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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对分离自褐家鼠的汉滩型和汉城型病毒的
毒力测定
段正秀李明慧
【摘要】

于娟王文郭文平

目的

张永振

比较分离自褐家鼠的汉滩病毒（ＨＴＮＶ）ＣＧＲｎ５３１０株和汉城病毒（ｓＥｏＶ）

ＨＲ５４株的毒力差异，探索汉坦病毒（ＨＶ）“溢出”到非宿主动物后的毒力变化。方法选取从贵州
省褐家鼠中分离的ＣＧＲｎ５３１０株ＨＴＮＶ和从河南省褐家鼠分离的ＨＲ５４株ＳＥＯＶ，用不同稀释度
的病毒悬液经脑内接种于昆明乳鼠，观察小鼠发病症状，测定其半数致死量（ＬＤ。），并用免疫荧光
法检测脑与肺组织内ＨＶ特异抗原。结果接种２株病毒后的小鼠生长缓慢，均出现不同程度的
神经症状。ＣＧＲｎ５３１０株的ＬＤ。是１０－６＂２，ＨＲ５４株的ＬＤ。是１０”１。在死亡小鼠的脑与肺组织中均

能检测到ＨＶ特异抗原，而对照组脑与肺组织内未检测到病毒抗原。结论从褐家鼠中分离到的
ＣＧＲｎ５３１０株ＨＴＮＶ的毒力大于从褐家鼠中分离到ＨＲ５４株ＳＥＯＶ，这可能意味着ＨＶ“溢出”到非
宿主动物后毒力变化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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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坦病毒（Ｈａｎｔａｖｉｒｕｓ，ＨＶ）的宿主主要为啮齿

流行于亚欧大陆的肾综合征出血热（ＨＦＲｓ）和流行

类动物，在人与宿主动物间主要通过气溶胶传播。

于美洲大陆的汉坦病毒肺综合征（ＨＰＳ）…。我国是

尽管宿主动物感染ＨＶ后不表现出任何临床症状，

世界上受ＨＶ危害最严重的国家，除新疆、青海、西

但人感染ＨＶ后能导致两种不同类型的疾病：主要

藏等省（自治区）无原发病例外，其他省市均有
ＨＦＲＳ的报道乜】。长期的流行病学研究发现我国至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ｅ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１０．０１６

少存在７个血清型或基因型的ＨＶｆ３’４１，但至今仅发现

基金项目：科技部“十五”科技攻关课题（２００３ＢＡ７１２Ａ０８—０２）

由汉滩病毒（Ｈａｎｔａ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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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ｒｕｓ，ＨｎⅣ）和汉城病毒

（Ｓｅｏｕｌ ｖｉｒｕｓ，ＳＥＯＶ）引起的ＨＦＲＳ【３Ｊ】。临床上

ＨＴＮＶ弓Ｉ起的ＨＦＲＳ比ＳＥｏＶ引起的ＨＦＲＳ严重。人
感染ＨＶ后不同的临床表现及其严重程度取决于ＨＶ
的型别与同一型内不同病毒株之间的毒力差异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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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同ＨＶ株的毒力与宿主的种类、在宿主中的适

据每个稀释度的乳鼠病死数，用Ｒｅｅｄ和Ｍｕｅｎｃｈ法

应与进化、病毒株的遗传特征等有关ｎ≈１。为此，本

计算不同毒株的ＬＤ；。…，比较不同毒株毒力的差

研究比较了从褐家鼠分离到的ｌ株ＨＴＮＶ和ｌ株

别。将濒死状态的鼠处死，无菌状态下取脑与肺组

ＳＥＯＶ的毒力，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织，用ＩＦＡ法检测ＨＶ在上述组织中的分带隋况。

材料与方法

结

果

１．病毒株及来源：ＨＲ５４株病毒用Ｖｅｒｏ．Ｅ６细胞

１．昆明乳鼠发病症状：ＨＶ感染昆明乳鼠后，其

分离自河南省疫区捕获的褐家鼠，为ＳＥＯＶ；

发病症状主要表现为神经症状：皮毛耸起、活动减

ＣＧｌｈ５３ １０株病毒用Ｖｅｒｏ．Ｅ６细胞分离自贵州省捕

少、行动迟缓、背弓、全身蜷缩、尾强直，部分鼠后肢

获的褐家鼠，为ＨＴＮＶ。

麻痹瘫痪、痉挛抽搐，直至死亡；其中痉挛抽搐在死

２．实验动物：实验用１～２日龄的昆明乳鼠，购
自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研究中心。

