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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病病毒致病机制研究概况
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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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受体的结合饱和后可以抑制５０％ａ一银环蛇毒素（Ａｃｈ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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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一受体相互反应的分子基础可能是由于蛇神经毒素同
ｎＡＣｈＲ结合部位的氨基酸序列和ＲＶ Ｇ的相应区段（１８９～

１０００５２．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一种高亲和配体）结合或接近位于受体的ｎＡＣｈＲ结合处。

ＲａｂｉｅＳ ｖｉｒｕｓ；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２１４）的氨基酸序列高度同源。来自ＲＶ Ｇ和同源的银环蛇
毒素的２个相应肽段被合成，并且用于测试与ｎ一银环蛇毒素

狂犬病病毒（ＲＶ）是一种高度嗜神经性病毒，由ＲＶ引
发的狂犬病通常是一种急性致死性神经系统损伤性疾病。
Ｒｖ通过周围神经末梢和中枢神经系统（ＣＮＳ）的神经元进行
病毒的复制和传播。绝大多数狂犬病例ＣＮＳ病理学表现为
急性脑脊髓炎，常常没有显著的显微镜下改变，脑部可以轻
度肿胀，脑膜和脑实质血管轻度充血并伴有少量炎症细胞浸
润，这也是其他急性病毒性脑炎常见的共同表现。狂犬病脑
炎更为独特的是病理学改变不明显，即便是长潜伏期病例也
是如此，提示ＲＶ在神经系统以外的器官长期存在或潜伏期
中缺乏宿主的免疫反应。
在感染细胞中，ＲＶ基因组单股副链ＲＮＡ转录成５个单
顺反予ｍＲＮＡ，瑚ＲＮＡ在细胞浆中进一步翻译成为５种病毒
结构蛋白，即核蛋白（Ｎ）、磷蛋白（Ｐ）、基质蛋白（Ｍ）、糖蛋白

竞争结合ｎＡＣｈＲ的能力，结果发现２个肽段竞争性与ａ一银环
蛇毒素结合，其亲和力可以与其相应的类胆碱能配体相比。
这些发现表明ＲＶ Ｇ相应区段与ｚｎＣｈＲ或靠近受体的
ｎＡＣｈＲ结合部位相互反应。ＲＶ与ｎＡＣｈＲ或其他神经元蛇
神经毒素蛋白的结合与病毒的嗜神经特性有关。

Ｎ洲（ＣＤ５６）主要在成熟肌细胞和神经肌结合处以三

种异构体形式表达。Ｔｈｏｕｌｏｕｚｅ等瞳１发现对ＲＶ敏感的细胞
系的表面表达ＮＣＡＭ（ＣＤ５６），而抵抗ＲＶ感染的细胞系则相
反；与Ｒｖ共同辅育的细胞其表面ＮＣＡＭ的表达将减少，硫
酸乙酰肝素（ＮＣＡＭ的配体）或抗ＮＣＡＭ的抗体处理过的敏
感细胞感染ＲＶ的能力将大大降低，这些均支持ＮＣＡＭ有可
能是ＲＶ的受体。
稳定表达ｐ７５ＮＴＲ的ＢＳＲ细胞能够结合可溶性ＲＶ

