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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汉坦病毒和恙虫病东方体复合感染的
组织细胞培养研究
许可

邓小昭

【摘要】

目的

孔晶

刁振宇

钱俊英

谈永飞

张矛

曹广文

了解汉坦病毒（Ｈｖ）和恙虫病东方体（Ｏｔ）在宿主体内共生情况。方法

Ｅ６细胞体外培养法研究ＨＶ、Ｏｔ在宿主细胞内共生特征。结果

Ｖｅｒ０

张云

采用

５组感染Ｖｅｒｏ Ｅ６细胞体外培

养检测结果发现：先后、同时和单纯实验感染的５组细胞中，ＨＶ和Ｏｔ先后、同时接种感染组在细胞
传至第３代时检测均见有Ｈｖ和０ｔ的双重感染，阳性率随传代次数增加而增加。而ＨＶ和０ｔ单纯
分别感染组细胞传第２代时即可检测到ＨＶ和Ｏｔ，阳性率亦随传代次数的增加而增加。在传代培养
中单纯感染组的阳性率均显著高于先后和同时感染组。其结果均用ＰＣＲ和ＲＴ—ＰＣＲ进行了基因鉴
定。结论研究结果提示Ｈｖ和０ｔ可在同一宿主细胞内共生，在感染初期有相互抑制作用；对ＨＶ
和ｏｔ的流行病学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汉坦病毒；恙虫病东方体；宿主；组织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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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综合征出血热（ＨＦＲＳ）和恙虫病分别为汉坦

病，在我国广泛流行‘１’２｜。近年来调查发现江苏省

病毒（Ｈａｎｔａｖｉｒｕｓ，ＨＶ）和恙虫病东方体（ｏｒｉＰ”￡钯

北部、山东省等地区同时存在ＨＦＲＳ和恙虫病流行

￡ｓ乱ｆ“渺优“如ｉ，Ｏｔ）感染危害严重的自然疫源性疾

区，并有“四同”现象［同一地区，同一季节（秋冬型），

同一宿主（黑线姬鼠），同一媒介（小盾纤恙螨）］【３ ｏ。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３０４７１４９１）；江苏省自然
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ＢＫ ２００５００５）；全军医学“十一五”科技攻关资助
项目（０６Ｇ６５）

因此，进一步研究ＨＶ和Ｏｔ可否同时存在于同一媒
介和宿主中，对ＨＦＲＳ和恙虫病的预防有重要的流

作者单位：２１０００２南京军区联勤部军事医学研究所（邓小昭、孔

行病学意义。２００４年我们用ＨＶ和Ｏｔ先后交替感

晶、刁振宇、张云）；南京医科大学（许可）；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染实验鼠发现Ｈｖ和Ｏｔ可在实验鼠中双重感染并

（钱俊英）；江苏省宜兴市人民医院（谈永飞、张矛）；解放军第二军医

分别定位于鼠的肺脏和脾脏。１９９５年日本学者

大学（曹广文）
通讯作者：张云，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ｙｕｎｌｌｌ＠ｓｕｈｕ．ｃｏｍ；曹广文，Ｅｍａ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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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细胞。为进一步了解ＨＶ和ｏｔ共生意义，我们

培养液３ ｍｌ过夜，次日换维持液３—４ ｄ换液一次，培

用Ｖｅｒｏ Ｅ６细胞体外培养方法进行ＨＶ和Ｏｔ实验

养６—７ ｄ后传代。传第２代始每次取细胞贴片用

感染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ＩＦＡＴ和Ｇｉｅｍｓａ检测ＨＶ和０ｔ感染。
２．ｏｔ、ＨＶ先后感染组：同上ＨＶ、０ｔ先后感染

