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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create the pathogenicity model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on macaca 

rhesus，the macacu rhesus was infected with SARS coronavirus(SARS C0V)was detected in different 

samples coming from macaca rhesue in different days by virus isolation，immunoflurescence assay， 

pathological inspection and 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fRT-PCR)．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ARS COV were isolated from the above samples．and SARS C0V RNA could be detected 

in blood of the 2nd and 5th day,secreta of nose—throat of the 7th an d 9th day,faeces of the 3th day．and 

faeces an d urines of the 5th day after infection．Under the microscope，it was found in the group infected 

by SARS C0V that pulmonary alveolus interval had been broadened an d had man y lymphocytes an d 

monocytes infiltrated．There was much exudation in the cham ber pulmonary alveolus．which even 

formed the矗yaline membran e．功 e organ ized pneumonia could be found in several pulmonary alveolus． 

great necrosis foci was also observed in the liver．companied by some inflammatory cells infiltrated．It 

may be successful to create the model of SARS on macaca rhesus．an d show that the animal model Can be  

used to evaluate an ti—SARS C0V drugs an d vacc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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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建立恒河猴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 (SARS)的模型并对其致病特点进行观察，采用病毒分离、免疫荧光、 

光镜及 RT-PCR方法对病毒感染组和非感染组恒河猴不同时间、不同组织或分泌物进行检测。结果显示从恒河猴不 

同组织中分离到病毒，而且在病毒感染后第2d和第5d的血液、第7、9d的鼻咽分泌物、第3d的粪、第5d的粪尿 

中均检测到 SARS—CoV RNA。光镜观察到病毒感染组肺组织肺泡间隔增宽，有大量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浸润，肺泡 

腔有渗出，甚至形成透明膜样物；多个肺泡形成机化性肺炎的表现。感染组肝组织可见较大的坏死灶，并伴有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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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性细胞浸润。结论认为已成功建立了恒河猴 SARS模型，可用于评价抗 SARS药物和疫苗的研究。 

关键词： 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 (SARS)；致病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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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即非典型性肺炎)在全球二十多 

个国家和地区爆发，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一次威胁 

人类健康的重大灾害。在各国医学专家的共同努力 

下，引起 SARS的病原体己确定为新型的冠状病毒 
一 SARS冠状病毒 (SARS Coronavirus，SARS CoY) 
¨0】

。 对 SARS CoY生物学性状和实验室检测方面、 

疾病诊断与治疗等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为了最 

终控制SARS感染和评价抗 SARS药物，建立 SARS 

的动物模型是十分必要的。在探讨 SARS CoY灭活 

疫苗对恒河猴的免疫原性和免疫增强实验研究时， 

我们首先进行了 SARS CoY 感染恒河猴模型的研 

究，结果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SARS CoVNS—I株，为国家认可的SARS CoY 

标准株，由北京华特森基因科技有限公司提供。Vero 

细胞 (163代)由武汉大学典型物保存中心提供，培 

养用 MEM 培养基+10％tJ~牛血清，常规加入青、链 

霉素 (自配)。普通恒河猴 (Macaca Rhesus)12只， 

2～3岁，约 5kg左右，雌雄各半。健康良好，SARS 

CoV IgG检测阴性，购 自云南省动物繁殖中心。 

1．2 动物分组和病毒感染 

设病毒感染组和非病毒感染组各 6只恒河猴。 

猴笼保持空气新鲜 ，维持相对湿度 60％，温度 

(2O±5)℃，感染部位常规消毒后，将病毒用注射 

器经气管软骨气管内滴注，病毒滴度为 10 PFU／ 

mL，感染剂量为 0．5mL／只。 

1．3 病毒分离 

恒河猴感染病毒后，第 2、5d分别静脉采血 

2—3mL(不抗凝)；第 3、5、7、9d采集鼻咽拭子和 

肛拭子，并置于 1mL生理盐水中；第 1d后隔日采 

集尿液；上述标本存 4~C。第 10d各处死 3只恒河 

猴及第 14d各处死另 3只恒河猴，并取肺组织存一3O 

℃。病毒感染前分别留血液、鼻咽拭子、肛拭子和 

尿液作为对照。病毒分离程序为：将组织制成 10％ 

匀浆或分泌物离心上清，取 0．2mL／孑L，接种到已长 

成单层的 24孑L细胞培养板内，每份标本接种 4孔， 

37℃、5％CO2培养，观察细胞病变，未病变标本盲 

传 3代并作间接免疫荧光检测。 

1．4 病理检查 

取处死后恒河猴的肺、肝、肾、脾、心脏和脑 

组织，常规病理固定、HE染色，光镜下观察。 

1．5 病毒核酸检测 

上述病毒分离材料 (包括 SARS CoY NS．I株) 

