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鍾鼎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動物中心
》前言
犬瘟熱（canine distemper, CD）為一年代久遠的疾病，本病之發生，己遍及全世界。犬瘟熱歷年
來是台灣地區最重要的病毒性疾病，約佔30﹪的仔犬死亡解剖例。主要發生於3-6月齡之幼犬，感染
以呼吸及消化道症狀為主，神經症狀則於1—2週後出現。本病感染對象涵蓋全年齡層的犬隻。CD主
要對上皮細胞、淋巴組織及神經系統具有親和性，當病毒入侵動物體內後，常造成全身性感染，而導
致病犬於臨床上出現許多不同的臨床症狀，初期以呼吸道及消化道症狀為主，神經症狀一般於1-2週
後出現。此外，病犬的腳底會因上皮細胞的過度角化而變厚變硬，因此本病又稱為硬蹠症 (hard pad
disease)(Appel, 1970)。
臺灣地區已發現犬瘟熱病毒感染引發的脫髓鞘腦炎（demyelinating encephalitis）之病例，而這些
病例與傳統典型CD的差異性；前者主要發生於年齡較大的犬隻，而症狀及病變皆局限在中樞神經系
統，並無消化道及呼吸道症狀或病變，且致死率高。組織病理學檢查，特徵性病變為白質部脫髓鞘，
伴隨嗜酸性核內包涵體、星形神經膠質細胞增生，及偶爾出現多核融合巨細胞，主要分佈於小腦腳、
嘴髓帆、視神經束、海馬角穹窿及脊髓等解剖位置。而序列分析非常接近國外過去文獻指出之脫髓鞘
病毒株，如A75/17等(吳，2000，2001)。

》病因
犬瘟熱病毒(canine distemper virus, CDV)(Harder, et al.,1997; Vandevelde and Zurbriggen,1995) 為
一負向單股核糖核酸且具有封套之大型RNA( ribonucleic acid )病毒，其結構及病毒特性皆與麻疹病毒
(measles virus) 和牛瘟病毒 (rinderpest virus) 極為相似，目前歸類於副黏液病毒科 (paramyxoviridae)，
麻疹病毒屬 (morbillivirus)。病毒的核心是線狀基因體 (genome)，大小約15—16 kb，共含6段結構蛋白
基因，其基因順序為3’-NP-P-M-F-H-L-5’，可轉譯成6種結構蛋白質，分別是核蛋白鞘 (nucleocapsid
protein, NP)、磷酸蛋白 (phosphoprotein, P)、基質蛋白 (matrix protein, M)、融合蛋白 (fusion protein,
F)、血球凝集素 (haemagglutinin, H) 與大蛋白 (large protein, L)。核蛋白鞘為病毒的主要結構蛋白，與
病毒的基因體RNA複合在一起。磷酸蛋白為高度磷酸化蛋白，與酵素催化及模板溶解有關，其功能可
能與病毒在轉錄及複製過程中的特異性辨識有關。基質蛋白可調節病毒的轉錄與包裝，於病毒的組合
(assembly) 及出芽 (budding) 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此外，基質蛋白在控制病毒RNA合成因子的研究中
發現，使基質蛋白產生變異，會減少融合蛋白併入病毒粒子，造成病毒感染力降低。融合蛋白以不活
化的形式-F0蛋白存在於新合成之病毒封套表面，具有細胞融合作用，將病毒封套及宿主細胞膜吻合
在一起，使感染細胞形成一個大而多核的融合細胞 (syncytium)。藉由細胞融合，病毒可直接由一個細
胞傳播至另一個細胞，故融合蛋白於CDV傳染之致病機轉及持續性感染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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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犬瘟熱病毒感染與診斷

F0蛋白必須藉由宿主細胞的蛋白酵素切割成以雙硫鍵 (disulfide bond) 連結的F1及F2蛋白，才具有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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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切割後，形成末端為氨基序列之蛋白質，具厭水性。融合蛋白之切割為病毒是否具有傳染性之
必要條件。故當宿主細胞中缺乏適當的蛋白酵素，雖可形成新的病毒但不具傳染性。大蛋白形成病毒
RNA聚合酶，為病毒蛋白中最大的結構性蛋白，大蛋白與磷酸蛋白連結形成L-P蛋白複合物，具有轉錄
酶的活性，可進行病毒RNA轉錄及複製等作用。血球凝集素亦是位於病毒封套表面的醣蛋白，可使病
毒和細胞附著，其亦可誘發中和抗體以抑制病毒與細胞感受體結合。血球凝集素在不同病毒株間變異
性大，為研究病毒基因型變異的重要蛋白質(Murphy et al., 1999)。
病毒在宿主細胞內複製後由細胞膜出芽出去。本病毒在一般環境中極不穩定，如高溫、陽光、肥
皂及其它化學物品 (如0.75% 酚、0.1% 福馬林或0.3% 四級銨化合物) 等皆可使其失去活性，而喪失感
染的能力。CDV多存在於患犬之分泌物或排泄物中，可藉由分泌物或排泄物而排出體外，尤其上呼
吸道的鼻分泌物更是主要的感染源。病犬除了在發病其間散播病毒外，於恢復過程中亦具有排毒的能
力。而患畜年齡、免疫狀態及病毒株等因子，決定疾病發生之輕重程度及病理變化( Koestner ,1975)。