材料与方法

组。将Ｖｅｒｏ Ｅ６细胞按１０５／ｍ１细胞数分别置于
一、材料

２５

ｍｌ培养瓶内，每瓶１ ｍ１，传代培养待细胞培养成

Ｅ６细胞购自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所。

单层后，先接种感染ｏｔ，次日接种感染ＨＶ。其接

７６—１１８株制备：感染小白鼠乳鼠第５代鼠脑，经

种、吸附、培养及Ｏｔ、ＨＶ感染检测均同上述ＨＶ、Ｏｔ

Ｖｅｒｏ
ＨＶ

研磨、冻融后，用Ｅａｇｌｅ’ｓ液制成１０％悬液，

先后感染组。

ｒ／ｍｉｎ离心３０ ｍｉｎ（４℃），取其上清液，ＴＣＩＤ，。

３．Ｈｖ、ｏｔ同时感染组：Ｖｅｒ０ Ｅ６细胞培养、接

测定病毒滴度为１５００ ＴＣＩＤ，。／ｍｌ，置一２０℃冰箱保

种、吸附及ＨＶ、Ｏｔ感染等均同上。其区别仅为ＨＶ

存备用。Ｏｔ毒株由郭恒彬教授惠赠，是福建省平潭

悬液和Ｏｔ脾悬液各０．５ ｍｌ，均匀混合后同时接种于

岛恙虫病疫区黑线姬鼠分离株。ｏｔ感染小白鼠检

Ｖｅｒｏ

４０００

Ｅ６细胞单层，吸附２ ｈ弃去换培养液。

测阳性的脾脏悬液ｗ／Ｗ，置一２０℃冰箱保存备用。

４．ＨＶ、Ｏｔ单纯感染组：Ｖｅｒｏ Ｅ６细胞培养、ＨＶ、

ＨＶ和ｏｔ检测材料：①ＨＶ陈株免疫血清效价

０ｔ接种、吸附及ＨＶ、ｏｔ接种后感染检测均同上述。

１：６４０，由安徽省医学研究所提供；②抗兔ＩｇＧ荧光

其区别，该细胞仅单纯接种感染ＨＶ或Ｏｔ。
（二）ＨＶ和Ｏｔ感染ｖｅｒｏ Ｅ６细胞ＰＣＲ检测

抗体为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产品；③Ｇｉｅｍｓａ染色材
料由南京军区联勤部军事医学研究所药供室提供，

