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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应用免疫组化、原位分子杂交、电镜及免疫电镜等疗法避一步对肾综台征出血热人体尸检 

组织中病毒包涵体(IB)的抗原、核酸性质和超镦结构特点作了进一步观察。结果，在 39倒中的 20 

侧尸检病倒组织中显示出病毒棱蛋白抗原和血凝素抗抗原阳性的1B．其中包括 16椤I陕西尸检病 

例组织中的6倒休克期和 1倒多尿期病例．17倒上海病例中的 3倒休克期和 9倒少屎期病例及 3 

倒江西病倒中的 1例休克期病倒 IB主要分布在呼吸道和肺泡、肾远曲小管和集合管、胃肠道、腺 

垂体、扁桃体、胰腺、前列腺等组织的粘膜 _l_=皮和腺 皮细胞及肝细胞和睾丸生精上皮细胞胞浆 

中，阳性细胞形态基本正常。应用原位分子杂交，可在该组细胞中同时检测到病毒 RNA，多为胞浆 

内弥漫阳性．仅少数组织中显示出病毒RNA阳性 IB结构。电镜观察阳性组织细胞中出现由大量 

微丝微管及颗粒样结构组成的IB结构．其中的病毒颗粒牧结构、内质网及纤维丝状结构呈病毒抗 

原阳性，上述结构位于高尔基体区。结果说明该病毒有感染上皮细胞的特性．对其宿主细胞的致细 

胞病变作用是极其温和的，且多表现在亚细胞水平。IB可能是病毒过量表达抗原的堆积或病毒复 

制部位，而徽丝微管结构可能参与病毒的感染过程。 

关键词 堕堡垒堡些皇垫， !鎏·抗原，RNA ! 

肾综合征出血热(HFRS)病毒可在其感染的 Veto E 6细胞中产生包涵体(IB)[ 。1992年 ， 

作者报道了人体尸检组织中的病毒 IBEZ2，但有关其性质还不十分清楚 ，在此基础 l卜，本研究应 

用免疫细胞化学、原位分子杂交、电镜及免疫电镜等方法 ．对 IB的抗原性质、核酸性质及亚细 

胞结构作了进一步观察。 

材料与方法 

1 标本 

HFRS尸检3g倒。16倒为陕西西安地区病例，由第四军医大学病理教研室于1961—1988年间收集．其中 

休克期 9倒，少尿期 1倒，多尿期 2倒 ，恢复期 1倒，危重型 3倒；汀西地区休克期病倒 倒，由江西医学院病 

理教研室收集‘上海地区病例 18倒．其中休克期 6倒，少尿期 Il倒．多尿期 1倒．由上海医科大学病理教研室 

奉文于 I994年 7月4日收到 ．1995年 1月 23日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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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另有沈阳和广州各 1倒休克期瞒倒。组织经 10 的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圉作 m的连续组织切 

片．另以HFRS病毒殊株感染的Veto Eft细胞和乳鼠脑组织作为阳性对照． 

2 方法 

2．1 免疫瓤胞化学染色 所甩的一抗有抗 HFRS病毒糖蛋白G2单抗(MAb)LV48A，棱蛋白(NP)MAb 

A2S-1，A35，L133，A19，A20，R31(中国预防医学科学碗病毒学研究所)，1AS，b'H5，7D1和抗血凝素(HA) 