Ｇ

（Ｇ）、ＲＮＡ聚合酶（Ｌ），基因组ＲＮＡ同时也转录为全长的与

（Ｇｓ）和表达ＲＶ Ｇ的昆虫细胞。ＲＶ Ｇ结合ｐ７５ＮＴＲ的能力

ＲＮＡ分子的互补链，作为基因组ＲＮＡ复制的子代模板。新生

依赖于Ｇ抗原第Ⅲ区段３３０位赖氨酸和３３３位精氨酸的存

的病毒Ｎ、Ｐ和Ｌ在细胞浆中与子代ＲＮＡ分子装配形成螺旋

在，目前已知Ｇ抗原第Ⅲ区段控制ＲＶ侵入成年鼠的运动和

状基因组核衣壳蛋白（ＲＮＰｓ），Ｍ与ＲＮＰｓ结合形成紧密盘绕

感觉神经元。表达ｐ７５ＮＴＲ的ＢｓＲ细胞可以允许非适应感

的ＲＮＡ——蛋白质骨架，使得ＲＮＰＳ成为从浆膜或感染细胞

染ＢＳＲ细胞的狐狸分离的ＲＶ感染，而神经生长因子（ＮＧＦ）

内质网芽生的子代病毒粒子。来自细胞膜的Ｇ包裹芽生的子

则降低这种感染。在感染的细胞中，ｐ７５ＮＴＲ可以与ＲＶ

代病毒完成了病毒从浆膜最终的装配和释出。ＲＶ在体内的

结合，并且可以与抗ＲＶ Ｇ的单抗发生共沉淀，因此推测

移行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从咬伤部位侵入，在伤口附近的

口７５ＮＴＲ是ＲＶ的受体口ｏ。

横纹肌细胞内小量增殖，然后从横纹肌细胞侵入邻近的神经
末梢，最终必须进入ｃＮｓ才可能引起狂犬病的症状。

Ｇ

由于体外不同宿主来源的广泛的非神经元细胞均可被
Ｒｖ感染，一定还存在着绝大多数细胞表面都具有的受体。

１，病毒在咬伤部位侵入：体外实验已经证实肌肉表面的

ＲＶ致病性与Ｇ蛋白序列之间的关系通过比较不同Ｇ蛋白

烟碱样乙酰胆碱受体（ｎＡＣｈＲ）、神经细胞黏附分子（ＮＣＡＭ）

基因构建的重组病毒的致病性得到证实：减毒疫苗株ＳＡＤ

和Ｐ７５嗜神经受体（ｐ７５ＮＴＲ）结合Ｒｖ和／或促进ＲＶ进入细

（ｓｔｒｅｅｔ ａｌａｂａｍａ ｄｕｆｆｅｒｉｎ）通过周围组织途径感染几乎不致病，

胞。此外，细胞膜的其他成分，如神经节苷脂，可能也参与

将ＳＡＤ株Ｇ蛋白替换为高致病性ＣＶＳ（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Ｒｖ的侵入，但有关这些分子的体内作用目前所知甚少。

ｓｔｒａｉｎ）株Ｇ蛋白，ＳＡＤ则恢复毒力并且重组的病毒致病性增

ｖｉｒｕｓ

培养感染有Ｒｖ的肌细胞时，病毒复制前或复制后都发

强，但与ＣｖＳ原始株相比，病程延长，表明除了Ｇ蛋白还有

现病毒抗原与ｎＡＣｈＲ出现在同一位置，用ｎＡＣｈＲ的配体对

其他影响因素¨１。已经证实Ｇ基因缺失的ＲＶ丧失了在细

细胞进行预处理后，细胞感染明显减少Ｈｏ。放射物质标记的

胞培养和感染鼠的传播能力¨１。然而，尾部缺失Ｃ末端或切

ＲＶ直接附着在亲和层析纯化的ｎＡＣｈＲ已经得到证实，病毒

去顶端的重组ＲＶ也显示减毒‘６Ｊ，这种重组ＲＶ细胞培养的
感染滴度降低了６～１０倍，表明完整的尾部结构对于Ｇ蛋白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５２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
制所

整合成为病毒粒子是重要的。
有关病毒与受体结合的区域和在受体上结合位点的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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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有助于发展相应病毒感染的治疗策略，特别是感染ＣＮＳ
或通过基因漂移侵入免疫系统的病毒病的治疗，这种治疗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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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至神经元的速度。
Ｒｖ