鉴定：
１．ＨＶ—ＲＮＡ和Ｏｔ—ＤＮＡ模板制备：

检测方法见文献［５］；④蛋白酶Ｋ、溶菌酶等为上海

（１）Ｈｖ—ＲＮＡ的提取：取１０６／ｍｌ感染细胞悬液

生物工程公司产品；⑤ＨＶ ＰＣＲ扩增及检测：设计
ＨＶ

７６—１１８株的两个寡核苷酸引物，由上海Ｓａｎｇｏｎ

公司合成经ＰＡＧＥ纯化；正向引物５’一ＧＣＡ
ＴＣＡＴＧＴＧＡＡＧＣＣＴＴＴＴ（＞３

向

引

物

７（１１９９～１２１８ ｎｔ），反

５ ７一ＧＣＡＧＡＴＧＴＧＧＣＣＣＡＡＣＣＡＴＧ一３

７

ｍｌ，在一２０℃冰箱反复冻融３次每次１ ｈ，然后

２

ＲＴａｓｅ

１０×ＰＣ缓冲液，ｄＮＴＰｓ和Ｔａｑ

ＤＮＡ

ｒ／ｍｉｎ离心５ ｍｉｎ（４℃），取上清５００“ｌ置１．５ ｍｌ

１０００

微型离心管内，按文献［７］提取ＨＶ—ＲＮＡ制备ＲＮＡ
模板。
（２）ｏｔ—ＤＮＡ的提取：按文献［６］略加改变。①取

（１４７８～１４９７ ｎｔ）。ＰＣＲ扩增产物为２９９ ｂｐ；试剂
ＡＭＶ

。

１０６缸ｌ感染细胞悬液２ ｍｌ同上述方法冻融，

聚合酶为Ｐｒｏｍｅｇａ公司产品，ＰＧＥＭ一７ｚｆ／ＨａｅⅢ

１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取上清５００肛ｌ，加１×ＴＥ缓冲液，

Ｍａｒｋｅｒｓ为上海华美公司产品；⑥ｏｔ ＰＣＲ扩

５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５ ｍｉｎ，取沉淀；②加入４００肚ｌ裂解缓

ＤＮＡ

增及检测引物设计和合成参照郭恒彬等∞１根据０ｔ—

冲液［１０ ｍｍ０１／Ｌ Ｔｒｉｓ（ｐＨ值８．０），０．１ ｍ０１／Ｌ

ｓｔａ５６ＫＤａ外膜蛋白基因部位序列设计，由上海生物

ＥＤＴＡ，０．５％ＳＤＳ］，蛋白酶Ｋ １０肛ｌ（２０ ｍｇ／ｍ１）至终

工程公司合成。

浓度ｏ．５ ｍ彰ｍ１，混匀，加溶菌酶（４ ｍｄｍｌ）２肛ｌ，

二、方法

５０℃水浴６ ｈ；③加入等体积酚／氯仿／异戊醇（２５：

（一）ＨＶ、ｏｔ先后感染Ｖｅｒｏ Ｅ６细胞：

２４：１），混匀３—５ ｍｉｎ，５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５ ｍｉｎ，取水

１．ＨＶ、ｏｔ先后感染组：将Ｖｅｒｏ Ｅ６细胞按

相，重复③步骤２～３次；④取水相，加１／１０体积
ｍｏｌ／Ｌ ＮａＡｃ，ＲｎａｓｅＡ（１０ ｍｇ／ｍ１）至终浓度０．２５～

１０５／ｍｌ细胞数分别置于２５ ｍｌ培养瓶内，每瓶１ ｍｌ，加

３

含１０％胎牛血清１９９培养液２ ｍｌ，置３７℃温箱内传

０．３弘ｇ／肛ｌ，３７℃孵育３０ ｍｉｎ；⑤加２．５倍体积预冷的

代培养２ ｄ后待细胞生长成单层，弃去培养液取上述

无水乙醇，置一２０℃过夜；⑥１０

ＨＶ ０．５

１５

ｍｌ接种于培养瓶内，轻轻振摇待细胞面全

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

ｍｉｎ，沉淀用７５％乙醇洗涤２次（每次１０

０００

部接触ＨＶ悬液后，置３７℃温箱吸附２ ｈ弃去ＨＶ悬

ｒ／ｍｉｎ离心１０ ｍｉｎ），待乙醇挥发干净后，加２０“ｌ无菌

液，用Ｈａｎｋ液洗涤３次，加含１０％胎牛血清１９９培

双蒸馏水溶解，一２０℃备用。

养液３ ｍｌ。次日弃去培养液，加上述Ｏｔ脾悬液上清

２．ＲＴ—ＰＣＲ和ＰＣＲ扩增产物的纯化：

ｍｌ轻轻振摇待细胞面全部接触Ｏｔ液后再３７℃

（１）ＨＶ．ＲＮＡ ＰＣＲ反转录反应：在ＲＴ—ＰＣＲ

温箱吸附２ ｈ，弃去ｏｔ悬液加含１０％胎牛血清１９９

３０肛ｌ的反应体系中含ＲＮＡ模板５肛ｌ，ＡＭＶＲＴａｓｅ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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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０·