》 傳播途徑
犬瘟熱病毒感染的傳染途徑可分為全身性感染及中樞神經系統感染兩大部分：
一、全身性感染：飛沫為主要傳染途徑，未免疫犬在吸入病毒後，24小時內於組織中巨噬細胞複
製，之後隨局部淋巴循環至扁桃腺及支氣管淋巴結。動物於感染2-4天後，扁桃腺、喉頭及支氣管淋
巴結之病毒量增加。第4—6天，病毒可於脾臟淋巴濾泡、胃及小腸黏膜固有層 (lamina propria)、腸繫
淋巴結及肝臟庫弗氏細胞 (Kupffer’s cell) 大量複製並破壞淋巴組織 (包括B細胞及T細胞)，致病犬併
發淋巴球減少症及免疫抑制。於第8-9天，病毒可經血液散佈至上皮組織 (並由體液排毒) 及中樞神經
系統。特異性抗體於感染後第14天出現，可中和細胞外CDV並抑制其於細胞間散佈。隨著抗體力價
上升，臨床症狀可能因而消失，同時將組織中大部份病毒清除，但病毒仍可長期持續存在眼睛之葡萄
膜、中樞神經系統及皮膚中。若病犬恢復則擁有長期的免疫力並停止排毒，但若環境中有高毒力、高
濃度CDV或其他緊迫因素存在時則否。
二、中樞神經系統感染：CDV感染中樞神經系統後，臨床上不一定會出現神經症狀。抗體與抗
原結合及免疫複合體 (immune complex) 的沈積，有助於病毒散播至中樞神經系統的血管內皮細胞。
CD46，一種補體調節蛋白質，可以保護宿主組織免於補體沉積，被認為和麻疹病毒致病有關 (Rall
,1997) 。病毒可進入腦膜的血管內皮細胞、第四腦室之脈絡叢上皮細胞 (choroid plexus epithelial cells)
及腦室內襯之室管膜細胞 (ependymal cells)。病毒的抗原最早出現於微血管、小靜脈內皮細胞及血管
周圍的星狀神經膠質細胞中，另外，腦脊髓液亦可發現病毒之存在。顯示病毒進入中樞神經系統的途
徑，可能藉腦脊髓液 或由類淋巴細胞 (lymphoid cell) 穿過血腦障壁 (blood-brain barrier) 所致。

》 臨床症狀
臨床上顯現之症狀為多系統性 (multisystemic)，但差異甚大，乃肇因於病毒毒力、感染年齡、環
境狀態及宿主免疫力之影響。死亡率由0%-100% 不等。CDV感染後，約50-70% 的動物呈不顯性感
染 (subclinical infection)。感染後只呈現輕微臨床症狀者亦不少見，其症狀包括倦怠、食慾減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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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cosuppurative) 並伴隨咳嗽及呼吸困難等症狀出現。而這些輕度感染所呈現的臨床症狀必須與犬舍
咳 (kennel cough) 區別。角膜結膜炎可發生於全身性或不顯性感染的犬隻。耐過的犬隻可造成持續性
嗅覺喪失症 (anosmia) (Greene and Appel, 1990)。嚴重感染的病例可發生於免疫狀況不良之全年齡層
犬隻，但好發於12-16週齡且未施打疫苗的犬隻。早期之雙相性發熱 (diphasic fever, 39.5℃-41℃) 常
被忽略。嚴重感染的第一個症狀往往為輕度、漿液性至黏液化膿性結膜炎及乾咳，幾天後則快速轉變
為濕咳，於胸部聽診有呼吸音增加的情形。若有嘔吐發生，則常伴隨沈鬱及食慾不振等情形。隨著病
程的進展會發生下痢，下痢便呈水樣、血樣或黏液樣。此外，亦可能併發裡急後重 (tenesmus) 及腸套
疊 (intussusception)。渴感缺乏 (adipsia) 及體液流失將導致嚴重脫水及消瘦。動物常死於伴發全身性感
染，但若予以適當治療可降低死亡率。
神經症狀通常出現於全身性感染恢復後1-3週，但亦可於全身性感染時同時出現。當出現神經症狀
時，其他系統之臨床症狀已轉為輕微或消失 (Tipold et al., 1992)。然而，臨床上並無法預測發生全身
性感染的病犬是否會出現神經症狀。根據過去報告顯示，當出現鼻頭或腳墊角化過度 (hyperkeratosis)
時，常伴隨不同程度之神經症狀出現 (Tipold et al., 1992)。神經症狀也會出現於無全身性感染病史，且
過去曾施打疫苗之成年或免疫不全的犬隻 (Raw et al., 1992)。神經系統之併發症為評估本病預後及感
染後是否恢復之最重要指標。急性CD之常見神經症狀包括肌陣攣 (myoclonus)、全身性的發作/嚼口香
糖樣發作 (chewing gum seizures)、共濟失調 (ataxia)、迴旋運動 (circling)、感覺過敏 (hyperesthesia)、
肌肉僵硬 (muscle rigidity)、疼痛及恐懼反應。不顯性感染及耐過急性CD的犬隻，神經症狀亦發生於數
週或數月後，這些狗通常對CDV具有免疫力。存活的狗可能有肌陣攣後遺症。老狗發生之慢性腦炎，
其臨床症狀包括共濟失調、後肢虛弱、頭部傾斜、面部麻痺、頭部震顫 (不伴隨肌陣攣)，若病程繼續
發展，患犬則變得沈鬱，強迫性迴旋運動及性情改變等現象。
透過胎盤感染之幼犬可於出生後4-6週齡期間出現神經症狀。懷孕母狗外觀則呈輕度或不顯性感
染。懷孕期間，依感染時期的不同，可能出現流產、死產或產出虛弱幼犬。
新生幼犬感染CDV，會傷害牙齒之象牙質 (dentin)、琺瑯質 (enamel) 或齒根 (Bittegko et al.,
1995)，造成象牙質或琺瑯質生長不規則，甚至出現牙齒局部爆裂或齒過少 (oligodontia) 等現象。實驗
感染7日齡以下之新生幼犬，於接種後14-18天之間，可誘發心肌病 (cardiomyopathy)，臨床上出現呼吸
困難、沈鬱、食慾不振、虛脫及意志消沈 (prostration) 等症狀。
生長或發育中之幼犬，尤其是3-6月齡之大型品種犬隻，經實驗或自然感染CDV後皆會引起長骨
幹