亡的前一天开始变得愈加明显，表现出易兴奋性，个
别乳鼠还出现发育障碍。乳鼠一般在发病后的１—

３．病毒在乳鼠脑内传代：取ＨＲ５４株和

２

ｄ死亡。濒死状态鼠处死剖检时，肉眼观察重要

ＣＧＲｎ５３１０株病毒，研磨成１０％（ｗⅣ）悬液，经一７０℃

脏器：可见脑膜毛细血管扩张充血；各肺叶呈暗红

交互冻融３次，于４℃以６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１５ ｍｉｎ，吸取

色，纹理消失，多数有一叶或两叶坏死；胸腔往往有

上清，用除菌滤器过滤，脑内接种（０．０２ ｍＹ只）于乳

积液；肝、脾、肾出现充血，有的可见胃肠膨胀，其他

鼠ｌ～２窝（每窝８～９只不等），并用接种ＰＢＳ的乳

脏器未见明显异常。对照组乳鼠各脏器剖检时未

鼠作为对照，根据预实验结果，乳鼠在接种后８～

见异常。

９

ｄ小鼠开始发病死亡，濒死前处死并无菌取小鼠

２．２株病毒的毒力：用ＨＶ经脑内途径接种乳鼠
后，小鼠出现死亡，而且用高滴度ＨＶ感染组的小鼠

脑组织。
４．病毒抗原的检测：为了确定发病的乳鼠确为

发病死亡时间较早（图１、２）。从感染病毒后小鼠存

Ｉ－ＩＶ引起，取发病乳鼠的脑组织印片、鼠肺组织冰冻

活情况的变化曲线可以看出（图１），用不同滴度的

切片，冷丙酮固定，用常规间接免疫荧光法（ＩＦＡ）进

ＣＧＲｎ５３１０株ＨＶ感染乳鼠后，４组（１．００Ｅ．０４一

行病毒抗原检测：鼠肺标本经冷冻切片，紫外灯下

１．００Ｅ．０７）的小鼠感染８ ｄ后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死

照射１５ ｍｉｎ，自然风干后，置于丙酮（一２０℃）固定

亡，第ｌ、第２组小鼠在感染１２ ｄ后全部死亡。但第

ｍｉｎ，取出后自然晾干。滴加兔抗ＨＶ血清（１：３０）

３、第４组小鼠在感染１０ ｄ后才出现死亡，且第４组小

８¨ｌ，置３７℃湿盒内作用３０ ｖａｉｎ，用蒸馏水洗３次，
再用ＰＢＳ洗３次，每次２ ｍｉｎ。吹干后，加异硫氰酸

鼠在感染１２～１４ ｄ无小鼠死亡。用ＨＲ５４株ＨＶ感
染乳鼠后，感染病毒滴度为１．００Ｅ－０２—１．００Ｅ一０５的

荧光素（ＦＩＴＣ）标记的羊抗兔ＩｇＧ抗体１０“ｌ，置３７℃

小鼠在感染８ ｄ后均出现不同程度死亡（图２），感染

湿盒内作用３０ ｍｉｎ，洗涤吹干后滴加１０％缓冲甘油，

病毒滴度为１．００Ｅ．０２。１．００Ｅ一０３两组小鼠全部死

封片后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

亡，但感染病毒滴度为１．００Ｅ．０６组的小鼠则全部存

１５

５．病毒悬液的稀释：取经ＩＦＡ检测阳性的鼠脑

活。用Ｒｅｅｄ与Ｍｕｅｎｃｈ测算，ＣＧＲｎ５３１０株病毒的

混合研磨，按上法处理后制成１０％的悬液，再经冻

ＬＤ，。是１０五４２，ＨＲ５４株病毒的ＬＤ，。是１０＾５１。上述结

融、离心、除菌、过滤后，分别作１０倍系列稀释，制备

果也说明该ＣＧＲｎ５３１０株病毒的毒力强，而ＨＲ５４病

成１０。２、１０一、ｌｏ＿、１０～、ｌＯ巧、１０。７的悬液，用于病毒毒

毒株的毒力相对较弱。
３．病毒抗原的检测：将濒死状态的小鼠处死，取

力的测定。

６．病毒半数致死量（ＬＤ，。）测定：取制备好的２株

脑与肺组织，用ＩＦＡ法检测ＨＶ抗原，用ＣＧＲｎ５３１０

病毒悬液经脑内途径接种于出生后１～２ ｄ的昆明乳

和ＨＲ５４感染小鼠的脑和肺组织均为ＨＶ抗原阳性

鼠。每个稀释度从低到高接种乳鼠６～８只（剂量
０．０２

ｍＹ只），对照组小鼠每只脑内注射０．０２

ｍｌ

ＰＢＳ。接种后７ ｄ内死亡的乳鼠均为非特异性死亡，
不列入统计。各组小鼠每日观察死亡情况并做记

（图３），而在对照小鼠的脑和肺组织中均未检测ＨＶ
抗原。
讨

论

录，连续观察１５ ｄ，记录各组的发病症状、小鼠死亡

ＨＶ具有高度的遗传多样性，在临床上既能引起

数、死亡时间，并统计死亡数、死亡率和存活率。根

病死率高达４０％ｒ２＿ｌ：的ＨＰＳ，也能引起临床表现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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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致病目前仍不清楚ｎ’４】。因此，研究不同ＨＶ株
的毒力将有助于揭示ＨＶ发病机制，提高防治的效
果。由于ＨＶ感染后能导致小鼠乳鼠发病甚至死
亡ｎ一】，因而测定ＨＶ毒力也多用小鼠乳鼠为动物模
型，经脑内或腹腔途径接种病毒后比较小鼠乳鼠有无
