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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北京市２００１

２００３年３１４１例儿科急性

呼吸道感染中副流感病毒的研究
王芳赵林清邓洁朱汝南钱渊

【摘要ｌ

目的探讨应用传代狗肾细胞（ＭＤｃＫ细胞）进行副流感病毒（Ｐ『ｖ）的分离，了解近年

来北京地区儿科急性呼吸道感染中Ｐｌｖ的感染状况。方法

收集２００１年１月至２（｝０３年１２月急性

呼吸道感染患儿的临床标本３１４１例，应用微量细胞培养法比较ＭＤｃＫ细胞与传代猴肾细胞（ｖｃｒ０细
胞）用于分离ＰＩｖ的敏感性；所有标本接种于ＭＤｃＫ细胞，结合血凝试验及间接免疫荧光法进行ＰＩｖ
检测。结果ｖｅｍ细胞ＰＩｖ分离阳性的标本在Ｍ【）ｃＫ细胞中也得到阳性结果；３１４１例标本中ＰＩｖ
阳性９４例（３ Ｏ％）。“９１例卜呼吸道感染患儿标本中ＰＩＶｌ ３５例（２．９％），ＰＩＶ３儿例（０ ９％）；１６３４
例下呼吸道感染患儿标本中ＰＩＶｌ １５例（０ ９％），ＰＩＶ３ ２４例（１ ５％）；２０７倒支气管哮喘患儿标本中
ＰＩｖ阳性３例（１ ４％）；３８例发热患儿中ＰＩｖ阳性１例；７１例其他标本中ＰＩｖ阳性５例。结论利用
ＭｎｃＫ细胞可进行ＰＩｖ的分离；北京地区儿科急性呼吸道感染中ＰＩｖ感染是原因之一。
【关键词】副流感病毒；急性呼吸道感染；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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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流感病毒（ｐａｒａ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ｖｉｒｕｓ，ＰＩＶ）感染的

应用传代狗肾细胞（ＭＤＣＫ细胞）进行流感病毒分

明确诊断依赖于实验室的病毒分离［常用原代或传

离过程中发现应用该细胞也能分离到ＰＩｖ，因此，本

代猴肾细胞（ｖｅｍ细胞）］及免疫荧光实验。我们在

研究首先应用微量细胞培养法比较ＭＤＣＫ细胞与

ｖｅｒ０细胞在ＰＩｖ分离过程中的敏感性，然后结合血
基金项目：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Ｊｓ９６００４）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２０北京，首都儿科研究所病毒研究室北京巾
感染与免疫中心实验室
通讯作者：钱渊

凝试验（ＨＡ）以及间接免疫荧光（ＩＦＡ）等方法进行

北京地区婴幼儿急性呼吸道感染中ＰＩｖ感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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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

４５

（Ｐ＞０．０５）。
材料与方法

１标本收集及处理：３１４ｌ份急性呼吸道感染患

衰ｌ

ＭＤ（’Ｉ（细胞与％ｒｏ细胞病毒分离敏感性比较

”管耥描现＆茹青潲躲闻

阳螽尊本簇
咽拭子

第５天弱件ｊ性．第８天洲第５天弱阳性，第８天卅

咽拭子

第９天卅

第９天｝＿１－

咽拭子

第９天洲

第９天卅

集（咽拭于标本１２２３份，鼻咽分泌物标本１９１８份）。

咽拭子

第５天＋＋，第８天洲

第５天弱阳性，第８夭洲

患儿的年龄从生后１０天到１３岁。３１４１份标本中

鼻咽洗液第４天删

第４天弱阳性

鼻咽洗液第６天＋

第６天＋

咽拭子

第６天＋

第６天＋

管炎）患儿标本１１９１份、下呼吸道感染（急性支气管

鼻咽洗液第９天＋

第６天＋

炎、毛细支气管炎、肺炎）患儿标本１６３４份、支气管

鼻咽洗液第８犬＋

第８无＋

鼻咽洗液第５天，第８天Ｔ｝＿｛

第５天弱阳性．第８天Ｍ

儿咽拭子及鼻咽分泌物标本于２００１年１月份至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份从本所附属儿童医院门诊、病房收