Ｐ蛋白，尤其是Ｐ蛋白１４３～１４７位氨基酸，与相对

略包括发展能够通过血脑屏障或抑制病毒结合的抗病毒药

分子质量（Ｍ，）ｌＯｘ １０３细胞浆动力蛋白轻链（ＬＣ８）反应强

物的发展和应用。

烈¨…。ＬＣ８是细胞浆动力蛋白和肌浆球蛋白的主要成分，神

２．病毒侵入神经元：ＲＶ是一种适宜于神经系统的致病

经轴索中基于肌动蛋白的囊状运动对于ＲＶ在ＣＮＳ中的扩

原，被感染的动物咬伤后，ＲＶ通过神经肌结合处的运动神经

散非常重要。Ｐ与ＬＣ８发生反应的保守部位氨基酸序列如

元或神经束的感觉神经进入神经系统，然后从一个神经元进

果发生缺失突变，同时Ｇ的３３３位精氨酸发生替换，则表现

入下一个，沿着脊髓进人脑和唾液腺，动物唾液腺分泌病毒

出鼠的神经毒力降低‘１…。有趣的是Ｐ蛋白与ＬＣ８结合的部

并且可以通过撕咬将病毒传播给下一个宿主。因此，保持神

位变异后，通过肌肉接种途径将病毒感染乳鼠时，病毒则保

经网络的完整性对于病毒的传播非常重要。ＲＶ成功侵入神

留原始的致病性。这表明ＬＣ８在幼鼠中是一种非依赖性的

经系统是基于被感染的神经元存活的基础上一个危险策略，

将病毒从周围神经传播至ｃＮＳ。狂犬病潜伏期的长短取决

这种策略包括避免病毒引起的细胞凋亡和对感染发生反应

于病毒从外周神经到达ＣＮＳ的运动，街毒实验显示绝大多

的侵入ＣＮＳ的Ｔ细胞的破坏…。

数长潜伏期是由于病毒保持在接种的部位或附近的缘故。

神经肌结合处接种病毒后很快在肌肉组织运动神经元

４．病毒在神经系统内的复制和扩散：在啮齿动物模型

末梢发现病毒抗原，德克萨斯红标记的ａ一银环蛇毒素结合的

中，Ｒｖ一但感染ＣＮＳ神经元，病毒沿神经解剖通路或快速

ｒＡＣｈＲ会和病毒一起准确定位在神经肌结合处的病毒密集

轴索运动方式迅速扩散。体外培养的猫背根神经结细胞显

处和神经末梢；３０ ｍｉｎ时ＲＶ及其示踪剂在神经纤维和神经

示，ＲＶ以每天１００～４００ ｍｍ的速度快速轴索运动¨“。用

胞体明显密集；６０ ｍｉｎ时神经末梢、神经纤维、神经胞体均表

ＣＶＳ株神经元示踪研究，显示ＲＶ的传播只发生在逆向轴索

现ＲＶ及示踪剂密集共存。这一发现表明神经肌结合处是

运动，经突触间的传播也只见于逆行方向。在臭鼬动物模型

病毒入侵神经元的主要部位，病毒与核内体示踪剂共同定位

研究中发现绝大多数病毒芽生发生在突触膜或相连的树突

于神经末梢说明病毒早期定位于核内体，神经纤维和神经胞

浆膜上，核周体浆膜上很少看到病毒芽生Ｈ“。绝大多数病

体内病毒同示踪剂随着时间进行性增加是与病毒从运动神

毒粒子的一部分吞噬在相邻轴索末端的壳膜内，表明病毒在

经末梢逆向胞饮运输相一致的。

神经元之间的轴索突触间传播，偶尔也可以发现病毒粒子在

通过比较用高致病性嗜神经ＣＶＳ株和仅限于脑部侵入

细胞间隙中。小鼠足掌接种ＣＶＳ株后，早期发现病毒在脑

的减毒巴斯德株（ＰＶ）感染鼠的后肢，结果ＣＶＳ株侵入脊髓

干背盖和深部小脑核，随后，感染扩散到小脑普肯野氏细胞

和脑并致动物死亡，ＰＶ株仅限于脊髓且被感染的动物存活。

和间脑神经元、基底神经节和大脑皮质，ＲＶ对海马回锥状神

ＲＶ侵入神经元导致三种结果：嗜神经ＲＶ不仅避免引起神