MAb 3D8，3G1，即8，8G2，8G3(第四军医大学分子病毒研究室)．组织切片脱蜡入水，去除组织中内潺性过氧 

化错甍活性后．将每种 MAb作 1；2000稀释后 ，分别加至组织切片上 -{℃孵育 72小时后避行多重PAP染 

色，具体步孽按文献进行 ．同时设有阳性 阴性和替代对照． 

2．2 原位分子杂交 质粒M55及PGS分别含有 Hantsan病毒RNA M和s垒片段 eDNA，系美国军事医学 

传染病研究所 SchmaIjohn cs构建，经棱酸内切酶P皇t I消化，低融点琼脂糖电棘分离纯化回收特异性片段， 

变性后，用异羟基洋地黄毒昔配基-11一dUTP(Digo~genin—ll-dUTP)随机 』物延仲珐标记作为探针．非放射 

性 DI~A．标记及检澍试荆盒为西德Boehvinger Mim~eim公司产品．每次约标记 g的eDNA．临甩前经变 

性，用预杂交藏稀释至 lm1．组织的预处理、杂交过程分别按试剂盒操作指南进行．杂交后，用碱性磷酸酶标记 

由 抗Dlg抗体检测，NBT／BCIP显色．棱固红染棱，脱水．透明，封片．试验同时设有阳性对照，Dis标记 

pBR3,7．8 DNA杂交的替代对照爰无瓣 P的空白对照和RN聃e消化组织的阴性对照． 

2．3 电铙厦免疫电铙 选取经抗原染色 IB阳性的组织．制作 2 m的振动切片，按上述免疫组化方法进行 

包埋前染色，1 锇酸后固定．Epon812包埋或不经染色直接包埋，超薄切片，铅铀染色后电镜观察． 

结 果 

l 抗原染色结果 

m 为圆形、卵圆形或不规则形，大小 2—9 m，呈单个或多个存在于细胞浆内的病毒抗原 

阳性的实性小体，与周围胞浆及弥漫性染色的抗原界限清楚。在 3g例病例中的 2O椤I病倒组织 

中检涸到病毒 m ，其中包括西安地区的 6倒休克期和 1例多尿期病例，上海地区的 3倒休克 

期和 9倒步尿期病例以及江西地区的 i倒步尿期病例，m 分布于尸检组织(m 阳性组织的倒 

敦 ／m 阳性病例中检涸的组织例敦)中的肝脏 (1／16)(图 la)，支气管、肺 (13／18)(图 2)，肾脏 

(12／19)(圈 3)，胃(11／1i)．肠(12／14)，扁桃体(1，】)，唾液腺(214)，腺垂体(5／7)(图 d)，骨髓 

和血藏单核细胞(5／5)(图 5)，胰腺(1~／18)(图 8a)，前列腺(2／2)和睾丸(4／6)，除 Al9外的 

NP MAbs和除 3G1外的 HA MAbs均可显示组织中的 m 结构 ，而 G2 MAb LV 48A则不能 

。 IB分布在呼吸道上皮，肾远曲小管和集合管 E皮，胃肠道牯膜上皮和腺上皮。扁桃体鳞状上 

皮 ，胰腺腺上皮和前列腺腺上皮等上皮细胞胞浆内 ，约有 95 以上的细胞阳性 ；在肝细胞 ，肺 ‘ 

I、I型上皮 ，腺垂体细胞 ，睾丸生精上皮育 30％左右的细胞阳性 。另外 ，m 也出现于个别病例 

组织血液白细胞及脾脏和骨髓的单校巨噬细胞胞浆中。阳性对照，病毒感染的Vero E6细胞胞 

浆也出现 NP及 HA阳性的 IB，而G2阳性的 IB较细小(小于 m)；鼠脑中 IB以多个出现于 

神经细胞胞浆中，大小一致 ，仅为病毒 HA 及NP抗原阳性(图 8a)。 

2 原位分子杂交结果 

IB阳性组织细胞同时也检测到病毒 RNA，但多数为胞浆内弥漫阳性 ，仅在肝脏(1／1)(图 

lb)，扁桃体(1／】)，胰腺(2／1 6)(图 6b)和睾丸(2／4)等少数组织中，病毒 RNA杂交阳性呈 IB 

形态，出现于肝细胞 ，扁桃体鳞状上皮，胰腺腺上皮，睾丸生精上皮等细胞胞浆中。病毒 M 

RNA和 s RNA的杂交结果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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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J 

图 2 

图 3 

图 4 

图 5 

F 

肝畦免痤组化和原位分子杂交。肝细胞胞浆中病毒抗原(I丑，×4帅)和病毒 RNA(Ib
， ×4∞)阳性的包涵体。 

肿组织免疫组化．呼吸道牯膜上皮蛆电胞浆中病毒抗原阳性的 m
， x 400 

肾畦免疫组化 肾小管上皮细胞胞浆中病毒抗原阳性的 IB，X40~ 

垂体免痤组化。腺垂体细胞胞浆中病毒抗原阳性的 IB
， × 】000 

血细胞免疫组化。单攘细胞胞浆中病毒抗原阳性的 18，×1000 

Liver。l d by 帆 m un曲  c0c m t y and m hyb~dization Vi
ral antigen(1a．X 400)a嘲 RN'A ∞slt (1b 

