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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肾综合征出血热病毒(HFRSV)在恙螨体内的分布和 定位，采用原位分子杂交技术 

检测恙螨体内 HFRSV—RNA。结果发现：原位分子杂交技术的检 出阳性率较 IFAT高 ；HFRSV阳 

性信号颗粒呈弥散分布，多见于恙螨幼虫和若虫的腹部组织细胞内，该部位是恙螨的卵巢细胞、中 

脯及支囊上皮细胞。前体组 织细胞 内少 见；个别蚰虫和若虫的前 足和中足细胞 内亦可 见到 

HFRSV—RNA阳性信号。在原位分子杂交中．若虫组织细胞内的 HFRSV-RNA阳性信号较蚰虫密 

集而且量多，表明 HFRSV在恙螨体内可传递并有增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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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位分子杂交技术是利用探针进行核酸分子杂交以检出目的基因。它特别适用于检测细 

胞及组织内的DNA或 RNA局部存在位置和进行半定量分析，可保持标本的形态不被破坏 

目前非放射性探针的开发，使该法操作简化，比较实用。近年来，国内学者用原位分子杂交技 

术，研究丁国内不同地区肾综合征出血热(HFRS)尸检病例组织中病毒 RNA的分布和定位， 

得到理 想的结 果⋯。本研究应用原位分子杂交技术检测 鼠肺和 恙螨体 内 HFRS病毒 

(HFRsv)RNA，并对恙螨体内HFRSV的分布、定位进行丁研究。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材料和方法 

1 材 料 

1 1 恙螨来源 于小盾纤恙螨密度高峰的 10月份，在陕 西省历年来 HFRS发病 率及 鼠带毒率高的 户县 

HFRS疫区用两法采集恙螨。(1)从鼠体采集：晚问在野外布放鼠夹坎晨收回，将从 鼠体自行槌下的饱食恙螨 

幼虫置于饲养管中饲养，取饲养的幼虫和若虫供实验用；(2)用小黑板采集 ：选择晴天于 10 h至 16 h将小黑板 

(15 cmx15廿n×0 5 cm)放于野外草丛中 10m n后收回检查，收集游离小盾纤恙螨幼虫置饲养管中饲养备 

用。 

1．2 鼠肺组织 无菌剖取鼠夹捕获的鼠肺组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IFAT)检测 HFRSV抗原，阳、阴性鼠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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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分别置一20℃的冰箱存放备用。 

1 3 HFRS病毒基因 eDNA质粒 pG34S和 A9株pA9MIB质粒 来源于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 

1 4 地高辛标记检测试剂盒 为德国 Boehringer Mannhein公司产品。 

1 5 冷冻切片机 为英国Bright冷冻切片机。 

2 方法 

2 1 棱酸探针制各 

2 1 1 取 pG34S及 A9株 pA9MIB质粒 用华美生物工程公司 PCR核心系统和 BoehfingerMannhein探针标 

记试剂盒扩增制各 576 bp S基因属特异性和 215 hpM 基因型特异性 eDNA探针。产物经酚、酚／氯仿、醋酸 

钠乙醇抽提沉淀，真空干燥，加凡六聚核苷酸混合物 2 dNTPs标记混合底物(1 mmol／L dATP、1 mmol／I， 

dcTP、1retool／I dGTP、0 65mmol／1．dTTP、0．35mmoI／I DIG—duTP)2 无菌双蒸水加至 1 9 LDNA聚合 

酶 I大片段 1 I (2 l )总反应体积 20 l 。短暂离心，37℃过夜，煮沸5rain终止反应．加 12 4mol／I LiCI． 

200 L 95％预冷乙醇一2O℃过夜。12000 g离心 15rain，75％乙醇洗涤，10000 g离心 5rain 真空干燥，溶于 

2O LTE液中 一2O℃保存备用。 

2．1．2 Dig标记探针结果及浓度测定见文献_2 J。取Dig标记pBR328DNA对照1td，，1：5稀释至1 g／mL．然 

后梯度稀释为终浓度100、10、1、0．1及0叭pg／ 1 分别取2／*1，依次点样于硝酸纤维膜上干燥．同时取 1／*I 

标记 I-IFRSV eDNA探针，相同方法稀释点样干燥，真空于 80℃ 2 h固定核酸 室温用缓冲液 I(O．1mol／L 

Tris-HCl，0 15mol／I，NaCI．pH7 5)洗涤2min、缓冲液 I1(1．](|封阻试剂用缓冲液 I配制)浸泡30min，加抗 Dig 

碱性磷酸酶结合物 30 rain．缓冲液 I 2 x 15 rain，缓冲液Ⅲ(O 1 mol／L Tris-HCl，0．1 mol／L NaCI 50 mmol／l 