１肚ｌ（５ ｕ），１０×反应缓冲液３肛１，２．５ ｍｍｏｌ／Ｌ

８０％左右的细胞呈阳性。第５代细胞开始脱落难以

ｄＮＴＰｓ ４＿￡上ｌ，４０ ｌｕｌ ＲＮａｓｉｎ

１．５肛ｍｏｌ／Ｌ夕ｐ弓ｆ物１肛ｌ，将

再维持传代培养（图１）。ＨＶ和Ｏｔ先后和同时感染

此反应体系放人４２℃的温水中反应１ ｈ。反转录结

组，细胞在传第２代时，涂片检查未见阳性反应。传

束后，９４℃５ ｍｉｎ灭活反转录酶，自然冷却至３０℃。

第３代时涂片检查即有５％细胞呈阳性反应，传至

ＰＣＲ反应程序为：９４℃４０ ｓ，５５℃５０ ｓ，７２℃１ ｍｉｎ，

第４代和第５代（存活组）时，阳性细胞数显著增加

进行３８次循环，最后一次循环延长７ ｍｉｎ，取产物

（５０％～８０％）其阳性颗粒，ＨＶ多见于细胞核周围，

２肚ｌ用２％琼脂糖凝胶电泳紫外线下观察其阳性带。

而Ｏｔ则多见于细胞浆内。在５组感染ＨＶ和Ｏｔ细

（２）ｏｔ—ＤＮＡ ＰＣＲ：反应总体积为５０肚Ｉ，其中无

胞检测发现，在传代培养２代和３代时涂片检查其

ｍｍｏｌ／Ｌ

阳性率，先后、同时和单纯感染组差异显著（Ｐ＜

３肛ｌ；Ｔａｑ酶（５ ｕ似１）

０．０５），传至第４代后其感染细胞则无差异（Ｐ＞

菌三蒸水３６．７５肛１；１０×ＰＣＲ
Ｍｇｃｌ２２
０．２５

ｐ１；１０

ｍｍｏｌ／Ｌ

ｂｕｆｆｅｒ ５肛ｌ；１５

ｄＮＴＰｓ

ｐｌ；１０肛ｍｏｌ／Ｌ弓Ｉ物１１肛１；１０肛ｍｏｌ／Ｌ弓Ｉ物２１肛ｌ；

０．０５）。

ＤＮＡ模板１“１。反应条件：９４℃预变性５ ｍｉｎ，９４℃

表１

ＨＶ、０ｔ五种感染方式各组阳性率均数

变性３０ ｓ，５６℃退火１ ｍｉｎ，７２℃延伸１ ｍｉｎ，共３５个
循环，最后７２℃再延伸５ ｍｉｎ。取ＰＣＲ产物３～５肚ｌ
进行２％琼脂糖电泳，紫外灯下可见３１７～３３２ ｂｐ带
者为阳性。实验同时设阳性和阴性对照。
（３）ＰＣＲ扩增产物的纯化：采用美国Ｍｉｌｉｐｏｒｅ
公司生产的ｕｌｔｒａｆｒｅｅ—ＤＡ，一步离心法从琼脂糖中
回收ＤＮＡ片段。做法：在紫外灯下切下包含目的
片段的琼脂糖胶条（约１００ ｍｇ），将胶条放入碎胶器

注：括号内数据为感染组／实验组

中，５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１５ ｍｉｎ，将碎胶器及Ｕｔｒａｆｒｅｅ—ＭＣ
取出丢弃，回收的产物留在回收管底部。加２．５倍体
积的无水乙醇一２０℃过夜，１０
１５

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

ｍｉｎ，去上清，沉淀用７０％乙醇洗２次，蒸干后，

加２０扯ｌ无菌三蒸水重溶，一２０℃冻存备用。
结

果

１．感染ＨＶ、Ｏｔ细胞生长情况：５组Ｖｅｒｏ Ｅ６细
胞分别先后、同时和单纯感染Ｈｖ和Ｏｔ。除单纯感
染组在分别接种感染ＨＶ和ｏｔ细胞可经传５代（每
代４—６ ｄ），第５代后细胞开始脱落、老化。先后和
同时感染组细胞接种感染第二天有５％～１０％细胞
脱落，镜下细胞生长缓慢，传至第２代时细胞生长恢
复正常，第４代细胞开始老化、脱落；较单纯感染组
细胞生长较差。
２．感染Ｈｖ、ｏｔ细胞阳性检测：５组Ｖｅｒｏ Ｅ６细
胞分别先后、同时和单纯感染Ｈｖ和ｏｔ后，其单纯
感染组于传第２代时取细胞涂片用ＩＦＡＴ和Ｇｉｅｍｓａ
检测有１０％左右细胞呈阳性反应（表１）。ＨＶ感染
细胞ＩＦ阳性颗粒分布于细胞核周围；而ｏｔ多为球

