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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验感染 OPPV的山羊外周血单核 

细胞中分离病毒的研究 

提 要 用绵羊胎肺细胞与接种绵羊进行性肺炎病毒(OPPV)的山羊外周血单接细胞共 同培养的 

方法可以分离到病毒，这说明OPPV可以感染山羊。用细胞病变观察、间接荧光抗体试验、电镜切 

片观察和聚合酶链式反应对分离毒进行了鉴定，进一步证实了分离毒为 OPPV。分离结果表明这 

是一种较为敏感的分离方法。绵羊胎肺细胞可传到 40多代，且每一代次的细胞都可用于病毒的 

分离。因 

关键词 绵羊胎肺细胞 

目前国外在用外周血单核细胞来分离绵羊进行性肺炎病毒(OPPV)的研究当中，主要是 

用绵羊脉络丛细胞与外周血单核细胞共同培养的方法来分离病 毒 ，也有用绵羊皮肤细 

胞 ，但几乎不用绵羊胎肺细胞。在国内还未见到用外周血单核细胞来分离 OPPV的报道。 

由于我们是用绵羊胎肺细胞来培养OPPV的，为此进行了绵羊胎肺细胞与接种 OPPV的山羊 

外周血单核细胞共同培养米分离病毒的尝试，结果成功地分离出了病毒，并对其进一步作了鉴 

定。 

材料与方法 

1 细胞和培韩液 

绵羊胎肺细胞由哈尔滨兽医研究所提供 培养液为 199(Gibeo／BRI )，每毫 培 养液加青霉索和链霉素 

各 100单位，生长液和维持液所用成年牛血清量分别为 10％和 3％ 

2 病毒分离试验 

2 L 山羊外周血单较细咆的分离 

定期从接种绵羊进行性肺 炎病毒山羊(包括未 接毒的)的颈静 脉采血，用肝索抗凝。按照杨贵贞等 

(1980) 所描述的非连续密度一梯度分离法来分离山羊外周血单核细胞。将分离的单核细胞用汉克氏液洗 

2孜，每次 3000 r／min离心 15～20 mlII，然后用适量的维持液悬浮备用。 

2 2 分离试验 

倾去刚形成单层的绵羊胎呻细胞的生长液，用汉克氏液{j乜2砍，然后加入悬悍的山羊外周血单棱细胞，置 

37℃下继续培养 J̈。每天观察细胞的生长情况，并于 14～17 d后传代。如果连续传 2～3代后仍未观察至 病 

变，则可判为分离试验阴性。同时以来接毒山羊的外厨血单核细胞作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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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离毒的鉴定试验 

3 1 细胞病变的观察 

将接种分离毒细胞的培养渣倒掉．用 pBS(0 c)1 mol／I ，pH7．4)冲洗 2次，以甲醇固定 ls～20 rain后，用 

姬姆萨染色渡染 20--30 min，最后用蒸馏水冲洗后观察。 

3．2 间接荧光抗体试验 

刮取接种分离毒的细胞培养物．以 3000 r／rain离心 15rain，取细胞沉淀物涂片并吹干。用丙酮固定 5 alin 

后．加5倍稀释的绵羊进行性肺ff~(OPP)阳性血清，置湿盘内于 37℃下孵育 1 h，取出后用 pBS冲洗 3次，每 

次 5min。然后用 5倍稀释的兔抗绵羊 IgG荧光抗体(加步量的牛 m3zoo)滴加在细胞涂片上，放湿盘内于 37 

℃孵育 1 h。取出后．按上述的方法冲洗。最后用缓冲甘油(9份甘油 +1份 PBS)封 片．于荧光显微镜下观察 

并拍照 同时以来接毒细胞作对照。 

3 3 电镜切片观察 

刮取接种分离毒的细胞培养物．以 3000 r／rain离心 15min后收集 细胞沉淀物，然后制作电镜切片，于电 

镜下观察井拍照。 

3 4 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检测 

刮取接种分离毒的细胞培养物，以 3000 r／min离心 15 min，然后用步量 pBS悬浮细胞沉淀物，置拂水裕 

中煮5分钟后作为 PCR扩增用的模板。同时以未接毒细胞培养物作对照。本实验所 用的一对引物是按照 

Zanoni等(1990)C4]发表的 ／viaedi Visaa病毒(即 OPPV)gag区的一对引物序列，由北京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 