端骨硬化 (metaphyseal osteosclerosis) (Baumgärtner et al., 1995)。此外，CDV可在發生肥大性骨

營養不良 (hypertrophic osteodystrophy, HOD) 之幼犬的骨細胞中進行複製 (Mee et al., 1992; Mee et al.,
1993)。於罹患風濕性關節炎 (rheumatoid arthritis)、發炎性關節炎 (inflammatory arthritis) 及退行性關
節炎 (degenerative arthritis) 犬隻的血清及關節液中，可偵測得高力價之抗CDV抗體。而CDV抗原則僅
出現於風濕性關節炎患犬之關節液中，發炎性關節炎及退行性關節炎患犬之關節液則無CDV抗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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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及上呼吸道感染。雙側性眼鼻分泌物可因細菌性之二次感染，由漿液性 (serous) 轉為黏液化膿性

(Bell et al., 1991)。
CDV引起的腦脊髓炎 (encephalomyelitis) 常併發輕度前葡萄膜炎 (anterior uveitis)，但臨床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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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沒有任何異常現象。嚴重時會有脈絡膜網膜炎 (chorioretinitis) 及視神經炎 (optic neuritis) 等病變出
現，臨床上可見灰色至粉紅色不規則之變性區域，甚至造成眼盲 (blindness)。至於慢性感染或恢復犬
隻，則有視網膜萎縮及疤痕形成，而疤痕形成的區域對光反射則有增強的現象。

》 診斷
一、血液學檢查
主要發現淋巴球減少症 (lymphocytopenia)。實驗感染3週齡以下之新生幼犬可誘發血小板減少症
(thrombocytopenia, < 30,000/μL) (Greene and Appel, 1990) 及再生性貧血 (regenerative anemia)，但於
成年犬及自然發生的病例，此異常現象之出現則不一致。血液抹片經Wright-Leishman染色後檢查CDV
包涵體，主要存在於淋巴球，而單核球、嗜中性球及紅血球亦會出現。淋巴球內之包涵體頗大 (約3
μm)，呈卵圓形且常單一出現，而出現於紅血球中之包涵體則較小、呈圓形且數目較多。CD患犬之血
液生化檢查，其結果變化並不具特異性。

二、抗原快速診斷
臨床疑似犬瘟熱病毒感染患犬之血清、全血、眼鼻分泌物、唾液或尿液等，依操作手冊採適當量
3-4滴，滴入免疫色層分析盤( immunochromatographic kit)中，等待10分鐘後立刻可知初步結果(圖一)。

