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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坦病毒空气传播感染的实验室和野外采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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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Hantaviras Aerosol Transmission in Laboratory 

and the Field Sam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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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erosol transmission of Hanlavirus was studled by animal experiments in laboratory and air 

sampling in the field A agrarlus were subcutaneously inoculated hantavirus，breed in the chamber 

of the upwind and saved as the sources of virus aerosol Sucking mice，weanling mice and A ．agrarius 

were put in the chamber of the downwind after the different days of infected A agrarius were breed 

Two,chambers were parted  by the stainless steel net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seventh day could 

be the  time sign that infected A ．agrarius delivered infectious virus aeroso1．The epldemlolng ical in— 

vestigation of the field suggested that there may have an infectious virus unit at least，in 96L a by 

threshing machine and 350L air by the nest of A agrarius，respectively．W e believe this study may 

provide evidence that the aerosol transmission of hantavirus is probably a main route of transmission for 

hantvlruses in autumn and winter 

Key words：Hemorrhagic fever with renal syndrome；Hantavirus；Aemsol；Transmission route 

摘要：本项研究是通过动物实验和现场采样研究救坦病毒气溶腔传播感染。用感染的黑线姬鼠排泄物自然形成的 

病毒气溶腔进行实验。黑线姬鼠感染后第 5天放入离TLd,鼠和乳小鼠．暴露 10 d．检测不到抗体．感染后第7天，放 

入离乳小鼠和乳小鼠．暴露 10 d，可以捡测出抗体；黑线姬鼠在暴露 15 d时，可以检测出抗体。可见黑线姬鼠感染 

后．第 7天可能是它向体外排毒的一个时问标志．且形成的病毒气溶腔具有感染性。对现场采集的空气样品和收 

集的打答者佩戴的口罩样品的研究发现，在稻田堆放的稻捆根部和鼠栖息的草窝的空气中每 350L空气中和打答 

场脱粒机附近每 96L空气中．古有至少一个具有生物活性的汉坦病毒粒子 结合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可 判定，汉 

坦病毒经空气传播嗳入感染可能是秋冬季节肾综合征出血热发病的主要传播途径。 

关键词：肾综合征出血热；汉坦病毒；气溶脏；空气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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啮齿动物是汉坦病毒的宿主动物，汉坦病毒在 

啮齿动物之间，或啮齿动物到人的传播是多途径的 

(如气溶胶传播、破损皮肤感染、昆虫叮咬等)。一些 

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研究均表明汉坦病毒从啮齿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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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间、啮齿动物到人的传播主要是病毒气溶胶传 