用TRI zol RNA抽提试剂(Invitrogen生命公司)抽 

提 RNA，所提 RNA溶于 20p．L无 RNA酶的水中备 

用。逆转录过程为：组织 RNA或 SARS CoV NS一1 

株 RNA 4 ，加 Oligo(dT)(O．5pg／pL)2pL补水 

至 1O．5儿 ，65℃变性 10min，后立即至冰浴，依次 

加入 5×逆转录缓冲液 4 、0．1mol／L DTT2 、 

O．01mol／LdNTP2gL、RNasin(40U／gL)0．5pL及 AMV 

(5U／pL)1儿 ，43℃水浴 1h，后立即至冰浴。取 

cDNA5pL、10xTaq酶缓冲液 5pL、dNTPs(0．Olmol／ 

L)2p．L、引物 1，2各 1 (序列见下)、Taq酶(2U／pL) 

1 ，补水至总体积 5O 进行 PCR扩增，反应参 

数为：94℃2min：94℃10s／55℃30s／68℃3min，共 

1O个循环；94℃10s／55 oC30s／68 oC3min，共 25个循 

环，后 68℃7min延伸。引物序列为：5'CAGAGT-FG 

TGG1 TCAAGTG 3。(21431-21450)和 5'CACAGA 

GTAATCAGCAACAC 3。(22538-225 19)。反应产物 

经含 EB的 1％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在 1．1kb处出 

现特异性核酸扩增带者为阳性，反之阴性。正常组织、 

病毒标准株分别作阴阳性对照。 

1．6 间接免疫荧光检测 

感染细胞滴片晾干，冷丙酮固定 30min，将己 

灭活的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的恢复期病人血清标 

本适当稀释后分别滴加到细胞抗原片上，置 37℃湿 

盒中孵育 30min，冲洗，PBS液中振荡洗 3次，晾 

干。然后加 FITC羊抗人 IgG荧光抗体，同前常规 

孵育、冲洗、晾干并封片，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染 

色结果。胞浆或胞膜上出现翠绿色荧光者为阳性， 

桔红色者为阴性。 

2 结果 

2．1 感染恒河猴的表现 

SARS CoV NS—I株感染恒河猴后，2只感染恒 

河猴出现一过性体温升高(39．5℃，高于猴体正常体 

温 38．0℃)。X光片显示肺部出现轻度片状浸润性阴 

影(见彩版 I图 1)。14d后病毒感染组和非感染组均 

未发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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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感染恒河猴的不同组织光镜观察 

病毒感染组肺组织表现为肺泡I’ElJ隔埔宽．f】大 

淋巴细胞、单坎细胞浸润，脯池脞商渗 其至 

形成透刚膜样物；多个肺泡J1=；成机化性肺炎的表 

现 感染组6只噎河猴肝组织均lJI处较大的坏死 上l一， 

并伴柯大量炎性细胞浸涧 l阿感蛰组 他组织末吧 

片常 1寸非感 组肺、肝等组织术 上述痫 性 

芹常 (见彩版 J圈2．A～D) 

2 3 感染恒河猴的不同组织内病毒的检测 

嫡毒感染后 埘 iM猴 旧 问、1 Ⅻ组织进 

行病毒分离，酉传_二代未见叫瞳的 I胞痛变 免 

疫荧光愉删有病礴抗原存在 (处彩舨 I 3) 用 

SARSCoV 3。末端特异。 引物埘r J 匿代衷栋NS一】株 

进 扩增，结果 1 特异一 引物可扩增出特异r『 

段 (约 1 Ikb) 其大小与理论直 ‘致．而用法rj1物 

刘来感染的Vero细胞进行RT-PCR扩增未 特升性 

片段 f见圈4)。JIJ建 - 的 SARSCoVRT-PCR方浊 

埘分离十恒河弦 同时间的不同纰织进行榆删．}lL 

柴 表 】 

罔4 RT-PCR对恒河糇 阿组 。t，SARS CoV 斡删 

Fig 4 klenfification of SARS CoV RNA in differenl[Jsslleg 

of nlilcacLt rhe~tl by RT-PCR 

L~w．cI：Negative control：Lme 2：SARS C NS-l stg~llR I l_c1 P(RMark 

，21X~bpl Lane 5 ．BI s e L)f -Iltr,at laeces and un1]c~I：ll 

Tnaca rhesus ill lk gmups w disinf~cling SARS CoV I{l几c 4 

Blt,uds c l of se-th roal l'a~ces；md urines ii r l11．1 “rh Il _几Ihe 

group wIIh infeClinR SARS C0V 

豪I 晤 糯不同时l___ f、网 纵·I-SARS CoV晌掩删 

Table I Determination of SARS Co＼／RNA in different time and tissues ol’l1lacaca rhe us 