包括上呼吸道感染（急性咽炎、喉炎、扁桃体炎及气

哮喘患儿标本２０７份、发热患儿标本３８份、其他（临
床诊断为病毒性脑炎、抽搐待查等）患儿标本７１份。
标本上清液参照文献分离病毒“ｏ。
２

ＭＤＣＫ细胞分离Ｐｌｖ的敏感性检测：以

ｖｅｒｏ细胞作为对照，按照文献进行ＭＤｃＫ细胞分
离ＰＩＶ的敏感性检测”１：将ｖｅｒ０细胞或ＭＤＣＫ细

胞传代于微量细胞培养板，待细胞生长到单层后，将

湖季｜吾；蛐雠噼蛳季ｉ ；踟

３．ＰＩｖ的年度及月份分布：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ＰＩｖ
检出率分别为２．６％、１．５％、４％，各年度不同月份的

ＰＩＶ检出率无明显的规律性（图１）；不同年度ＰＩＶ
亚型分布见图２，在２００１年以ＰＩＶ３为主，而２００３
年以ＰＩＶｌ为主。
１４

所收集的７０２份标本上清分别接种于微量细胞培养

１２

板，观察细胞病变，于第３一１４天间断进行ＨＡ。
３．ＰＩＶ的分离：将标本接种于单层ＭＤｃＫ细胞
中，观察细胞病变，于第３

１４天用０．７５％的豚鼠红

＾１０

孽８

攀ａ
划４

血球进行ＨＡ。

２

４．间接免疫荧光法（ＪＦＡ）鉴定副流感病毒：ＨＡ

０
３

阳性标本进一步用ＩＦＡ进行鉴定。ｊＦＡ试剂盒为
１ ｖｉｍｌ ｓｃｒｃｅｎｉ“ｇ ａｎｄ １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１

ｋｉｔ（美国ｃｈｅｎｌｉｃｏｎ公司产品），按试剂盒操作

圈ｌ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ｐａｎｅｌ
ＩＦＡ

说明进行。

５

２００２

７

９

１

２００３

Ｐｌｖ阳性检出率（％）

２

结

Ｏ

果

８

１

ＭＤｃＫ细胞分离ＰＩｖ的敏感性检测：在７０２

份标本中，经ｖｅｍ细胞病毒分离显示ＨＡ阳性的
１０例标本经ＭＤｃＫ细胞分离培养后均显示ＨＡ阳
性，ＩＦＡ鉴定其中的３例为ＰＩＶｌ、７例为ＰＩｖ３。２

份标本在ＭＤｃＫ细胞上比在Ｖｅｍ细胞上出现ＨＡ

６

＾母『）静王蛙

４

２
Ｏ
３

２病毒分离及ＩＦＡ鉴定：３１４ｌ例标本ＭＤｃＫ

７

ｊ

９

５

７

９

３

２００ｌ

阳性需要时间短；２份标本在ｖｅｒ０细胞上比在
ＭＤｃＫ细胞上出现ＨＡ阳性需要时间短（表１）。

５

图２

５

７

９】】月

２００３

午

Ｐｌｖｌ、ＰｌＶ３阳性检出率（％）

讨

论

细胞病毒分离及ＩＦＡ鉴定结果见表２。分别对上、
下呼吸道感染患儿标本中的ＰＩＶｌ和ＰＩｖ３刚性检

分离ＰＩＶ以原代猴肾细胞最为敏感。一些传

出率进行Ｙ２四格表检验，结果显示在上、下呼吸道

代细胞系，如Ｖｅｒ０、ＬＬｏＭＫ２等细胞也被广泛应用

感染标本中ＰＩｖｌ阳性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于ＰＩｖ的分离““。我们在应用ＭＤｃＫ细胞进行

（Ｐ＜Ｏ．００５），ＰＩｖ３阳性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流感病毒分离过程中发现部分标本ＨＡ阳性，但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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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抑制试验排除了流感病毒，进～步应用ＩＦＡ确定

