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学检验》实验讲义
实验一 细胞的传代培养与病毒接种
一、实验目的
1、熟悉单层细胞培养技术的操作步骤。会判断培养液的酸碱度，识别细胞的生长情况。
2、掌握单层细胞培养上接种病毒的方法。
二、实验原理
细胞株长成单层后可用酶消化下来形成单个细胞，分装后在一定条件下培养又繁殖形成
单层，从而不断扩大细胞培养物供试验用。病毒接种细胞，感染细胞后，在细胞内增殖，大
多数能引起细胞病变，无需染色即可直接在普通光学显微镜下观察。有的细胞不产生病变，
但能改变培养液的 pH 值，或出现红细胞吸附及血凝现象（如流感病毒和副流感病毒），有
时还可用免疫荧光技术检查细胞中的病毒和细胞变化。
三、仪器与试剂
病 毒 （ 肠 道 病 毒 悬 液 ）、 细 胞 培 养 液 （ RPMI-1640 ， 10%小 牛 血 清 ）、 细 胞 生 长 液
(RPMI-1640，含 10%小牛血清及 100u/ml 双抗)、Hanks 液、2.5g/L 胰酶、0.1g/L 中性红、无
菌蒸馏水
培养瓶、各种无菌吸管、滴管、无菌小试管、试管架、水浴箱、CO2 培养箱、倒置显微
镜等。
四、实验方法
1．细胞培养器材处理

细胞培养所用器材处理得好坏是决定细胞培养成败的首要问题，

故必须认真，切不可有丝毫疏忽。
(1) 玻璃器材处理法
1) 未使用过的玻璃器材

先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再以热碱水(1g/L～5g/L)煮沸 15min

后，用自来水冲洗干净，置清洁液中泡 1d～2d，取出后经自来水冲洗 10 次，再用去离子水
冲洗 3 次，晾干后包装，160℃ 2h 干热灭菌。
2) 已使用过的玻璃器材

如未污染，则按上述方法处理；如污染者，则需用 1%HCl

浸泡 24h 或煮沸 20min～30min 后，再按上述方法处理。
(2) 橡皮塞处理法

未污染的塞子用自来水冲洗干净(污染塞子先用自来水煮沸消毒)，

再用去离子水浸泡数天，换新鲜去离子水煮沸 5min，晾干后包装，最后以 103.43kPa 高压
灭菌 20min～30min。
2. 选生长良好的 Hela 细胞一瓶，轻轻摇动使细胞表面的碎片等浮起，连同生长液一起
倒入废液瓶内，再用 Hanks 液洗涤一次。
3. 从无细胞面一侧加入适量(能覆盖细胞面)的 2.5g/L 的胰酶溶液，翻转培养瓶，使消化

液浸没细胞 1min 左右，再翻转培养瓶使细胞层向上，让残存胰酶继续作用 5min～10min，
至肉眼能看到细胞面出现布纹状网孔为止。
4. 倒掉胰酶，沿细胞面加入原培养液 2 倍量不含小牛血清的培养液洗下细胞，并用吸
管用力吹打被消化的细胞，使其脱壁、分散，成为均匀的细胞悬液，补加 10%的小牛血清，
按 1 传 2 分装培养瓶。
5. 将培养瓶平放于 37℃，5%CO2 培养箱内培养，于分装后 30min 细胞便可贴壁，于 48h
可换生长液 1 次，一般 3d～4d 可形成单层细胞。
6. 细胞病变效应(CPE)的观察
(1) 接种病毒

取已生长成单层细胞培养瓶 2 只，弃去瓶中液体，一瓶作为对照(不加病

毒液)，另一瓶滴加肠道病毒悬液 1 滴，然后在两瓶中均按原量加入培养液(含 10%小牛血清
的 RPMI-1640 液)，盖紧，37℃培养 1～2 天。
(2) 观察结果

于培养后 18h、24h、36h、96h 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病变效应(CPE)，对

照瓶无细胞病变，试验瓶中病毒可引起细胞圆缩、堆聚及脱落现象。
五、结果意义
在显微镜下观察到试验瓶中单层细胞病变效应为有病毒生长。
六、注意事项
1. 培养液量不要太多，应有足够的空间以保证细胞对氧的需要。
2. 若用普通孵箱培养，必须盖紧盖子或塞紧橡皮塞，或贴紧胶纸，以防培养基碱化，
如用 CO2 培养箱培养则不要盖紧瓶盖，并将 CO2 浓度控制在 5％。
3. 一般 2d 换一次液，细胞长成单层要及时进行细胞传代。
4. 传代是保持细胞在体外良好生长和建成永久性细胞系的关键，应在对数期进行细胞
传代；对贴壁细胞，酶消化一定要充分；传代培养时要严格无菌操作并防止细胞之间交叉污
染。