播感染 。。Kariwa H等人研究发现 ，在感染动 

物体内病毒可以持续感染数天至数月，而且通过排 

泄物和分越物向体外连续排毒，即使体内有高效价 

的抗体产生。病毒依然能够在体内存在、繁殖和排 

毒。持续感染和排毒最长可达 120 d 但是，啮齿动 

物从感染后多长时间，开始向体外排毒尚不清楚；另 

外。由感染的啮齿动物通过排泄物和分泌物排毒而 

形成的病毒气溶胶，在外界环境因素作用下能否保 

持感染性。并被人吸入感染也没有被证实。在这项 

研究中，我们用人工感染的动物作为病毒气溶胶的 

来源，模拟自然空气传播感染实验动物，观察感染动 

物需经多长时间开始排毒；另一方面，再野外现场进 

行空气采样，并收集野外作业人员佩戴的口罩，进行 

病毒分离研究。 

1 材料和方法 

1 1材料 

汉坦病毒 H8205株和羊抗鼠荧光标记的 IgG 

诊断血清分别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 

所病毒室李钟铎教授提供，鼠抗汉坦病毒单克隆抗 

体由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提供，M25—1单克隆抗 

体购自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所。昆明种 1～3 d 

龄乳小鼠和离乳小鼠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中 

心提供，黑线姬鼠购自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 

J 2 实验方法 

1 2．1 人工模拟自然空气传播感染研究 

l 2．1．1 模拟自然空气传播感染乳小鼠：将从疫区 

(沈阳市于洪区抄岭镇)捕获的黑线姬鼠85只，皮下 

注射(0．3 rnL／只)H8205株传代乳鼠脑悬液，用这 

些感染的黑线姬鼠作为传染源。感染的黑线姬鼠和 

受试动物(正常的黑线姬 鼠、离乳小鼠和乳小鼠)分 

别饲养在两个密闭箱内，通过直径 23 cm，长40 cm 

的筒形气琐相连，在气琐内壁涂抹一层凡士林，接口 

处按封一层 100目不锈钢网。从感染鼠箱向正常鼠 

箱抽气(60 L／rain)，使正常鼠在污染空气中被感染。 

行染空气经过过滤净化后被排出。正常的黑线姬 

鼠、离乳小鼠在带毒黑线姬鼠感染后得第 5天放入 

饲养箱内，在放入后的不同时间内每次取 3只活杀 

取血，检测抗体。乳小鼠在带毒黑线姬鼠感染后的 

第5、7、9、1l、l3、22和 25天各放入一窝，分别暴露 

lO d(前4窝)或l5 d(后3窝)，活杀取血，检测抗体。 

1．2．1 2 取血和血清分离：黑线姬鼠采用断尾取 

血，离乳小鼠和乳小鼠采用活杀取血 血和生理盐 

水(含抗血凝剂)按 1：4稀释，放 4℃过夜；取上清， 

作抗体效价测定。 

1．2 1 3 抗原片制各和血清效价测定：用 Veto E6 

细胞接种 }【TvH8205株。培养 9 d。用胰酶消化，制 

成 l0 个细胞／raL的悬液，制抗原片，冷丙酮灭活固 

定，备用。将血清的每个稀释度滴两个孔，在室温孵 

育 3Omin，用PBS洗 3次，再用蒸馏水洗 3次；再滴 

加羊抗鼠荧光标记抗体(1：100)，室温孵育 30 rain。 

用 PBS洗 3次，再用蒸馏水洗 3次。在低倍荧光显 

微镜观察。 

1．2 2 野外现场空气采样分离汉坦病毒的研究 

l 2．2 1 野外病毒气溶胶采样：我们在沈阳市于洪 

区沙岭镇弓匠村稻田，采样时正值 IO～l2月，稻谷 

搬运季节。用英制 Cassela气溶胶采样器采集空气 

样品，采样流量为 700 L／rain，采样时间为 10rain。 

采样介质是 1％明胶磷酸盐缓冲液与甘油 l：l混 

合，均匀地涂抹在平皿底部。采样方法：将稻田一字 

形堆放的稻捆根部掀起．用木棒敲打稻捆根部和鼠 

栖息的草窝，同时把采样器的采样 口对准其尘埃集 

中处采集气溶胶 

1 2 2 2 打谷者佩戴的口罩：收集稻场打各者佩戴 

的口罩，经询问了解得知，收集的口罩打谷者当天已 

经佩戴了3--4 h。 

1 2．2 3 样品处理：将采样平皿和收集的口罩样品 

用 1640细胞培养液加双抗洗脱，以 3000 r／min离 

心洗脱液。保留上清液。 

1 2．2 4 病毒分离：取上清液 0 15mL接种 Veto 

E6细胞，每代培养 5 d，共传 8代，每代点片检．删抗 

原。用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抗原。 

1．2．2．5 鼠脑传代分离病毒：用 1～3日龄乳小鼠 

脑腔接种 Vero E6细胞传代的第 8代上清液(0 02 

mE／只)，饲养 10～14 d，并观察动物发病情况，活杀 

解剖检测啮中的病毒。 

2 结果 

2 l 模拟自然空气传播感染的实验动物的抗体反 

应 

受试的黑线姬鼠和离乳小鼠同时放入带毒鼠的 

下风向时，离乳小鼠在放入的第 10天就能检测出抗 

体(1：80)，到第 30天就达到 1：160；而黑线姬鼠到 

第l5天才能测出抗体(1：20)，第 35天为 1 40。可 

见离乳小 鼠比黑线姬鼠对空气传播感染敏感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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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临床症状表现。 

把乳小鼠放在带毒鼠感染后的不同时间内放八 

没有产生抗体反应。而从带毒鼠感染第 7天到第 

25天放入乳小鼠均产生抗体反应，抗体效价最高可 

暴露，在带毒鼠感染 5 d时放入乳小鼠．暴露 10 d， 达 l：160(表 2) 部分乳鼠有临床症状表现。 

表 l 空气传播感染黑线妊鼠和离乳小臣的 IF抗体效价 

e1 Thefiter IF~tihody ofA Ag⋯ s andw~ ]ing infected bv airborne 

表 2 在带毒臣感染后不同时间内放人乳小鼠的 IF抗体效价 

Table 2 the titer of IF antibody of te~ted mice put into chamber 

Ln~ffereat time of D。 l【 tlfm 

2 2 现场空气采样和收集的口罩分析结果 

空气样品和口罩样品接种 Vero E6细胞，传至 

第 5代时可以检测出病毒抗原，传至第 8代抗原检 

测呈强阳性反应。 

Vero E6细胞第 8代上清液接种乳小鼠脑腔， 

传三代，第一代没有检{煲i出抗原，第二、三代检测出 

抗原，且第三代乳小鼠出现耸毛、弓背、后肢瘫痪等 

症状，有部分乳小鼠死亡。结果见表 3。 

表3 第儿代细胞病毒培养上清液乳小臣脑腔传代结果 

Table 3 The res t of suckling mice bv intracerebra[inoculatioa with suspensi~ s of the eighth cell cu[ture 