发病及病死率的高低来确定病毒的毒力幅‘１引。本研
究用昆明小鼠乳鼠动物模型，经脑内接种途径来比
较２株分离自褐家鼠的ＨＴＮＶ与ＳＥＯＶ的毒力，结
果发现接种ＣＧＲｎ５３１０及ＨＲ４５毒株８ ｄ后小鼠出现
图１用不同滴度ＣＧＲｎ５３１０株ＨｎⅣ感染后小鼠的

神经症状，并有不同程度的死亡，用免疫荧光法检测

存活率与死亡时间

小鼠的脑与肺组织，有ＨＶ特异的抗原存在，从贵州
省褐家鼠中分离的ＣＧＲｎ５３１０株病毒的ＬＤ，。为
１０五”，而从河南省褐家鼠中分离的ＨＲ５４株病毒的
ＬＤ，。为１旷５１。ＣＧＲｎ５３１０株病毒的毒力远大于
ＨＲ５４株病毒的毒力，符合ＨＮＴＶ比ＳＥＯＶ的毒力及
致病性强的特点，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ｆ９ｔ１２］。
ＨＶ在长期适应啮齿动物的遗传环境过程中，形
成了与其宿主的共进化，全世界已发现的２０多个血
清型／基因型的ＨＶ中，每一型均来自一种或少数几
种密切相关的啮齿－动物¨３ｔ１４Ｊ。冈此从不同型病毒的
毒力及致病性不同可以看出，病毒的毒力及致病性

图２用不同滴度ＨＲ５４株ＳＥＯＶ感染后小鼠的

是病毒与宿主动物之间适应及进化的结果，宿主动

存活率与死亡时间

物也由于遗传环境的不同而影响着体内所携带病毒

轻、病死率较低（＜１％）的ＨＦＲＳ（如肾病肾炎）…。

的毒力及致病性。然而ＨＶ在与宿主的共进化过程

另外，包括在我国发现的大别山病毒（ＤＢＳＶ）、沅江

中，也出现了病毒与宿主动物不一致的现象，即宿主

病毒（ＹｕⅣ）、北海道病毒（ＨｏＫｖ）等其他ＨＶ是否

“溢州’（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多种宿主携带同一型病毒或一种

注：Ａ：感染ＣＧＲｎ５３ １０病毒株的小鼠脑组织；Ｂ：感染ＨＲ５４病毒株的小鼠脑组织；Ｃ：上Ｅ常小鼠的脑组织；Ｄ：感染ＣＧＲｎ５３１０病毒株的小
鼠肺组织；Ｅ：感染ＨＲ５４病毒株的小鼠肺组织；Ｆ：正常小鼠的肺组织

图３小鼠脑和肺组织中的ＨＶ抗原（４０Ｘ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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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主携带多型病毒的现象¨引。然而至今国内外还很
少有人研究ＨＶ从宿主动物“溢出”到非宿主动物后
其毒力及致病性的变化情况。在本研究中，我们比
较均分离自褐家鼠的ＨＴＮＶ及ＳＥＯＶ的毒力，研究

结果表明，分离自褐家鼠的ＣＧＲ．ｎ５３１０株Ｈｎｗ的
毒力远大于分离自褐家鼠的ＨＲ５４株ＳＥＯＶ的毒
力。而且。ＣＧＲｎ５３１０和ＨＲ５４株病毒分别与以往研
究ＨＴＮＶ及ＳＥＯＶ毒力的结果相似阳，１２］。这表明
ＣＧＲｎ５３１０株病毒虽由黑线姬鼠“溢出”到褐家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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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黄祯祥．医学病毒基础及试验技术．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
１４３－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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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能由于在褐家鼠中存在的时间较短，褐家鼠还

ｖｉｒｕｌｃ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未能改变这株ＨＴＮＶ基因组上与毒力相关的毒力位

ｓｎａｉｌｌ

点。由于本研究是对非宿主动物对ＨＶ毒力及致病

Ｉｍｍｕｎ０１．１９９３，３７（７）：５５７—５６２．

性的初步研究，有必要进一步将ＣＧＲｎ５３１０株的毒
力及其致病性与其他的从黑线姬鼠或其他动物中分
离到的ＨＴＮＶ毒株比较，以研究更多的发生宿主“溢
出”病毒的毒力，揭示动物对不同病毒毒力及致病性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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