Nose-throat secrem~d J 
一  

型 ! 0 
— —

LL̈ 。 

! ! ’，! - ! 
一  。  一  ·  

一  +  

。  十 ‘ 一 - + 

一  。  

-  一  ^  

。 。。 ’posilire amplificaliOn of SARS Co V negative amptiI'icalion ol SARS CuV 

3 讨论 

严露急性呼吸道综合征 (SARS J是 一种以呼 

吸道传播为主的急性传染病，该病I 抹丰婴表现为 

发热、于咳、肺 影等，卡醴推临床 现、嫡 不 

洋及临沫抗感染治疗澉粜不佳等特J 命名为 一 

典掣悱肺炎”(atypical pneumonia．APj 术嫡传染 

性强． j病人密七u接触的医务凡员魁术病的哥危人 

群 由F患者呼啦系统受损 I走突出．产生严 呼 

吸窘迫，摊世界 生组织介{_『i：rf前 球 SARS病 

的璃死率 24岁以下<1％．25岁～44岁为6％ 45 

岁～64岁为 15％，65岁以上为 50％共至更高 

闻此，SARS’随河舔模型的进 可⋯r SARS毁病 

机 的讲究，【 为抗 SARS药物的啼选和抗 SARS 

疫I 的4，教评价提供 r新的于段 

酊已 獭、雩貂 l、乳鼠I I等I U J 絷 SARS 

CoV，_jJ起动物的发病干̈地亡．j-从感 动物川讳J 

水 观祭到冠状病毒颡粒．f[I不H 战⋯ 较轻微 

类姒人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综 址的症状 ，茼'"
．Jlgl} 

丹医 巾·IL,~I香港走学等 ’̈j 株 SARS死l 出荷 

分离的SARSCoV．以、，croE6 腿培养 按种阿 I、I 

jj6：黻，3d后确：搬 }肌 昏li难及短时JH_发吩，媾rI]·只 

接种怕瓤4d出岘呼 道疗状；2一一6d后．r 从辨擞 

昀孽c1 憔鄯分离到病毒，经电镜和 RT-PCR柃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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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为SARS CoV；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Vero细胞， 

在猕猴感染 16d后查出SARS CoV的血清抗体，从 
一 只猕猴粪便中分离到 SARS CoV，一只猕猴尸检 

发现有肉眼可见的严重多灶性肺实变，并能在肺组 

织中检测并分离出SARS CoV。 

本研究用 SARS CoV NS—I株感染恒河猴，虽然 

感染猴未出现类似 SARS患者的发病特征，但在感 

染猴的血液、鼻咽分泌物、粪尿及肺组织中均分离 

出病毒，并且 PCR方法也证实了恒河猴感染 SARS 

病毒，在病毒感染后第2d和第 5d的血液、第 3d、 

5d、7d、9d的鼻咽分泌物、第 3d的粪、第 5d的粪 

尿以及肺组织中均检测到 SARS—CoV RNA。由于 

RT-PCR法检测临床标本如血液、痰液、咽拭子、嗽 

口水中SARS—CoV阳性率偏低，一般只在 30％左右， 

报道阳性率较高的约 70％ J，SARS—CoV RNA阳性 

判断标准：应用 PCR方法，符合下列三项之一者可 

判断为检测结果阳性；(1)至少需要两个不同部位的 

临床标本检测阳性(例：鼻咽分泌物和粪便)；(2)收集 

至少间隔 2d的同一种临床标本送检检测阳性(例：2 

份或多份鼻咽分泌物)；(3)在每一个特定检测中对原 

临床标本使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或重复PCR方法检 

测阳性 。本研究恒河猴体内病毒检测的结果符 

合上述标准。另外，光镜观察发现，病毒感染猴的 

肺、肝均出现类似临床 “非典型性肺炎”相应组织 

的病理改变 L̈ J。这说明我们建立的 SARS恒河猴 

模型是成功的。此外我们也已成功地将此模型用于 

SARS CoV灭活疫苗的免疫保护、安全性以及免疫 

增强试验的评价，有关 SARS CoV灭活疫苗在猴体 

内的抗 SARS CoV效果将在另文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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