经元显著易感。

经元的死亡，还使移行到受感染神经系统的Ｔ细胞因细胞凋

５．神经系统受损和功能紊乱：狂犬病一般以严重的神经

亡而被杀死，最终限制了受感染神经系统的炎症反应。即保

病学症状和死亡为特征。大量感染Ｒｖ的动物和体外感染

持神经元网络、限制炎症反应、破坏因感染反应而侵入ＣＮｓ

的试验研究已经证实，神经传导的异常包括乙酰胆碱、复合

的Ｔ细胞，这对于ＲＶ侵入神经元并进一步将病毒传播给其

胺和了一氨基一∞一丁酸（Ｇ』蟠Ａ）ｕ…。在ＲＶ感染的细胞培养中还

他动物是必须的№Ｊ。用ＲＶ固定毒感染啮齿动物模型进行

显示离子通道功能障碍Ⅲ１。通过完整细胞芯片（ｐａｔｃｈ—

研究，发现ＲＶ可以短暂孵育后不经过神经元内复制而直接

ｃｌａｍｐ）技术，观察ＲＶ感染的鼠神经瘤（ＮＡ）细胞的生长，显

侵入周围神经。高度易感乳地鼠模型研究也显示神经肌和

示感染导致了电压依赖性钠离子通道减少和钾离子通道修

神经腱的早期感染口ｊ，但这些部位的感染还未证实与自然状

复能力降低，因此可能使感染的神经元因过度放电而产生突

况的长潜伏期有关。

触间电压，最终导致功能受损。

３，病毒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当感染发展到了脊髓或脑干

Ｒｖ

ＣｖＳ株可以引起猫的前列腺肉瘤细胞、ＮＡ细胞和

的神经元，ＲＶ沿着神经结合处通过快速轴索传播方式扩散

鼠胚胎海马回神经元的程序性细胞死亡¨“，在成年鼠中还

到整个ｃＮｓ。Ｒｖ已经被作为神经解剖示踪物，用于跟踪啮

观察到强神经毒变异株较低神经致病株感染海马回神经元

齿类动物和灵长类动物连接神经元突触间的循环，这些体内

细胞７２ ｈ后产生更少的程序性细胞死亡。明显的神经元程

研究已经证实ＲＶ的突触运输只发生在逆行方向ｕ…。

序性细胞死亡可以在ＣＶＳ株感染的不同年龄的鼠脑中观察

Ｇ蛋白对于神经元之间经突触的传播非常重要¨“，Ｙａｎ

到，而免疫反应被抑制的成年鼠感染后则不产生程序性细胞

等用不同的ＲＶ株以及重组的ＲＶ，包括囊状胃炎病毒Ｇ构

死亡，用减毒ＰＶ株感染的已经麻痹的小鼠证实了不能排除

建的重组ＲＶ，立体定位接种到猫的海马回，感染７ ｄ后检测

免疫反应在程序性细胞死亡中的作用Ｈ…。Ｇｕｉｇｏｎｉ和

ＲＶ Ｇ，确定Ｒｖ的分布能力，结果所有重组病毒的分布都与

Ｃｏｕｌｏｎ【２州在ＣＶＳ感染的纯化猫脊髓运动神经元原代培养

Ｇ来源的原始病毒相似，随后又证实了用ＲＶ Ｇ作为外膜蛋

中，经过７ ｄ时间并没有观察到程序性细胞死亡，而粗制的原

白的慢病毒通过促进逆向轴索运动的方式加快了将基因转

代脊髓神经元感染后存活时间不超过２ ｄ。体外培养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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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病毒的细胞，程序性细胞死亡并非与感染病毒的动物中所