三、形態病理學
吳等2000,2001，發現依據包涵體的出現及相關之病理變化作為病理學診斷CD的特徵，發現33例
中有16例為CD，其中2例僅局限於中樞神經系統，而以脫髓鞘病變為主，另有14例則屬於全身性感
染，顯示這兩種不同類型之CD確實存在於台灣地區。以包涵體為CD形態病理學之診斷依據，出現頻
率依次為膀胱移行上皮 (39.4%)、淋巴組織 (39.4%)、肺臟 (36.4%)、中樞神經系統 (33.3%)、胃腸道
(21.2%) 及皮膚 (21.2%)。使用LFB-CEV法，發現脫髓鞘性腦炎之病變，尤其出現在腦室周圍之小腦白
質部，髓鞘遭嚴重破壞並流失而呈現海綿樣變化 (spongy change)。將組織病理學檢查發現中樞神經系
統白質部有脫髓鞘病變者共13例進行CDV及GFAP之改良式卵白-生物素酵素複合免疫組織化學染色。
CDV抗原在這13個病例之脫髓鞘病變中皆呈陽性反應，而染GFAP的目的是評估脫髓鞘病變中之星狀神
經膠質細胞增生 (astrogliosis)，結果發現有8例 (8/13) 與正常腦組織 (對照組) 比較之下，星狀神經膠質
細胞有明顯增加 (hyperplasia) 及肥大 (hypertrophy) 的現象。根據結果顯示CDV於中樞神經系統中，可
出現於星狀神經膠質細胞、神經元、血管內皮細胞、腦室周圍之室管膜上皮細胞及脈絡膜叢上皮細胞
之細胞質與包涵體，其中，以星狀神經膠質細胞出現之頻率最高。
在呼吸系統方面，解剖時可見卡他性或化膿性炎症滲出液覆蓋於鼻腔及咽喉黏膜面，切片下常見
嗜伊紅性質內或核內包涵體出現於滲出液之細胞中。質內包涵體呈圓形或卵圓形，直徑約5—20 μm
不等，通常呈均質樣且界線分明。核內包涵體的形態與質內包涵體相似，可造成細胞核輕度擴張及染
色質著邊 (chromatin margination)。肺臟病變可見多發局部之間質性肺炎 (interstitial pneumonia) 並常因
繼發細菌性感染而造成化膿性支氣管肺炎 (purulent bronchopneumonia)，切片下可見病變區充滿嗜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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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病例中，支氣管或肺泡上皮細胞可見多核巨細胞形成 (multinucleated giant cells formation)，此病變
與人類及猴子感染麻疹病毒的肺臟病變類似。質內包涵體可出現於多核巨細胞及支氣管上皮細胞，核
內包涵體則較不常出現於這些細胞 (Appel, 1988; Blixenkrone-Moller, 1992)。
皮膚的病變，主要發生在腹部，以水泡性及膿泡性皮膚炎 (vesicular and pustular dermatitis) 為主，
而水泡及膿泡多出現在表皮的棘狀層，此外，有時可見真皮層鬱血及淋巴球浸潤。質內或核內包涵體
可出現於上皮細胞，特別是皮脂腺。腳墊的病變為角化過度 (hyperkeratosis) 導致腳墊變厚而硬，臨床
上稱之為”硬蹠症” (hard-pad disease)。
泌尿系統部份，特別在腎盂及膀胱，可見鬱血及移行上皮 (transitional epithelium) 變性並出現質
內或核內包涵體。胃腸道可見黏膜潮紅及黏液增加，而鏡下除了在腺窩 (crypts) 上皮細胞出現病毒質
內或核內包涵體外，大腸可見大量黏液性炎症滲出液及淋巴球浸潤於黏膜固有層。此外，雖然於膽管
上皮細胞曾經發現病毒病包涵體存在，但CDV通常不會在肝臟造成明顯病變。淋巴組織方面，淋巴結
及脾臟可見淋巴球流失 (lymphoid depletion) (McCullough et al., 1974)、T細胞和B細胞壞死及病毒包涵
體，多核巨細胞則鮮少出現。
有些病例可發現病毒包涵體出現於眼結膜上皮細胞內。而視網膜 (retina) 的病變包括鬱血、淋巴
球性圍管現象 (lymphatic perivascular cuffing)、神經節細胞變性及神經膠質細胞增生 (gliosis)。此外，
視神經 (optic nerve) 可見神經炎、脫髓鞘及神經膠質細胞增生等病變，另外，核內包涵體可出現於神
經膠質細胞及視神經內。這些病變最後會導致視網膜各層萎縮及視網膜色素上皮細胞肥大及增生。前
葡萄膜炎 (anterior uveitis) 亦常出現於CDV感染的病例，其特徵為單核細胞浸潤及多核巨細胞形成。
CD患犬牙齒的齒釉有發育不全性斑痕 (hypoplastic plaques)，其形成原因為於尚未長出永久齒之
前罹患CD，導致傷害齒釉的形成，而這類患犬的牙齒容易染色而變黑。幹骨后端骨硬化症可發生
於全身性感染的病例中，主要發生在1—5週齡幼犬，傷害長骨 (long bone) 幹骨后端，造成蝕骨細胞
(osteoclasts) 壞死與成骨細胞 (osteoblasts) 及骨髓細胞 (marrow cells) 壞死及萎縮等病變。使用免疫組
織化學染色法偵測CDV核蛋白抗原，發現抗原存在於骨髓細胞、蝕骨細胞及成骨細胞，而骨細胞則非
常罕見 (Baumgärtner et al., 1995)。
中樞神經系統之肉眼病變主要發現於慢性病例之白質部，包括變軟、顏色改變呈棕色或伴隨出
血。而切片下之病變可分灰質及白質兩個部份。大腦灰質、小腦灰質、基底核、腦幹及脊髓灰質之組
織病理學變化包括神經元變性、神經膠質細胞增生及淋巴球性漿胞性炎症反應。特別在幼犬，儘管臨
床上呈現嚴重及明顯的神經症狀 (如發作等)，其灰質之形態學變化仍相當輕微。當臨床病程短暫，切
片下僅發現極輕微之變性變化，此病變稱之為腦病 (encephalopathy)。感染初期可見血管內皮細胞輕度
肥大、增生與局部小神經膠質細胞增生 (microgliosis) 等病灶。有時可見不明顯的嗜酸性核內或質內
病毒包涵體出現於神經元及臨近的星狀神經膠質細胞 (astrocytes) 內。其他病變包括神經元壞死、皺
縮、衛星現象 (satellitosis)、神經細胞吞噬現象 (neuronophagia) (Gibson et al., 1965) 及繼發性瓦勒氏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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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黏液 (mucus) 及組織碎片。在病變早期，炎症滲出液可含許多血液、嗜中性球及單核細胞。於少

