处理液(0．01mol／L T,'Is-I-ICI，含终浓度2．5 sDs，2 2-ME，10 

甘油，0·001 嗅酚兰)100℃水蜡 3rnin 将以上样品加入样品池(20~／池)进行 SD~-PAGE和免疫转印． 

1 SDS-PAGE爰免疫转印 参照文献进行[ ． 

奉 于1993年 11月24日收到，1994年 】1月 16日修回 

·目家 自然科学基盘资助课题 

¨ 现在湖北省鄙阳地区人民医院工作．湖北十堰 ．442000 

t” 安徽省阜阳地区出血热防治研究所，安徽阜铂 ，259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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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免疫复合翱中RNA抽提殛PcR检测 取上述PBG提取的免疫复合物用异_磕氰酸胍．酚．氯仿法抽提RNA 
PCR[ ，引物选自M片段 ，引物 1为5，一TGGGC'IGCAAGTGC~3 ，引物 2为 5'-CAACC． 

0cAGcTAG 1℃A一3 r，扩增产物大小约350bp。 

结 果 

I SDS-PAGE电泳图谱分析 

Ⅱ 循环免疫复合物经SDS-PAGE，考马斯亮兰染色显示有 7条主带，分子量分别为 

23kD、50kD、52kD、65kD、72kD、80kD、100kD(图 1)̂ 

圈 】 EHF~CIC的 sD 聚丙烯酰胺凝睦电泳分析 

A：标准分子量蛋白．B-E：EHF-CIC 

Fis．】 EHF CIC analv~  SDS-PAGE 

A：Molecular wc~ht m k∞ ，B-E：EHF-C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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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2 EHF-CIC组分免疫识别结果 

A}EHF b̂A3S识别 B．C- 兔抗 EHF识别 

n E F．Q ：分别为抗人 l窖G，l对 ， A’C3识别 

啦 ．2 EHF—C1C componcn~ t byⅢ  m  

1丑_* A．EHF k^bA3St~ tionte~tlt 

I丑 B_0 Idemtlfiai by rabbit眦  EHF嘲  

Lanen E G．R嘲 】h  ofmat~-buman I目B，I枷 ， 

andC3mcntmcat~  

流行性出血热 CIC组分的免疫识别 
一  

采用兔抗EHF多价血清识别，可在50kD和65kD处出现两条阳性带或仅在50RD处出现 ■ 
一

条阳性带。用针对 EHF病毒核衣壳蛋 白的单克隆抗体 A 识别 ，则仅在 50kD处出现一条 

阳性条带 ，证明该多肽具有 EHF病毒核衣壳蛋白的抗原决定簇。用酶标羊抗人 gG识别可在 

52kD 处出现阳性条带 ，酶标羊抗人 IgA、 识别则在 65kD~72kD处出现 阳性带 ，酶标 马抗 

人c3识别可在 80kD~l00kD处出现阳性带 (图 2)。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 

第 2期 豫 悦孽： 舍骺组分分析 113 

3 EHF患者 CIC中瘸毒桉馥的检测 

应用逆转录一PcR对 {蜘 患者 CIC中病 

毒RIqA检凋 ，产物经琼脂糖电泳、澳化乙锭染 

色 ，在 360bp处 可 出现 明显的核酸 条带 (图 

3)。部分患者 (7／20)的 CIC中未能检出阳性条 

带 。 

36 

■  
田3 EPIF-C1C中病毒RNAPcR柱翻结果 

F 3 PcE produasof Ⅱ  BNA “ 口 from I~]F-C1C 

讨 论 

流行性出血热属肾综合征出血热(HFRS)中的一种 ，临床上主要表现为发热 ，出血和肾脏 

损害 ，因其临床表现主要发生在病毒血症出现之后 ，因此病毒诱导的免疫损伤可能发挥重要 

作用 

早在 8O年代初期 ，有人就发现HYRS病人血中存在有 C1C~-·]，此后陆续有学者证实 EHF 

病人外周血红细胞，血小板、肾脏、血管内皮细胞及中性粒细胞均有免疫复合物存在[ 。1985 

年罗端德等采用甘氪酸解离法证实EI-IF病人CIC中的抗体为特异性抗体[9]．最近 ，扬佩珍等 

从 EHF病人 CIC中检出 EHF病毒 ，并认为以完整病毒形式作为抗原存在于 EHF病 人CIC 

中[】 。但迄今对 EHF患者 CIC组分 尚缺乏系统的分子水平的研究 

我们采甩兔抗 El蛐 多价血清和 母 单克隆抗体对 E]-IF病人 CIC组分进行识别 ，均可出 

现 50kD的多肽条带 ，表明该多肽抗 原可能是形成 EHF特异性 CIC的主要抗原 ，而采用兔抗 

EHF多价血清识别时，在部分患者CIC中尚可检出分子量与 EHF病毒包膜糖蛋白G 相符的 

65kD的多肽抗原及 EHF病毒 RNA，提示 EHF病人 CIC中特异性病毒抗原可能以两种形式存 

在 ，即完整病毒形式或核衣壳蛋白包涵体形式 ，这点与以往报道不同。 

EHF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属的一种 ，该属病毒感染细胞的一个特点是较早产生大量的核 

衣壳蛋 白，国内对 EHF病毒 的体外培养亦证实在感染 细胞内早期能产生大 量的核 衣壳蛋 

白EnJ o现有研究结果表明，这种核衣壳蛋白可以作为病毒复制时装配的剩余产物，以包涵体形 

式存在于细胞内及血液中 ，它具有较强的免疫原性 ，可刺激机体对其产生免疫应答 一 因 

此，EHF病毒核衣壳蛋白可以单独作为抗原诱导相应抗体产生并与之结合形成循环免疫复合 

物 。 

采用抗人 G、IgA及 ca等特异性抗体对 EHF病 人CIC组分进行识别，均可出现相应的阳 

性带 ，说明至少存在 G、IgM I吕A型免疫复合物并且可结合补体。不同类型 CIC的致病意义尚 

有待进一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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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Componems of CirculatingImmune 

Complex in 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Chen Yue Yan8 Donslian8 Hao Lianjie e／ ． 

( mm Ite,s~ ch￡7础 ，％ 吼 Has．F~ ，如 Medial ，Wuha~430030) 

SDS—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 and W estern blot analysis were carried out OH the compo 

nents of eh-culating i廿lmut complex(cm )in ,~sra of patients with 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EHF)．After sc碑ratio11 in SDS--PAGE，血e c咖 p0nen协 of CIc weFe stained with cooma．~e brilliant 

blue showing mainly 7 bands with apparant molecular weight about 23kD，SOkD，52kD ，65kD，72kD ， 

80kD and 1OOkD，respectively．E盯 virus antigens，human Ig and the component of CO1TIplement could 

be detected in the CIC usin8 the specific antibodies asamst EHF vir岫 ，human Ig and Ca，su~esting that 

the EHF virusan tigenan d humanIgarethemain componentsoftheCIC．E盯 v~'usRNA wRs alsode 

tected m CIC from some patients by RT-PCR·Furthermore，there were at least 1gG，IgM，IgA type CIC 

in the sera of EHF pa tients an d nl嘴t of them were com bined with the component of complement． 

Key words Epidem ic hemorrhag fever，CIC，Antigen，Antibody，Comp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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