实验二 鸡胚的培养与病毒接种
一、实验目的
1、掌握鸡胚发育情况的判断、绒毛膜尿囊腔的接种方法以及接种物的收获。
2、通过此实验，进一步规范无菌操作技术。
二、实验原理
鸡胚培养法为常用的病毒培养方法之一，操作简单，来源容易，对粘病毒、痘病毒、脑
炎病毒等都很敏感。鸡胚培养的接种方法，常用的有尿囊腔、绒毛尿囊膜、卵黄囊、羊膜腔
接种法四种。尿囊腔接种法广泛应用于流感病毒的适应和传代培养，这些病毒被注射到尿囊
腔后，可在内皮细胞中复制，复制的病毒被释放到尿囊液中，因此，在尿囊液中含有大量的
病毒。

三、实验材料
1. 病毒液
2. 鸡胚

减毒流行性感冒病毒悬液。
来亨鸡受精卵。

3. 其他 1ml 注射器及针头、无菌生理盐水、卵架、检卵灯、碘酒和酒精棉球、无菌镊
子、无菌手术刀、剪刀、平皿、齿锯、透明胶带等。
四、实验方法
1. 鸡胚准备

选择健康来亨鸡的受精卵，表面光滑干净，最好是白色蛋皮。在培养前

应保存于 10℃左右，保存期不超过产后 10 天。培养时放入 38℃～39℃孵卵器内培养，相对
湿度 40%～70%。培养 3 天后，鸡卵每日作 180°翻动 2 次，以免粘壳。第 4 天，用检卵灯
检查鸡胚发育情况，未受精卵只见模糊的卵黄黑影，不见鸡胚形迹，应予淘汰；受精卵可见
到清晰的血管和胚动，且蛋白一边和胚胎一边界限分明，蛋白一边较亮，胚胎一边暗红色。
随后每天观察一次，若出现胚动吊滞或胚影固定于卵壳，或血管昏暗模糊，或胚胎一边变黑
或变苍白，说明鸡胚将要死去或已死亡，需随时淘汰。生长良好的鸡胚一直培养到适当的胚
龄。
2. 鸡胚结构
(1) 羊膜腔

位于胚胎的外面，其中有羊水，具有保护鸡胚不受创伤及粘连的影响。

(2) 尿囊腔

为鸡胚的肾脏，大量排泄物集中在尿囊腔，培养第二天，尿囊腔分布于整

个蛋的大部，一般 6 天时尿囊液 1ml，11 天为 6ml，13 天达 10ml。
(3) 绒毛尿囊膜

位于蛋壳膜内，在发育过程中，尿囊腔扩大与绒毛膜重叠，形成绒毛

尿囊膜，此处有极丰富的血管，是胚胎与外界交换气体的场所。
(4) 卵黄囊

胚胎发育过程中养料的来源。

3. 尿囊腔接种
(1)取 9～12 日龄鸡胚，划出气室端，在胚胎面与气室交界的边缘上约 1mm 处或在胚胎
的对侧处，避开血管作一标记，作为注射点，用碘酒和酒精消毒后用无菌刀尖在记号处钻一
小孔。
(2) 用无菌注射器吸取流行性感冒病毒悬液，针头垂直或与卵壳成 30°交角，由小孔处刺
入 0.5ml～1ml，注入病毒液 0.1ml～0.2ml(见图 2-10-1)

图 2-10-1

图 2-10-1 尿囊腔接种法

(3)用透明胶带封闭注射孔，放卵架上置 33℃～37℃培养箱内培养，每日检卵一次，培
养 48h～72h，期间如在 24h 内死亡者为非特异性死亡，弃之。
(4) 收获前先将鸡胚放 4℃冰箱 6h 或过夜，使血管收缩，血液凝固，避免解剖时出血。

若鸡胚已死，则不需冰冻。待收获的鸡胚先用碘酒和酒精消毒气室端卵壳，用无菌镊子沿气
室边缘将蛋壳揭去，撕去卵膜，可见毛尿囊膜。在无大血管处用无菌小镊子稍提起此膜，以
无菌毛细吸管刺破此膜并吸取尿囊液，收集于无菌试管内。一般可吸得 4ml～5ml。作无菌
试验后将尿囊液保存于低温冰箱中备用。也可直接将尿囊液作血凝试验和血凝抑制试验。
五、结果意义
可通过观察鸡胚是否死亡来判断有些病毒是否生长，但更多情况下需通过血凝试验、血
细胞吸附或免疫荧光等技术显示鸡胚尿囊液中有无病毒存在。
六、注意事项
1. 最好选用SPF鸡群所产鸡蛋，如果没有可用健康鸡群所产的受精蛋，白色薄壳的鸡
蛋比红壳鸡蛋更容易观察胚胎的生长情况。
2. 受精卵人孵后要注意翻蛋。
3. 检卵时注意避免照蛋时间过长引起鸡胚温度下降过大。
4. 接种鸡胚时尽可能避开血管丰富区域。
5. 对收获得尿囊液要进行杂菌实验。
6. 温箱底盘中要加人足够量的蒸馏水以保持一定的湿度。