物特异性ＲＶ抗体的产生结合脑的炎症反应组织学观察，显

观察到的相一致，用ＣＶＳ株接种动物外围神经并不呈现接

示感染２ｌ ｄ后病毒的清除与感染早期（８ ｄ）ＣＮＳ明显的炎症

种后脑内神经元明显的程序性细胞死亡。

反应和快速（１０ ｄ）产生大量的病毒中和抗体相关。因此，病

有可能改变ＲＶ致病性的一个特别因素是避免细胞凋
亡的能力。ＲＶ引发细胞凋亡的可能性与病毒减毒的程度相

毒中和抗体和炎症反应对于病毒的清除是必需的。
用表达可溶性ａ—ＴＮＦ构建的重组ＲＶ［ＳＰＢＮ—ＴＮＦ—ａ

关Ｈ。。病毒减毒的表型与病毒中和抗体的显著上升是一致

（＋）］或非可溶性膜结合的ａ—ＴＮＦ构建的重组Ｒｖ［ＳＰＢＮ—

的，这可能与ＲＶ感染后刺激细胞毒性Ｔ淋巴细胞反应，从

ＴＮＦ－ａ（一）ＭＥＭ］，研究ＲＶ感染小鼠ＣＮＳ后ａ—ＴＮＦ的作

而导致内源性佐剂的释放和改变树突状细胞的成熟以及抗

用拉…。通过感染的鼠神经瘤细胞观察生长曲线，结果显示

原的表达有关旧“。受细胞凋亡影响的减毒在周围神经表现

ＳＰＢＮ—ＴＮＦ—ｄ（＋）的扩散和复制显著少于ＳＰＢＮ—ＴＮＦ—ａ（一）

更为明显，通过细胞凋亡阻断初次感染的细胞或阻断包括病

ＭＥＭ或携带无活性的ｓＰＢＮ—ＴＮＦ—Ｑ（一）。鼻饲感染ＳＰＢＮ—

毒通过神经轴索长距离移动的细胞内的传导机制可以防止

ＴＮＦ．ａ（＋）与（一）的鼠脑相比，病毒传播显著减少；ｓＰＢＮ—

ＣＮＳ的感染。ＲＶ引发的细胞凋亡至少与２种病毒蛋白成分

ＴＮＦ—ａ（＋）感染的鼠无一死于ＲＶ的感染，而ＳＰＢＮ—ＴＮＦ．Ｒ

有关，即Ｇ和Ｍ。通过诱导表达和重组ＲＶ系统可以证实减

（一）感染的鼠则８０％死亡。ＳＰＢＮ—ＴＮＦ—ａ（＋）感染的鼠脑

毒ＥＲＡ株来源的Ｇ与致病性ＣＶｓ株来源的Ｇ相比可以更

病毒传播的减少与ＣＮＳ炎症反应相伴随，炎症反应包括Ｔ

有效的引起细胞死亡幢“。虽然，神经致病性Ｒｖ阻碍细胞凋

淋巴细胞浸润和小神经胶质细胞活性增强。这一研究结果

亡产生的机制还不清楚，神经致病性ＲＶ通过前细胞凋亡因

提示ｎ—ＴＮＦ在脑部发挥直接的和通过炎症反应问接的抗

子以及保持病毒基因表达超过临界水平的方法防止细胞死

ＲＶ保护作用。

亡，从而保证维持神经网络的完整性，这对病毒传播也是重
要的。

分别用蝙蝠街毒株ＲＶ和实验室减毒株接种小鼠脑部，
用小鼠基因组芯片观察和比较致病性、特别是炎症反应和基

人狂犬病的临床表现可以分为狂躁型和麻痹型心…，后

因表达嵋…，结果实验室减毒株感染的鼠显示广泛的炎症反

者几乎总是与蝙蝠或犬的变异株相关。在对ＲＶ Ｇ、Ｎ和Ｐ

应，而街毒感染的小鼠很少或几乎没有炎症反应；此外，减毒

蛋白研究的基础上尚未发现与狂躁或麻痹型狂犬病有关的

株感染的鼠诱导表达的基因包括先天性免疫反应和抗病毒

病毒特异基因型。观察两种临床表现，显示ＲＶ抗原在ＣＮＳ

反应的免疫，特别是与ＩＦＮ一√Ｂ信号传导通道和炎症化学因子

的分布区域相似心…，主要在脊髓、脑干和基底神经节。狂躁

有关的免疫反应。ＩＦＮ一√８信号传导通道，许多干扰素调节基

型狂犬病周围神经连续电生理研究显示脊髓前角细胞功能

因，如信号传导激活诱导子和干扰素调节因子以及效应因

障碍比“，这些患者在出现昏迷之前不表现四肢障碍；但麻痹

子，这些基因的大多数在街毒感染的小鼠中均未发生上调。

型狂犬病显示为周围神经明显的炎症和脱髓鞘改变，而非脊

研究表明减毒株激活宿主的先天和抗病毒免疫反应，而街毒

髓前角细胞功能障碍幢…。

则逃避宿主的先天和抗病毒免疫。

２００１年Ｐｒｏｓｎｉａｋ等。２川用鼠研究发现ＲＶ固定毒的感染

狂犬病几乎毫无例外地被认为是致死性疾病，但目前已

导致正常脑中９０％的基因下调，只有１．４％的基因上调，下调

经认识到动物有时可以存活下来，重要的是带病毒状况是否

的基因包括细胞代谢、蛋白合成及生长分化的基因，明确这

可以发生，即宿主动物看起来是健康的，但唾液腺分泌感染

些改变是否具有重要的生物学意义将极具挑战性。

性病毒。Ｆｅｋａｄｕ。３¨报道了５只犬分泌Ｒｖ时问长达７２个

６．病毒感染后宿主的免疫保护和病毒潜伏机制：感染

月。有关ＲＶ感染斑点土狼的研究改变了有关Ｒｖ致病性发

ＲＶ后机体的免疫反应对于病毒的致病性和抗病毒保护作用

生自然变异的观点ｂ“，在这项研究中，跟踪观察斑点土狼

至关重要，也将直接关系到潜伏期的长短。

９—１３年，从未发现过临床狂犬病；其中３７％血清中和抗体

用缺失了Ｂ和Ｔ淋巴细胞、或缺失了Ｂ淋巴细胞、ｃＤ８＋

阳性，对其中的６只反复检测发现血清中和抗体阳性中的一

细胞毒性Ｔ淋巴细胞、√ｐ干扰素（ＩＦＮ一一ｐ）受体、ＩＦＮ一７受体

半变为阴性。这些动物有较高频率的口咬接触，可以生存超

或Ｃ３和Ｃ４补体基因的小鼠，研究细胞和体液免疫在Ｒｖ从

过４年。虽然没有从唾液中分离到病毒，几乎半数血清阳性

ＣＮＳ清除中的作用和临床症状的发展怛引。结果用减毒Ｒｖ

者ＲＴ—ＰＣＲ检测唾液中ＲＶ ＲＮＡ阳性。这项研究结果与一

鼻饲感染小鼠后，不同遗传背景的正常成年鼠１３ ｄ后发展为

直以来ＲＶ杀死绝大多数受感染个体的观点有所不同。

短暂的以降低体重和减少食欲为特征的疾病，２１ ｄ时完全恢

自然情况下，人和动物暴露后可以经历长短不同的潜伏

复；缺失Ｂ和Ｔ或仅缺失Ｂ淋巴细胞的小鼠则发展为进行性

期。到目前为止，有关潜伏期研究的最好的动物实验是用加

疾病并且死于感染；缺失ＣＤ８＋Ｔ淋巴细胞、ＩＦＮ受体或Ｃ，

拿大臭鼬分离的毒株，用臭鼬作实验动物观察潜伏期发生的

和Ｃ４补体基因的小鼠与有相应基因背景的小鼠相比在临床

变化。３…：接种病毒后６２—６４ ｄ用ＲＴ—ＰＣＲ检测病毒ＲＮＡ，发