感染进行季节性分析，结果显示：２００１年１月至

为ＰＩＶ。针对ＭＤｃＫ细胞能够分离ＰＩｖ．本文应用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不同年度各月份ＰＩｖ检测阳性率无明

微量细胞培养法对ＭＤｃＫ细胞及ｖｅｍ细胞分离

显规律性。本研究结果提示北京地区２００１年ＰＩｖ

ＰＩＶ的敏感性进行了比较，结果提示用ｖｅｒｏ细胞分

感染以ＰＩｖ３为主，尤其在４月份ＰＩｖ３榆出阳性率

离ＰＩＶ阳性的标本在ＭＤｃＫ细胞中也得到阳性结

达到８ ３％；而２００３年ＰＩｖ感染以Ｐ１ｖｌ为主，在１０

果。因此应用ＭＤｃＫ细胞可达到同时分离流感病

月份ＰＩｖｌ检出阳性率达到１１．３％。

毒和ＰＩｖ的目的，既省时、省力、节省耗材，又因减

少操作步骤而降低＿ｒ污染的机会。

本次研究显示，可以利用ＭＤｃＫ细胞进行临床

标奉ＰＩｖ分离；通过对北京地区儿科急性呼吸遭感

ＰＩｖ感染可引起多种呼吸道疾病，是婴幼儿期

间重要的呼吸道感染病毒病原。ＰＩｖｌ是引起儿童

染中ＰＩｖ感染状况的研究，可为儿童急性呼吸道感
染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上呼吸道感染如喉炎等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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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ＰⅣ３感染缺乏明显的季节性“Ｊ。本研究对ＰＩｖ

·疾病控制·
一起山茱萸叶毛引起接触性皮炎的报告
昊建霖
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４日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城关镇地坝村

２．５ ｃｍ；单叶对生，卵形至长椭圆形，长５～１０ ｃｎｌ，宽３～

大兴寨和三岔村猴子箐两村民组２７个村民，因接触山莱萸

５

的叶毛后出现以皮肤暴露部位为重的急性炎症反应。本次

偶被极细毛，背面被白色伏毛，较密，脉腋有黄褐色毛丛，侧

发病村民均有与山茱萸叶毛直接接触史，接触后２０分钟至２

脉６～８对，弧形平行排列。背面毛从显微镜下两型，壁粗糙，

小时内相继发病，起病较急，最初剧烈瘙痒，继而出现以皮肤

具疣，头尖细。一种为髯毛，基部粗１ ９～２２”ｍ，在离基部

暴露处为重的全身性红色斑疹、丘疹、荨麻疹（边界清楚，直

８０～２０２“ｍ处长出分叉，短的１６２～４８６“ｍ，长的４５３～

径＜Ｏ ５Ⅱｎ），患者均无头痛、头昏、咳嗽、恶心、腹痛或腹泻

７０２“ｍ，弯曲，黄褐色，成熟后无色；另一种为细长梭形毛，粗

等症状，体温正常。经及时给予患者扑尔敏、地塞米松和维

３０～３５ Ｈｎ－，长２８０～６７０“ｍ，中间黄褐色，成熟后无色。山茱

丁胶性钙治疗后，症状消失，部分患者脱离接触山茱萸后不

萸为药用植物，其果寅供药用。经鉴定，证实本次发病是由

经治疗病情也可自愈，不接触者不发病。

山茉萸的叶毛直接接触皮肤后引起的接触性皮炎。为防止

山茱萸科植物山莱萸（翰ｒ月“５ ｏ，ｍ抽。陆ｓＩｅｂ

ｎ

ｚｕｃｃ）

生长于向阳山坡灌从中．溪旁或阴湿沟畔，植株高４～７ ｍ，多
年生落叶小乔木或灌木。嫩枝绿色，老枝黑褐色，叶柄长ｌ～

ｃｍ，先端渐失，基部楔形，全缘，上面疏生平贴毛，近光滑，

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刘美华主任医师、张良治副主任医师等对本次调查给
予指导与帮助，谨此致谢）
（收稿阿期：２００５ ０９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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