图１

ＨＶ和Ｏｔ感染Ｖｅｒｏ Ｅ６细胞２０天后ＩＦ检测的
ＨＶ（上）和Ｇｉｅｍｓａ染色检测的０ｔ（下）图像

杆状，也有球形、短杆状、长杆状，位于胞浆内或靠近

３．感染ＨＶ、０ｔ的细胞用ＰＣＲ检测鉴定：取上

核旁呈紫蓝色成堆排列，以细胞浆多见。以后随着

述５组感染ＨＶ和Ｏｔ的Ｖｅｒｏ Ｅ６细胞，用ＩＦＡＴ和

传代次数的增加而阳性率增加；当传第４代时即有

Ｇｉｅｍｓａ检测ＨＶ和Ｏｔ感染阳性细胞分别提取Ｈ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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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ＮＡ和Ｏｔ—ＤＮＡ制备ＲＮＡ和ＤＮＡ模板。用方法

胞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相互抑制作用，可能是竞争

中各自引物扩增序列。取产物５肚ｌ电泳溴化乙锭

细胞表面的作用受体；而在细胞传至第４代时，感染

（ＥＢ）染色。结果凡ＩＦＡＴ和Ｇｉｅｍｓａ检测阳性的细

阳性率已无显著差异，可能是病原体经过一定的入

胞提取的ＨＶ—ＲＮＡ，用组引物扩增后均有２９９ ｂｐ的

侵阶段，在细胞内有不同的定位，可以各自繁殖造

阳性带（图２）；提取的Ｏｔ—ＤＮＡ经引物１和２个扩

成。而ＨＶ、Ｏｔ以不同方式复合感染的各组间，细胞

增后均见有３１７～３３２ ｂｐ的扩增带（图３）。

感染阳性率未得到统计学差异。一种病原体的优先
感染并未抑制另外一种病原体的感染，一方面说明
ＨＶ和Ｏｔ对ｖｅｒｏ Ｅ６细胞的感染能力没有明显的
强弱之分，另一方面说明这两种病原体的同时存在
彼此毒力不会削弱。
本研究在实验动物小白鼠体内检测到ＨＶ、Ｏｔ
的复合感染，在此研究基础上，成功地进行了Ｖｅｒｏ
Ｅ６细胞的Ｈｖ、Ｏｔ复合感染，这一研究为证明自然

１：阴性对照组；２：阳性对照组；３：ＨＶ、Ｏｔ先后感染组；４：０ｔ、
ＨＶ先后感染组；５：Ｈｖ、０ｔ同时感染组；６：ＨＶ单纯感染组
图２

ＨＶ和ｏｔ感染５组ｖｅｒｏ Ｅ６细胞２０天后
Ｈｖ

ＰＣＲ检测结果

界中存在ＨＶ、Ｏｔ的复合感染提供了初步依据，但需
要得到自然感染的研究资料，才能进一步明确这两
种病原体在自然界中对同一宿主的复合感染存在的
可能性，以及感染后病原体在媒介和宿主体内的繁
殖情况等。
该研究结果对探讨出血热和恙虫病自然疫源地
的维持有重要的流行病学意义。在ＨＦＲＳ和恙虫
病的疫区，应考虑同时监测ＨＶ、Ｏｔ的同一宿主和媒
介携带这两种病原体，可能条件下对相应临床患者
进行两种病原体的检测。

１：Ｏｔ单纯感染组；２：ＨＶ、Ｏｔ先后感染组；３：Ｏｔ、ＨＶ先后感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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