表现上没有差别。但是，正常对照小鼠直到感染后８ ｄ，病毒

现病毒ＲＮＡ存在于接种部位肌肉中，而脊髓神经节或脊髓

和病毒ＲＮＡ才可以检测出来；而基因缺失小鼠中，除了缺失

检测不到，出现临床症状前免疫组化研究显示接种部位神经

Ｃ３和ｃ。基因的小鼠，病毒感染可以持续２ｌ ｄ。被感染的动

纤维有感染∞“。无暴露历史狂犬病例的绝大多数被认为是

史堡煎鱼瘟堂苤查！！！！生！旦筮！！鲞笙！塑里！ｉ！』堡逝！！翌！！！！垒！ｇ！壁！！！！！∑！！：！！！塑！：！
由于没有意识到或忘记了被咬，ＲＶ变异的分子特征表明这

［１６］Ｊａｃｋｓｏｎ ＡＣ．Ｒａｂｉｅｓ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Ｊ Ｎｅｕｒｏｖｉｒｏｌ，２００２，８（４）：２６７
２６９

种情况在美国更常见于蝙蝠∽“，对这些蝙蝠的试验研究表
［１７ｊ

明，这种病毒在低于正常体温（３４℃）情况下复制良好，并且

Ｍ，Ｋｏｍｏｒｉ Ｓ，Ｕｎｎｏ

１ｗａｔａ

ｉ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

［１８ Ｊ

ｏｆ ｒａｂｉｅｓ

ｓｔｒａｉｎ

２００４年美国１例治愈的暴露于蝙蝠的狂犬病例，分析其

例治愈成功的原因并不十分清楚，仍然让人们看到了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ｂｙ

ａｎｄ

ｏｎｓｅｔ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ｃｒⅢｔ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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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Ｆａｂｅｒ Ｍ， Ｐｕｌｍａｎａｕｓａｈａｋｕｌ Ｒ，
Ｈｏｄａｗａｄｅｋａｒ ＳＳ，
ｅｔ
ａ１．
ｎｅｒｖｏｕｓ

存活的原因之一是所感染的病毒是低致病性ＲＶ，虽然该病

Ｌ，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ｂｒａｉ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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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ｖＩｒ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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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ｆｏｎ Ｍ． Ａｂｏｒｔｉｖｅ ｒａｂｉｅｓ ｖｉｒ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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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的成功。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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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ｘｅｄ

蝠ＲＶ可能已经适宜皮肤局部的有效复制，从而解释了这种

ａ１．Ｍｏｄｍ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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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ｂｉｅｓ ｖｉｒｕｓ．Ｂｒ Ｊ

存在于皮肤的不同类型细胞中，包括成纤维细胞和上皮细
胞，较来自狼的街毒有着更高的复制能力ｂ“。因此，这种蝙

·８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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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３“。研究并了解狂犬病的致病机制，探索治疗途径，是狂

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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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病研究面临的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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