实验三

双抗原夹心法测定血清中乙肝表面抗体
一、实验目的

1、掌握用 ELISA 方法检测病人血清乙型肝炎病毒的感染标志物的原理与方法。
2、掌握病毒抗体检测的操作步骤、试验结果的判断以及试验的注意事项。通过实验，
加深对实验原理的认识和理解，对实验影响因素的认识。
二、实验原理
将已纯化乙肝表面抗原（HBsAg）包被于微孔酶标板上，与待检血清中的相应抗体结合
后，加人酶标抗原（HBsAg-HRP），形成包被乙肝表面抗原-待检乙肝表面抗体-酶标乙肝表
面抗原，用洗涤的方法将其与其他物质分开，最后结合在固相载体上的酶量与标本中受检物
质的量成一定的比例。加入酶反应的底物后，底物被酶催化变为有色产物，产物的量与标本
中受检物质的量直接相关，故可根据颜色反应的深浅刊物定性或定量分析。由于酶的催化频
率很高，故可极大地地放大反应效果，从而使测定方法达到很高的敏感度。
三、仪器与试剂
酶标仪、微量加样枪、恒温水浴箱、乙肝表面抗体 ELISA 试剂盒（包括已包被抗原的
固相载体、酶标记的抗原、参考标准品和控制血清、酶联物（结合物）及标本的稀释液、洗
涤液、酶反应终止液）、待检血清
四、实验方法
1. 加受检标本：取已包被抗原的固相载体，加待检血清，一定温度下，使之与固相抗

原接触反应一段时间，让标本中的抗体与固相载体上的抗原结合，形成固相抗体复合物。洗
涤除去其他未结合的物质。
2. 加酶标抗原：使固相免疫复合物上的抗体与酶标抗原结合。彻底洗涤未结合的酶标
抗原。此时固相载体上带有的酶量与标本中受检物质的量正相关。
3. 加底物：夹心式复合物中的酶催化底物成为有色产物。
4. 用酶标仪进行测定：根据颜色反应的程度进行该抗原的定性或定量。
5. 用酶标仪以试剂空白孔校零点，当标本吸光度值／阴性对照吸光度值（即 P/N)>2.1
可判断为阳性；当标本吸光度值／阴性对照吸光度值<2.1 可判断为阴性。阴性对照 A 值<0.1
时，按 0.1 计。
五、结果意义
乙肝表面抗体呈阳性状态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意义：
1. 单项抗-HBs 阳性：接种乙肝疫苗成功的标志。
2. 与抗-HBc、抗-HBe 同时阳性：机体感染乙肝病毒后发生免疫应答，乙肝病毒被清除，
机体获得抵御乙肝病毒再次侵袭的特异性免疫力。
3. 与 HBsAg 同时阳性相关的因素：
（1）感染了不同的乙肝病毒亚型。
（2）感染了 S 基因变异的乙肝病毒。
（3）免疫功能低下，抗-HBs 不能清除 HBsAg。
（4）正处于抗原-抗体动态平衡阶段。
六、注意事项
1. 载体的选择与处理：载体的吸附效果主要与塑料的类型和表面类型有关。目前应
用最广的固相载体是聚苯乙烯微量反应板。聚苯乙烯塑料板有聚苯乙烯硬板(PS)和聚氯
乙烯软板(PVC）之分，其中PS板不易变形，容易洗涤操作，阴性背景好，故一般ELISA
试验多选择微孔聚苯乙烯硬板。
2. 待检血清：待检血清中的免疫球蛋白与固相载体易出现非特异的吸附。如待检血
清中抗体浓度太高，抗体分子间相互作用形成不稳定的多层吸附，影响ELISA的重复性，
若待测血清中免疫球蛋白含量高，则产生非特异性吸附，最后结果的本底显色就深。聚
合的免疫球蛋白与固相载体结合的速度比不聚合者快，易造成假阳性结果，加热灭活血
清补体或反复冻融血清都易形成聚合的球蛋白，因此，在实验过程中应避免加热灭活血
清和对血清反复冻融。待测血清浓度过低也会影响抗原一抗体之间的免疫反应。分离待
检血清时最好是室温自然凝固析出后在吸出，如放置在4℃以下凝固，很容易丢失大量的
抗体。
3. 洗涤：在整个实验过程中每一步都需要进行洗涤，主要是将没有结合的抗原、抗
体、游离的酶结合物以及血清中与反应无关的其他成分等去除，而且充分洗涤可防止聚

合球蛋白对固相 载体的非特异性吸附。常用 的是含0.05％Tween-20的PBS洗涤液。
Tween-20的作用助溶剂可减少表面的非特异性吸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