性 (Wallerian degeneration) (Higgins et al., 1982)。隨著病程的發展，在腦實質部及鄰近的腦膜組織中，
可見非化膿性炎症細胞浸潤。蜘蛛膜下腔之融合細胞形成 (syncytial formation) 則罕見 (Summe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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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l, 1985)。穿透式電子顯微鏡觀察可發現CDV感染神經元後，導致其內質網及高爾基氏體擴張、正
常時附著於粗糙內質網之核醣體脫落及粒腺體變性 (Higgins et al., 1982)。病毒之核蛋白鞘常存在於神
經元細胞核的周圍或靠近突觸的突起 (processes)，造成神經傳導障礙。
於極少數病例中，可引起雙側性灰質腦軟化 (polioencephalomalacia) (Lisiak and Vandevelde, et al.,
1979; Finnie and Hooper, 1984)，病變甚至波及梨狀葉 (pyriform lobe) 及海馬部 (hippocampus) (Braund
et al., 1981)。但是，相似的病變亦出現於臨床上具發作症狀而非CDV感染的病例 (Fischer, 1964)。雖然
病變區曾證實有CDV存在，但是動物發作時會選擇性破壞嗅腦 (rhinencephalon) 並造成壞死。此外，
在人類具嚴重癲癇 (epilepsy) 的病例中，亦出現類似病變 (Summers et al., 1995)。造成這些神經元死亡
的真正原因不明，可能與組織缺氧、低血糖、鉛中毒、氰化物中毒、維生素B1 (thiamin) 缺乏及心動停
止 (cardiac arrest) 有關。並非所有臨床上呈現發作的狗，皆會發展成灰質腦軟化的病變，例如自發性
(idiopathic) 癲癇之成犬，常不見中樞神經系統之形態學變化。發作是否會引發此病變，可能與動物發
生的年齡有關 (Lisiak and Vandevelde, 1979)。
白質部之組織病理學變化主要位於腦室周圍，包括小腦腳 (cerebellar peduncle)、吻髓帆 (rostral
medullary velum)、視徑 (optic tract)、海馬部穹窿 (hippocampal fornix) 與脊髓白質部 (Vandevelde et al.,
1982; Alldinger et al., 1993)。於1982年，Higgins等人證實CDV可感染腦脊髓液、室管膜及脈絡叢上皮
細胞。白質部的病灶往往於慢性病例中出現，病灶區最初僅見單純的神經組織變性並伴隨軸突數目減
少，緊接著出現廣泛性的淋巴球性炎症反應，最後造成了神經組織的脫髓鞘病變 (demyelination) 和/或
壞死。隨病程的演進，非化膿性炎症反應逐漸形成，初期可見星狀神經膠質細胞肥大、增生，室管膜
下/軟膜下的白質部有小神經膠質細胞的增生，多數的神經膠質細胞中含有病毒的抗原。神經組織在髓
鞘脫失後呈氣球樣變性 (ballooning degeneration)，形成海綿狀蒼白樣的脫髓鞘病變區。犬瘟熱病毒感
染後約21—24天左右，受病毒侵害的神經組織即可見到脫髓鞘病變，典型的脫髓鞘病灶區多形成海綿
狀變化 (spongy change)，在形態學上與中毒性腦病或營養及代謝性腦病極為相似。白質病灶區之星狀
神經膠質細胞和室管膜上皮細胞往往因病毒的感染而形成融合現象 (syncytial formation) (Summers and
Appel, 1985)，病毒感染的細胞中常可見到細胞核內和/或質內的病毒包涵體。在犬瘟熱的病例中亦常
可發現星狀神經膠質細胞受到侵害及破壞，因此白質部的星狀神經膠質細胞被認為是犬瘟熱病毒的主
要感染的標的細胞 (Mutinelli et al., 1989)。
此外，典型犬瘟熱腦脊髓炎可分為3種，包括老犬型腦炎（old dog encephalitis）、慢性硬化性
白質腦炎 (chronic sclerosis leukoencephalitis)和疫苗接種後犬瘟熱腦炎 (post-vaccinal canine distemper
encephalitis)
一、老犬型腦炎：此型病犬於臨床上可見精神沉鬱、反應遲鈍，偶爾有共濟失調性步態。組織病理
學上的特徵為廣泛性單核細胞 (以淋巴球為主) 圍管現象，嚴重時圍管的單核細胞會聚集成一龐
大病灶區。白質和灰質兩部分均可受到侵犯，在前腦 (prosencephalon) 更為明顯。病變包括神經
元變性和神經膠質細胞增生，偶爾可於星狀神經膠質細胞和神經元內發現病毒包涵體。本型腦
炎和典型的犬瘟熱腦脊髓炎並不完全相同，儘管在中樞神經系統含有病毒抗原和病毒核蛋白鞘
以及腦脊髓液中含高量免疫球蛋白，但是卻無法自中樞神經系統中分離到病毒，因此本型腦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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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慢性硬化性白質腦炎：本型腦炎多發生在白質部長期受病毒侵害的慢性病例。
三、疫苗接種後犬瘟熱腦炎：多於犬瘟熱疫苗注射後1-2週內發生，臨床可見病犬的性情改變且具攻
擊性，漸進性共濟失調、輕癱和側躺，病發後數天內死亡。本型腦炎多發生在橋腦，其特徵為
腦軟化 (malacia)，並出現許多軸突變性腫脹後形成的球狀樣細胞 (spheroid cells) 和大量的病毒
包涵體。造成此型腦炎多認為是因疫苗所含的犬瘟熱病毒減毒馴化不完全所致。