X 400) 1H8 located in thc cytopl~ m of hepatoeyt 
． 

F堆 2 L “g taired by tramunoh~tochemist y．Vira[aIll喀c p0sRiw I砸 p m iT，ch
。cyt。口l勰 m 。f resDp 

ratory epithelial c~IIs，×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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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Reaal ㈣ with im munoh~tochcmical st~rdng Viral a en pesffb,~Cytoplasmi~lRs were shown the renal 

tubular曲 11a．×400． 

F 4 Pituitary gland wnh 

h ，× l∞ 0 

F 5 

ataSa[ag for viral antisen Cytoplasmic lH re found in th glmtdular 

stainingfor V al antigensfn blood cells IBs we忙 shownIrLtb
．e cyto ㈣ fmonocytes．× 

图6 Rs尸检胰腺免疫组化和厨(位舒于杂交。Wd~ la(1a
,× 00)和病毒RNA~ i lB(2b，×400 均出现在胰 

腺腺上皮细胞近腔面胞浆内。 

图 “FRs P检胰腺组织电镜和免疫电镜。胰腺稳上皮细胞核旁胞浆内出现竹大量错墼措管和细丝颗牲集集构戚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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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两体结构(Ta．×1500)l病毒抗原定札于核旁胞浆内堆积的病毒样颗粒表面( ·×I500)。 

图8 株HFRS病毒感染曲 Halb／c乳鼠脯组织免疫组化和电镜 神经细胞胞浆tf1舟现多十病毒抗原 性颗粒(‰·× 

400)．电镀下为典型的 IB结椅(Sb·×18000)。 

P'ig 6 Pa as．irmmmoc}qc~hcroi,stry＆nd _n situ hybr[diz~tion rc~aled thc viral anti~cn pceiti~ IRs(1 ·× 4OO)and 

,
．
dral RNA positive 11~sf2a．×400}in acMnr cells 

F 7 Fancrca．s (the same as F 6)obscrvcd fly c]cctron mocroscopc The cYtoplasmiC inclusions composed时 microlkl— 

a㈣  nlicrotubules．and A Lamcnlious—granules{'Ta．× 20O00) c obscrvcd in thc acinar cells·Thc viral antigcn 

w_曲 localizcd tn thc aggrcgatcd 九Dn—l{kc granulcs in lhc cytop1．xsra(2d·× 1000) 

F 8 H r~in tissues of Halb／c suckling mous~infected with Chcll st rain HFRS virus·Viral lantigen positive granulcs 

⋯ revcaled byimmunohlstochcmistry山 the cytotlasra of l1cur0c”es(8a．×400)．and it w靠 a Iyl~ical lB undcr 

clcctron microscope(80．X I8000)． 

3电镜观察 

在细胞核旁及高尔基体区域内的胞浆中出现由大量微坌幺，微管及细颗粒呈平行或交汉 紧 

密排列lIlj成的圆形、卵圆形及不规则条形的理状，颗粒丝状或微管状三种类型的胞浆包涵体， 

病毒抗原阳性多出现于该区域内由大量病毒样颗粒堆积而成的结构中，也出现于粗面内质网 

和 溶酶体样多泡体”中(罔 7a，7b)。微礁馓管状结构出现病毒抗原阳性者较少 。类似的 【B结 

构也出现于鼠脑抻经细胞胞浆中(图 8a， 

晟初 ．病毒包涵体(IB)指的是感染细胞胞浆核内出现的圈形、卵圆形或不规则形嗜酸性或 

嗜碱性结构，是 一个光镜水甲的概念和组织病理学诊断病毒感染的重要形态学证据 。一般认 

为，病毒 IB为病毒颗粒或其结构成分及其代谢产物的堆积 ，也可“是经病毒抗原修饰的宿主 

细胞的结构成分 。应用电镜技术，对 IB的认识 已扩展到亚细胞水平。HFRS病毒 IB首先是 

用电镜在病毒感染的 Vero E6细胞中发现的，是由病毒抗原阳性 的微蝗微管及小颗粒状结构 

组成 ，但通 常在光镜 普通 H．E染邑切片 难以观察到 ，须借助于某些特殊染色如免疫组 

化等。我们曾报告过 人体尸检组织中光镜 F抗原阳性的 IBt ，但对于其抗原性 、榜酸性质及其 

关系以及如何与 电镜 卜的结构相联系了解还 深，为此．本研究就该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索 