合成，遗一对引物扩增的片段大小为 215 hp。用华美生物工程公司 DNA扩增系统 C试剂盒进行 PCR检测， 

反应条件如下：93℃变性反应 1 I1lin，55℃退火反应 1 n_in，72℃延伸反应 2 min。经过 30个循环后，取少量扩 

增产物和 Marker(pBR 322一Hae111)在 2％琼脂搪凝胶中电泳并观察。 

结 果 

用接种 OPPV的山羊第8、28天和第2、3、5、7个月的外周血单核细胞进行了分离病毒的 

试验，结果除了从第 8天的样品中未分离到病毒之外，从其他时间所采集的样品中都分离到了 

病毒。对照山羊外周血单核细胞的分离试验为阴性。分离试验结果比较稳定，这说明本实验 

所用的绵羊胎肺细胞与山羊外周血单核细胞共同培养来分离 OPPV的方法是比较敏感可靠 

的。 

用外周血单核细胞分离毒接种绵羊胎肺细胞后，可以在细胞单层中观察到典型的多核巨 

细胞(见图 1)，且病变出现的时间比原毒早，溶细胞作用也比原毒明显。未接毒的对照绵羊胎 

肺细胞则呈正常的生长状态，即为完整的细胞单层(见图2)。间接荧光抗体试验表明接种分 

离毒的绵羊胎肺细胞可出现特异的荧光反应(见图3)，而未接毒的对照细胞则无荧光反应(见 

图4)。用接种分离毒的绵羊胎肺细胞制成电镜切 片后，于电镜下可观察到典型的病毒粒子 

(见图 5)。用接种分离毒的细胞培养物进行 PCR扩增后，可以测到 215 bp的 OPPV前病毒 

DNA片段，而对照细胞培养物则呈阴性反应(见图6)。这些结果都进一步证实了分离毒确实 

是 OP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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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分离的 OPPV在绵羊胎肺细胞中 『起的多枝巨缅膪病蛮(姬姆萨鞋色，400倍) 

Fig I Typical multinucl~ted giant 11 f0啪 abon~used by i~hted OPPV 

in Seep t~tal lung cell cultur~ (Gi一 ，x 400) 

图2 未接毒的对照绵羊眙肺细胞(姬姆萨 色，400倍) 

Fig 2 Control sheep foetal lung∞H cultur~ unjn0cu1a d(d㈣ ×400) 

讨 论 

OPPV在其感染的绵羊体内复制的靶细胞主要是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 J。绵羊骨髓和 

血液中的前单核细胞和单核细胞都可被 OPPV感染，因此从绵羊外周血单核细胞中分离病毒 

也就成了一种重要的诊断 OPP的方法。国外进行的这类研究，主要是用绵羊的脉络丛细胞与 

外周血单核细胞共同培养的方法来分离 OPPV，也有用绵羊皮肤细胞，但几乎不用绵羊胎肺细 

胞。国内虽对 OPPV进行了十多年的研究，但至今尚未见到从外周血单核细胞中分离病毒的 

报道。为此我们进行了绵羊胎肺细胞与接种 0PPV的山羊外周血单核细胞共同培养来分离 

病毒的尝试，结果获得成功。这一实验证实了 ()PPv可以感染山羊。用这种方法最早可于接 

毒后第28 d分离到病毒，最快可于21 d后分离出病毒。多次分离试验表明这是一种比较稳定 

而敏感的分离 OPPV的方法。本实验还用细胞病变观察、间接荧光抗体试验、电镜切片观察 

和 PCR等方法对分离毒作进一步的鉴定，从不同的角度证实了分离毒确实是 OPPV。这些方 

法也同样适合于从自然病例中分离的OPPV的鉴定。特别是用 PCR对接毒细胞培养物的检 

测结果比较直观，检测时问短．可以快速而有效地对 OPPV的分离毒进行初步的鉴定。此外 

绵羊胎肺细胞可传 40多代，且不同代次的细胞都可用于病毒的分离，因而本实验所用的方法 

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活体分离 0PPv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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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接种分离的0PPv的绵羊胎肺细胞显示的特异性荧光反应(4oo倍) 