四、病毒分離
用來分離CDV的細胞株有下列幾種：canine marcophage (Appel et al.,1967,1992)、Vero cell細胞株
(Evans et al.,1991)、B95a細胞株(Imagawa et al.,1999)、經刺激活化後的血液單核細胞(PBML)或胸腺細
胞(Ho et al.,1981)、血液中纖維母細胞(Metzler et al.,1981)、犬腎細胞(Ho et al.,1979)等。然而，B95a
細胞株是從棉頭娟猴 (marmoset) 的B淋巴母細胞得到的一種細胞株，其優點為產生細胞病變(cytopathic
effect, CPE)的時間短，只需2-10天且不會使病毒喪失其毒力(Kobune et al.,1989)。缺點為上清液中會
產生EB病毒。而Vero cell細胞株是一種較為廣泛使用的細胞株，也曾被用來分離CDV，感染CDV後也
會產生CPE，但時間上比B95a細胞株稍久(Ho et al.,1979)。但亦有報告發現使用兩種細胞(co-culture)共
同培養之方式較易分離出CDV(Kai et al., 1993)。野外強毒株CDV感染細胞株不會產生CPE(Iwatsuki et
al.,1999)。可能原因為只有經活化之PBML及巨噬細胞支持CDV病毒生長( Appel et al.,1992)、強毒株
CDV會逃避宿主免疫攻擊之選擇性擴散(Zurbriggen et al.,1995)、或細胞株缺乏感染CDV所需之細胞表
面醣蛋白受體(SLAM, CD150)(Seki et al., 2003)。CDV分離株，其特異性細胞病變(圖二至圖五)及免疫
螢光染色如圖示(圖六至圖九) ( Liang et al., 2007)。

五、分子診斷
在CDV的分子診斷，尿液是比白血球或血清更敏感的檢體，其敏感度如同腦脊髓 (CSF) 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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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to et al., 2006)。 在分子診斷CDV，其敏感度可達10 TCID ，巢式RT-PCR可達1 T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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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zwik and

Frymus, 2005)，或是可偵測到200拷貝數 (copies) 的互補去氧核糖核酸(c DNA)(Shin et al., 1995)。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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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式RT-PCR的極限為1 TCID ，且打完犬瘟熱疫苗，14天後測不到抗原，所以可以藉此和疫苗注射引
起的假陽性反應加以區別 (Kim et al., 2001)。RT-PCR的敏感度約在86-88%，最敏感的組織分別為血清
86%，全血88%，腦脊髓液88% (Frisk et al., 1999)。 同時巢式RT-PCR可使陽性率由單一PCR 28%提高
至88% (Kim et al.,2001)。如果以傳統免疫螢光法來檢查檢體，其敏感度為PCR的50%，即一半左右。
免疫螢光法僅在自發感染21天後，始能偵測出陽性病例(Jozwik and Frymus, 2005)。吳等(2000, 2001)，
採集腦脊髓液、全血、大腦、小腦、腦幹及頸部脊髓、肺臟、淋巴結、脾臟及膀胱等10種體液或組
織，進行RT-PCR偵測病毒核酸，發現陽性檢出率依序為中樞神經系統 (78.8%)、膀胱 (77.8%)、淋巴組
織 (66.7%)、腦脊髓液 (48.3%)、肺臟 (46.9%) 及全血 (42.3%)。使用RT-PCR技術，共診斷了27個C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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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是由缺陷型犬瘟熱病毒長期慢性感染所導致。