通过计算，稻田稻垛下每 350L空气中含有至 

少一个具有生物活性的汉坦病毒颗粒；打谷场脱粒 

机附近每 96L空气中含有至少一个具有生物活性 

的汉坦病毒颗粒，即人呼吸 12 min就可能吸入一个 

具有生物活性的汉坦病毒颗粒。 

3 讨论 

在模拟自然状态下设坦病毒空气传播感染实验 

中，黑线姬鼠．离乳小鼠和乳小鼠均汉坦病毒气溶胶 

感染。在被汉坦病毒污染的空气中暴露 10 d左右， 

受试的离乳小鼠和乳小鼠体内均有抗体产生．暴露 

时间越长．抗体效价也越高。离乳小鼠暴露 lO d，体 

内抗体效价为 1：8O，到25 d时，抗体效价为 1：160。 

乳小鼠暴露 25 d时．免疫荧光抗体效价可达 1：160。 

而黑线姬鼠暴露 10 d．体内检{煲i不出抗体．暴露 

15 d．体内抗体效价为 1：20．35 d时为 1：40。这实 

验结果表明．受试动物对汉坦病毒气溶胶感染的敏 

感性与鼠龄有关．鼠龄越小，敏感性越高．有临床 

症状；鼠龄越大，敏感性降低，不表现临床症状。 

有关乳小鼠被汉坦病毒气溶胶感染后，发病小鼠组 

织病理学和抗原动态分布情况请参看文献 · 

在该实验中，从实验开始到结束，一直不断地抽 

气(60 L／min)，进入箱内的空气是经过滤的洁净空 

气。因此．箱内空气中汉坦病毒气溶胶的浓度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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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种动态变化的，病毒气溶胶浓度的高低．取决于 

带毒鼠排毒量的大小，即排毒量越大，则病毒气溶胶 

浓度越高；排毒量越小．则病毒气溶胶浓度越低。在 

实验中我们发现，在带毒鼠感染后第 5天，故八离乳 

小鼠和乳小鼠．暴露感染 10 d，体内检测不到相应的 

抗体；而在带毒鼠感染后第 7天，放八离乳小鼠和乳 

小鼠．暴露感染 1f]d，体内能够检测到相应的抗体。 

这表明感染的黑线姬鼠在感染后 7 d之前．可能不 

向体外排毒或排毒量很低，而在感染第7天之后，则 

可能向体外排毒或排毒量较大，能够导致受试的离 

乳小鼠和乳小鼠吸八感染。从这一实验结果我们可 

以假定黑线姬鼠在感染后．第 7天可能是它向体外 

排毒的一个时间标志，且形成的病毒气溶胶具有感 

染性。 

汉坦病毒经空气传播感染已经被一些实验室研 

究所证实 -5 3。能否在野外空气中采集到汉坦病 

毒对进一步证实设坦病毒经空气传播感染是非常重 

要的。这是因为空气环境中的影响因素复杂，对汉 

坦病毒在空气中的存活具有很大的影响。张朝隆等 

研究证实．汉坦病毒气溶胶在 18～20"C和相对湿度 

在7(】％～9O％的情况下，90rain依然有0 45％的病 

毒气溶胶存 而把 肾综合征出血热病毒抗原 

阳性的血、尿涂抹在布片、纸片和草样上，放置在 4 
～ 15"C的环境中，48 h后测定依然具有感染性 。J。 

这些研究表明汉坦病毒在外环境中具有良好的生物 

稳定性 

在我国东北地区，每年 10月份稻谷收割后，要 

在稻田中堆放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此间正是黑线姬 

鼠繁殖高峰期，也是野鼠储粮过冬季节 将稻田一 

字形堆放的稻捆根部掀起，会发现每个稻捆下有 8 
～ 12只黑线姬鼠．地面潮湿．局部空气湿润、温暖， 

这种环境有利于汉坦病毒气溶胶的存活 如果这些 

黑线姬鼠是带毒鼠．那么它们排毒形成的病毒气溶 

胶具有较好的存活性。11～12月，当农民搬运稻捆 

时，会将含有病毒的鼠粪便碎末扬起，形成病毒气溶 

胶；而脱粒机在脱粒时，会把粘附在稻捆上的鼠粪便 

也粉碎，形成新的病毒气溶胶。从而在局部形成较 

高浓度的病毒气溶胶。我们对现场采集的空气样品 

和收集的打谷者佩戴的口罩样品的研究发现，在稻 

田堆放的稻捆根部和鼠栖息的草窝的空气中，每 

350L空气中至少含有一个具有生物活性的汉坦病 

毒粒子，而打谷场脱粒机附近每 96L空气中含有至 

少～个具有生物活性的汉坦病毒粒子。当地防疫部 

门的流行病学调查表明，每年的 11～l2月至次年的 

1月份是肾综合征出血热的发病高峰期。此 间，气 

温较低，野外作业的农民穿戴厚实，皮肤破损感染的 

可能性不大，而佩戴的口罩是普通的纱布口罩，对尘 

埃粒子的阻留率只有 60％左右。有的人戴口罩．有 

的人不戴。由此可以判定，汉坦病毒经空气传播吸 

入感染可能是秋冬季节肾综合征出血热发病的主要 

传播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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