结果显示 ，IB为病毒 NP和 HA抗原阳性的实性小体 ，与周围的胞浆分界清楚 ．大多数组 

纠虽为病毒 RNA 阳性，但较少p』IB阳性的形态出现 ，电镜 rⅢ 为微蝗微管及颗粒状结构， 

与以往的报道一致__ ．说明 IB主要为感染细胞内病毒结构蛋白的过量表达和堆积，少数 IB可 

能也含行病毒核酸成分或是病毒颗粒的堆秘。至于电镜 F的微丝微管状 IB较少 骨抗原阳性 ， 

可能与 只甩某一 MAb难以显示其抗原性 ，也可能是参与病毒发生过程中异常增多的宿主细 

胞结社J成分 

【B阳性病侧 ，除一例为多尿期(发病后 I 4天)外，其余主要为休克或少尿期病例(病期在 5 

至 8天 ·从病期推断 IB产生可能与病毒感染的时刚长短胄关，同时也提示病毒在人体内的感 

染仃一1、自艰性的过程 IB的出现是病毒感染和致病变作用的重要标志 HFRS人体组织中 

病毒 IB主要分布于 皮细胞．说明该病毒肯感染 皮细胞的特性。本文 中绝大多数 IB阳性 

的细胞在光镜 r尢明显形态异常， 超微结构的改变明显，说明该病毒对其宿主细胞的致细胞 

病变作用是极其温和的，且多表现在亚细胞水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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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Characterization of Viral Inclusion Body 

in the Autopsy Tissues of Patients Suffered from 

Hemorrhagic Fever with Renal Syndrome 

Yang Shoujing Liu Yanfang LⅢ Yingying et ， 

( D叩 ergmen g of Palkology， te ⅣP r。 -；eHce，4[h M~litarg 

Medicat Fni,,er,~ty．Xi 71 0032) 

Im m unocytochem istry and 。 ￡ hybrid[zation were performed on tile autopsy tissues of 

39 fetal cases of patients w ith hem orrhagic fever with renal syndrome to search for viral in— 

clusion body(IB)and study its antigenic and nucleic acid characters．The tissues with IB were — 

further observed by electron and im munoelectron m icroscope，Im m unoh[stochem ically．IB ，a 

coarse cytoplasm ic granule'was positive for anti-nucleoeapsid and hem ogglutinin antlbody， 

but negatire for anti— evelope protein antibody．It was found in 20 of 39 cases including 1 0 

cases died at hypotensive phase+9 cases died at oliguric phase and 1 case died at diuretic 

phase of HFRS+and distributed in the renal distal convoluted and collectmg tubular cells， t 

hepatocytes m utesal and glandular epithelial colIs of respiratory tract，alveolar sacs，gastroin- 

testinal tract，tonsil，salivary glandtpancreas，prostate gland and pituitary gland ，and sem inif- 

erous epithelial cell of testis，etc-T he sim liar granules w ith viral RNA positive were observed 

only in a sm all part of m  positive tissues-U ltrastructura1ly，IB consisted of an accum ulation 

of granular or filamentious m aterials·or both-They w ere seen near well-developed Gelsi 

apparatus and associated w ith welI—developed rough endoplasm ic reticulum and increased 

num bers of ribosom es-V ira1 antigens were mainly localized in the aggregated virion-like par 

ticles，reticuIoendotheliunl and fiIam entious struetures．From the results obtained here+it was 

concluded that IB consisted m ainly of the viral nucleocapsid protein but less virus R N A ：han— 

tavirus w a5 highly infectious for epithelial eelIs of hum an bodyland the excess production of 

viral antigen which accum ulated as IB m ight resuIt in the cellular damages． 

Key words H em orrhagie fever with renal synd rome+V irus，Inclusion，Antigen，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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