陽性病例 (27/33, 81.8%)，相較於病理學診斷為CD之16個病例 (16/33, 48.5%)，明顯提高了診斷的敏感
性。H基因的分子診斷對病毒基因變異分析很重要(圖十)。
35

》目錄 》 序言 》 議程表 》 第一章 》 第二章 》 第三章 》 第四章 》 第五章 》 第六章 》 第七章 》 第八章

六、免疫化學染色
傳統的免疫化學染色方法(梁等,2000)是利用初級抗體辨認組織中的病原 (抗原)，然後再接上生物
素化 (biotinylated)的二級抗體，利用卵白素 (avidin)與4個生物素分子的親和力，與過氧化酶形成複合
物，再利用呈色劑呈色。但是因為卵白素是一種糖蛋白，等電點 (pI)為10，所以極易與切片中帶負電
荷的組織或血球凝集素 (lectin)形成非特異性鍵結，如腎臟、肝臟、中樞神經組織及肥大細胞等器官。
為了避免此一內源性生物素在診斷上的干擾及誤判，所以發展非生物素性HRP的免疫染色方法，應用
於病毒性疾病診斷。
在免疫化學染色及診斷上有一些技術的問題，因為在水溶液培養基中，分子彼此間有忌水
(hydrophobic)作用，尤其是在其分子表面張力較水分子小時，如一些中性芳香族胺基酸如苯氨基丙酸
(phenylalanine)、酥氨酸 (tyrosine)、色氨基酸 (tryptophan)等之側鍵，因為它們彼此之間會產生忌水作
用，所以相對地這些胺基酸或彼此鍵結，形成複合物，影響免疫複合物形成的穩定度。
組織中的蛋白質，會經由福馬林的固定作用而增加其忌水性，因為相鄰的蛋白質會形成雙鍵。這
些組織包括結締組織、鱗狀上皮、脂肪細胞等。很不幸的是大部份的血漿蛋白質或免疫球蛋白(IgG)抗
體皆是忌水性，尤其是IgG3， IgG1分子忌水性遠大於IgG2 ，IgG4。這些抗體分子在儲存時，會增加
其忌水性，相對地在解凍時會影響其染色效力。抗體稀釋液的pH與抗體的等電點越接近時，此時抗體
的忌水性越強；反之，則越弱。其它降低組織及抗體液的忌水性的物質包括Tween 20或是直接將抗體
稀釋液pH值調高。一般最常用的方法是在加入初級抗體前加入次級抗體來源血清，或是初級抗體直接
用胎牛血清稀釋( 1% BSA，non-fat milk，casein等)。
大部份的多源性抗體IgG的等電點在pH5.8-8.5之間，所以在生理性pH值時( (pH 7.0) ，抗體分子可
能帶正電或負電。當組織帶負電時如內皮細胞及膠原纖維等，會與帶正電的抗體分子形成複合物，常
易與組織中膠原或彈性纖維形成非特異性結合，造成誤判。 內源性過氧化酵素的去除可藉由過氧化氫(
H2O2)，這些內源性酵素出現在所有血液性蛋白質或血紅素(紅血球)、肌紅素(肌肉細胞)、細胞色素(顆
粒球、單核球)、觸酶( 肝、腎臟)等組織。
另一個代替的方法就是使用血清鹼磷酵素(alkaline phosphatase) 系統取代傳統過氧化酵素染色
( Liang et al., 2004)，但必須加入5 mM levamisole於呈色劑中破壞內源性生物素多的組織如肝、腎、
淋巴組織、中樞神經組織、脂肪組織、乳腺等易產生非特異性鍵結。所以可考慮在染色前切片先以
0.01-0.1% avidin 及0.001-0.01% biotin處理，或是以streptavidin取代卵白素。因為它沒有糖，等電點僅
有5。另外在染色時要注意二級抗體是F(ab)2結構或是全部的IgG抗體分子，因為後者含FcR。 FcR是一
種糖蛋白分子，分子量為50-70KD，易在冷凍組織染色呈非特異性陽性反應。組織呈死後變化易與任
何抗體產生非特異性反應。
利用非傳統性免疫化學染色等方法( Liang et al., 2007)，可在犬瘟熱病毒感染患犬的肺臟小支氣管
上皮及肺泡巨噬細胞、腎盂上皮細胞、膀胱上皮細胞、脾臟巨噬細胞、大腦皮層外錐狀細胞及樹狀突
細胞質、胃腸道黏膜上皮細胞、小腦白質層星狀細胞及細胞質、皮膚海綿層細胞及細胞質等器官發現
特異性CDV抗原 (圖十一至十八)。