MgCIz．pH9 5)2 rain NBT：BCIP显色，检测标记结果及浓度。 

2．2 原位分子杂交 

参照文献[3 咯作改进。丹别取恙螨幼虫、若虫和鼠肺 HFRSV抗原阳性和阴性的鼠肺用 O C．T包埋， 

冰冻切片(9“rⅡ)。取切片室温放置2 h后于 42℃烘晦 1 h 多聚甲醛固定5rain．用 PBS轻微振洗3×5min，2 

×SSC洗 10rain．室温预杂交 1 hi预杂交液：2xSSC、50％击离子甲酰胺，1×Denhardt s液、500ttg／mI 变性蚌 

鱼精 DNA(Promega)、0．25mg／ml 酵母 tRNA(Sigma)]．2x SSC 1rain 吸干组织周围液体 滴加 3O 经变性 

M．S cDNA探针杂交液(预杂交液加 0．5mg／t~1 变性探针、10％硫酸葡聚塘)，石睹膜封闭，湿盒中42℃过夜； 

室温依次 2×SSC1 h，1×SSC1 h，37℃ 0．5×SSC1／2 h，0 5×SSC1／2 h均于 mini-orb Lta]shaker上振洗；用 

2％ 正常绵羊血清封闭，再加抗 Dig碱性磷酸酶复台物 37℃孵育 2 h(1％ 绵羊血清，0 03％ Triton X-100 

1 5u／ml』抗 Dig碱性磷酸酶结合物，缓冲液 I)；依次用缓冲 I 缓冲渣 Ⅲ各振洗 10min；NBT：BCIP避光显 

色 7 h．甲基绿树染，梯度酒精脱水，明腔甘油封片，阳性物质为紫蓝色。 

2 3 HFRSV原位杂交特异性确证试验 

2．3 1 空白对照：以预杂交液替代 Dig—HFRSV-cDNA探针对 HFRSVRNA阳性恙蜻组织切片进行杂交。 

2．3 2 Dig—HFRSV eDNA探针对非 HFRS病毒组织进行杂交 

2．3 3 用RNase预处理后进行杂交。RNase 100mg／] 300mg／1，4h。 

结 果 

l Dig标记核酸探针结果检测 

与D 标记 pBR328 DNA探针反应色斑对照比较，HFRSV cDNA探针标记成功，浓度为 

100 ng／ L，见图 1。 

2 鼠肺、恙螨组织原位分子杂交检测 

2．1 鼠肺及该鼠体螨 HFRSV—RNA原位分子杂交检测 取 IFAT检测阳性和阴性的鼠肺 

各 1O片，经冰凉切片 用原位分子杂交检测，凡经 IFAT检测阳性者的肺组织中均可检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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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RSV—RNA阳性信号．IFAT检测为阴性的肺组织 l0片中．有 2片可检测到 HFRSV—RNA 

阳性信号。RNA阳性信号颗粒呈弥散状分布，可见于肺吞噬细胞及淋巴细胞、支气管粘膜上 

皮、粘膜下腺体及软骨细胞、肺内呼吸道粘膜上皮、肺上皮、血管内皮细胞．部份鼠肺泡内渗出 

的WBC亦可检测到HFRSV—RNA颗粒，见图2：用原位分子杂交检测鼠肺阳性的鼠体螨，亦 

可检测到阳性信号颗粒，而鼠肺阴性鼠的鼠体螨则为阴性。 

10rig 1】皑 i)01- 

图 l HFRSV cDNA探针 标记结果i卿定 A：标 准品．B样品 

罔 2 HFRSV定位于鼠呻上皮细胞核及胞策中 (2500×) 

圈 3 HFRSV定位于恙螨幼虫卵艇厦卵细胞 (3200×) 

图 4 HFRSV定位于恙螨幼虫 中足细胞 (45(Hl×) 

圈 5 HFRSV定位于慧螨若虫中畅细胞 (55(Hi×) 

Fig1 The⋯ ks ofI)ig-labelii~g HFRSV eDNA probersA：Marker~-B：&I pl 

Fig 2 The p~ition of HFRSV in cell nucleu~and cytopla~n of⋯  pulmonary alv~lus(2500 ) 

Fig 3 The p：x~it n of HFIRSV in belly cells l~rva(32111) ) 

Fig 4 The po⋯iti of HFRSV inmiddleleg 0flarva(4．500 ) 