Fig 3 Speeiflc fluora~em ~dls in sheep f~ta]]ung l【cuhur~ i~ u]ated with lsobted OPPV(×400) 

图4 未接毒的对照绵羊胎肺细胞不显示荧光反应(20O倍) 

F 4 No specific flori st calls in mntro]sh p foeta]]ung~dl cu]t吣 ⋯in uIated(×200) 

田 5 接种分离的 OPPV的绵羊胎肺细胞的电镜切片观察，可 

看到鞋型的病毒粒子(3OOOO倍) 

Fig 5 Electron micrograph of~dated OPPV in sheep foeta1 

]ung cell culturm 

Typic]virus parti~l~ ⋯ e obse~ l(x 3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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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绵羊胎啼细胞培养物的 PCR检测结果 

其中2、3分别为接种分离的 OPPV的细胞培养物 4为接种 

OPPV的阳性对照细胞培养物，1为未接毒的阴性对照细胞培养 

物，5为M~ker。检测刘的片段大小为 215hp 

Fig．6 Detectmn of sheepfoetal h】 cell【1】IⅦr皓 hyPCR 

1：T 朗tl mntrol cell cuInl⋯ Onin ulated；2 3：Celt cultllrl~ 

⋯ lated with i~]ated OPPv：4：Positive c[ⅢtmI cell culture*一  

uhted with OPPV：5 Marker The det~ted fragments w㈣ 215bp 

in]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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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us Isolation from the Peripheral Blood M ononuclear Cells 

of Goats Experimentally Infected with 

Ovine Progressive Pneumonia Virus 

Xue Fei Xiang W enhua Chu Guifang Gu Shoulin Shen Rongxian 

(Harbin VeterinaryResearch Institute ofCbineseAcademy of  ̂icatturat Sciences。Harbin 150001) 

The viruses were isolated by cocultivation of sheep foetal lung cells and the perioheral blood 

mononuc~ar cells of goats inoculated with ovine progressive pneumonia virus(0PPV)．The result 

ndicatas that OPPV can infect goats The isolated viruses were characterized by observatlons of 

cytopathogenic effects，indirect fluorescent antibody assay，electron microscopy，and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and were further identified as 0PPV．The isolation resuJtS show that this 

is a sensitive method of isolating OPPV Sheep foetal lung celk can be paasaged for forty times． 

and each subculture can be used tO isolate virus， 

PV． 

Key words Ovine prog ressive pneumonia virus。 

foetal lung ceils 

s0itis a very practicalmethod  ofisolatingOP 

Goat，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Sheep 

第五届全国干扰素及细胞因子 

治疗肝炎临床应用研讨会 

第五届全国干扰素及细胞因子治疗肝炎临床应用研讨会。由中国干扰素学会主办、丽珠医药集团承办．于 

l996年 l2月 2日-6日在珠海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教授及研究人员。与会代表报告 

丁干扰素抗病的分子机理、肝炎病毒感染及干扰素治疗、rlFNa一2b对慢性乙型肝炎临床疗效的评价、口眼干 

扰素含片治疗乙型肝炎病毒慢性携带者的初步观察等论文。从干扰素的来源、剂型、剂量、方式、时机、联合甩 

药、导向甩药、抗病机理及细胞因子的阿络作用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特别是Ⅱ服干扰素含 片治疗肝炎与 往 

小剂量干扰素剂量有些类似。弓f起了代表们热烈讨论，并建议在卫生部门的指导下．通过严密的临床试验 、进 
一 步确定其疗效 会议于 1996年 l2月 6日圆满结束。第六届全国研讨会将于 1998年召开。地点与时间另 

定。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吴章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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