36

原位雜交（in situ hybridiza-tion, ISH）技術是基於核酸探針會和細胞內特異的 DNA 或 RNA 發生
互補所發展出的技術，被偵測的核酸可以是細胞的內源性 DNA、mRNA、病毒核酸序列或細菌的核
酸。在應用上，目前原位雜交主要的應用範圍包括藉由偵測 mRNA 進行基因表現的研究、傳染性病原
的診斷（尤其是病毒性疾病）、cell cycle 及 apoptosis 領域的研究。相較於免疫化學染色，原位雜交的
優點在於探針獲得比抗體方便，尤其在新發現的病原研究，此外探針的保存時間較久，但其缺點則是
操作流程繁瑣，且影響雜交敏感性的因素繁多 (Chueh et al., 1999) 。

八、公共衛生
CDV可造成宿主免疫抑制並繼發二次性感染，常併發細菌性感染 (如支氣管敗血性博德氏桿菌;
Bordetella bronchiseptica)、弓蟲症 (toxoplasmosis)、新胞蟲症 (neosporosis)、球蟲症 (coccidiosis)、病
毒性腸炎、隱胞子蟲病 (cryptosporidiosis) 及梨形鞭毛蟲症 (giardiasis) 等病。於人類Paget’s disease之
骨病變中，亦可偵測到CDV的複製 (Mee et al., 1998)。因此CDV在人畜共通傳染病上扮演的角色，值
得我們注意。

圖一 免疫色層分析盤中檢體出現一條紅色沉澱
色帶(C)為陰性，如同左圖下方之細胞對照組
(mock)；分析盤中反應槽出現第二條紅色沉澱色
帶(T)為陽性，如同左圖上方之犬瘟熱病毒繼代
第六代病毒。

圖二 自患犬分離出的犬瘟熱病毒呈明顯細胞病

圖三 對照組細胞株(mock)，仍維持其原有形

變(CPE)。 細胞株聚合成 30-50個細胞核以上，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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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原位雜交

同時產生巨大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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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自患犬分離出的犬瘟熱病毒繼代第四代呈

圖五 自患犬分離出的犬瘟熱病毒繼代第四代呈

明顯細胞病變(CPE)。 CPE 會隨攻毒時間不同而

明顯細胞病變(CPE)。巨大細胞為另一型CPE。

有差異。

圖六 自患犬分離出的犬瘟熱病毒產生巨大細

圖七 對照組細胞株細胞(mock)，仍維持其原有

胞。且免疫螢光染色為陽性(綠色)。400x

形狀。且免疫螢光染色為陰性(紅色)。200x

圖八 自患犬分離出的犬瘟熱病毒繼代第四代。

圖九 與圖五同一視野之細胞株細胞，維持其原

免疫螢光染色為陽性(綠色)。400x

有形狀。0.02% Evans Blue 複染色。400x

10 11 12 M

1827 bp
916 and1109 bp

圖十 自患犬分離出的犬瘟熱病毒經細胞增殖後經過 RT-PCR後以 0.8%電泳膠，可以增幅出預期產
物 (lane 1-3, 5, 7-8, 9-11)，M: 1 kb ladder marker；lane 1- 4 分別為第 9, 8, 4代病毒及陰性對
照，目標產物1109 bp。lane 5 - 8 分別為陰性對照、第 4, 9, 8代病毒，目標產物916 bp。lane 9
- 12 分別為第 9, 8, 4代病毒及陰性對照，目標產物1827 bp。

圖十一 自犬瘟熱病毒感染患犬肺臟，可見抗原

圖十二 自犬瘟熱病毒感染患犬腎盂，可見抗原

出現於小支氣管上皮及肺泡巨噬細胞。200x，

出現於腎盂上皮細胞。200x，non-biotin HRP

non-biotin HRP 染色。

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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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自犬瘟熱病毒感染患犬膀胱，可見抗原

圖十四 自犬瘟熱病毒感染患犬脾臟，可見抗原

出現於膀胱上皮細胞。400x，non-biotin HRP

出現於巨噬細胞及病毒包涵體。400x，non-

染色。

biotin HRP 染色。

圖十五 自犬瘟熱病毒感染患犬胃黏膜，可見抗

圖十六 自犬瘟熱病毒感染患犬大腦皮層，可

原出現於黏膜上皮細胞。200x，non-biotin HRP

見抗原出現於外錐狀細胞及樹狀突細胞質。

染色。

400x，non-biotin HRP 染色。

圖十七 自犬瘟熱病毒感染患犬小腦白質層，可

圖十八 自犬瘟熱病毒感染患犬皮膚，可見抗原

見抗原出現於星狀細胞及細胞質。200x，non-

出現於海綿層細胞及細胞質。200x，non-biotin

biotin HRP 染色。

HRP 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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