Fig 5 The— Ition of HFRSV in mklgu~cell~of ad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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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恙螨组织内原位分子杂交检测 

2．2 1 小黑板诱集的游离恙螨幼虫组织原位分子杂交检测 小黑板诱集的游离恙螨幼虫经 

饲养 20 d后进行冰冻切片，观察 l5只有 7只检测到HFRSV—RNA阳性信号。RNA阳性信号 

亦呈弥散状分布，多见于螨体腹部组织细胞内，见图3。根据诸葛洪祥 对革螨器官的定位描 

述，该部位可能是恙螨幼虫的卵巢、卵细胞、中肠及支囊上皮细胞。前体组织细胞内少见，个别 

恙螨幼虫的前足和中足组织细胞内亦可检到 HFRSV-RNA阳性信号 见图4。 

2．2．2 恙螨若虫组织内原位分子杂交检测 取饲养 1D0天后的若虫进行冰冻切片，观察 5 

只，有 3只检测到 HFRSV—RNA阳性信号。RNA阳性信号亦呈弥散状分布，阳性信号颗粒亦 

见于若虫腹部组织细胞内。根据上述幼虫的描述该部位可能是恙螨若虫的印巢、卵细胞、中肠 

及支囊上皮细胞；前体较少；个别中足组织细胞内亦有检出。其阳性信号颗粒较幼虫期多。见 

圉 5。 

3 Dig．HFRSV cDNA探针的特异性、重复性检测 

4份鼠肺 HFRSV—RNA阳性切片，分别用预杂交液和其它非 HFRSV-cDNA探针，替代 

Dig—HFRSV-cDNA探针杂交后，结果均为阴性；4份非感染 t-IFRSV组织切 片用Dig-HFRSV— 

cDNA探针杂交后均为阴 性；经 RNase预处理后杂交，阳性强度明显减弱或消失。所有杂交后 

RNA阳性标本均进行双盲二次杂交检测，符合率达 95％。上述结果表明，Dig—HFRSV—eDNA 

探针原位杂交结果是特异的、并有较高重复性。 

1989年以来我所先后设计了 4种方法从小盾纤恙螨幼虫、若虫中分离到 HFRSV 20 

抹 J，表明这些幼虫有 HFRSV的自然感染，并能经其传递 HFRSV．可作为 HFRS的媒介。目 

前对 HFRSV在恙螨体内的定位尚未见报道。核酸原位杂交同时观察杂交组织内病变和杂交 

阳性部位，适用于观察 HFRSV在组织细胞内分布和定位。我们应用核酸原位分子杂交技术 

对鼠肺和恙螨体内 HFRSV进行分布和定位研究，结果发现鼠肺中HFRSV—RNA阳·陛信号颗 

粒呈弥散分布，可见于肺吞噬细胞、淋巴细胞，支气管粘膜上皮、牯膜下腺体，肺内呼吸道粘膜 

上皮等组织细胞内。在恙螨幼虫和若虫中多见于螨体腹部组织细胞内，这些部位是恙螨的卵 

细胞、中肠及支囊上皮细胞，前体组织细胞内少见。个别恙螨幼虫和若虫的前足和中足组织细 

胞亦可见到HFRSV—RNA阳性信号。在原位分子杂交中，所有若虫体内HFRSV—RNA阳性颗 

粒均较幼虫而密集，表明若虫体内HFRSV感染量要较幼虫体内多，这符合该病毒在其体内增 

殖和复制的一般规律。本研究首次用原位分子杂交技术对恙螨体内 HFRSV—RNA进行分布 

和定位研究，结果对恙螨作为 HFRS的媒介提供了分子水平的直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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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on of Hemorrhagic Fever with Renal Syndrome Virus RNA 

in Chigger Mite by in situ Hybridization 

Zhang Yun Zhu lin Li Xianfu 

Tang Jiaqi Wu Guan~ghua 

(Institute Military Medcine．Nanjing Command．Nanjing 210002)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distribution and position of HFRSV in chigger mite，in situ hy— 

bridization was used for detection of hemorrh~ic fever with renal syndrome virus(HFRSV) 

RNA．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ositive rate of HFRSV by in situ hybridization was higher than 

tha t by IFAT Positive signals were observed mostly in belly cells ot larva and nymph，The posi— 

tions were probably ovary cells and midgut A few positive signals were seen in foreleg and middle 

leg cells als。．The positive signals of HFRSV in nymph were much more than in larva．It demon— 

sitared tha t HFRSV can be transmitted by trans—stadlal and proliferate in mites 

Key words In situ hybridization。Hemorrha gic fever with rena l syndrome virus。Chigger m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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