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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病毒PAN-EV分型法之建立 

摘要 

腸病毒由於種類繁多，在型別的鑑定上較為繁瑣而耗時，而且

常受限於單株抗體的不足，使得許多重症患者無法經由現行檢驗技

術鑑定出確實型別，由於實驗室診斷結果有助於後續防疫之推動以

及防治工作的進行，因此如何改良檢驗方法，設計合於本土使用之

血清型套組鑑定試劑，正確而快速的鑑定病毒種類，對於國內腸病

毒的防治工作，就顯得相當重要。 

本研究利用White New Zealand雄兔來製備無法分型之腸病毒

抗血清，初步包括 CA3、CA4、CA8、CA9、CA10 及 CA12 共計

23株抗血淸，並以中和試驗測定同型及異型中和抗體效價，而利用

這些抗血清所組合之各種腸病毒免疫血清套組 (immune serum 

pools)，對無法分型之腸病毒可進行進一步的確認，以確實掌握台

灣地區導致腸病毒重症之型別，而該項抗血清套組更可推廣至各腸

病毒檢驗實驗室使用，使腸病毒診斷系統更具時效性及完整性，不

但有助於疫情之研判，並可及時提供防疫決策上的參考。 

 

關鍵詞: PAN-EV、免疫血清套組、中和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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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tablishment of a typing protocol for PAN-EV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so many varieties of enteroviruses 

(EV), to identify the type of an EV-positive pathogen is admittedly a very 

tedious and time-consuming task.  Besides, this work is often further 

hampered by the insufficient supply of monoclonal antibodies that are 

readily available and thus regrettably many severe cases have to be left 

without accurate diagnosis in time for effective treatment.  Precise 

laboratory assay results are not only essential for attending physicians to 

prescribe effective medical treatment for the patient involved, but also 

very helpful for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disease control 

measures that follows.  Therefore, to improve the methodology of assays, 

to design locally specific kit of serotyping reagents, and to achieve 

accurate and speedy identification of PAN-EV are very important for our 

efforts in curtailing the domestic EV incidents. 

In this study, we made use of White New Zealand male rabbits to 

prepare antibody of EV that has failed in preliminary typing efforts.  ｃ

Currently, the initial combination includes CA3, CA4, CA8, CA9, CA10, 

and CA12.  We also had the homotypic and heterotypic titers of each 

neutralizing antibody determined with neutralization tests.  Then by 

using specially arranged EV immune serum pools made up by combining 

those antisera, we are able to further verify some of the PAN-EV that are 

not differentiable previously.  The kit would facilitate our grasp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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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ies of sever EV cases in Taiwan in a broad sense as well as be a 

useful tool for all domestic virology laboratories dealing with EV activity 

tracking and research in order to make our EV detecting network better in 

their timing and integrity.  Not only great for epidemiological 

surveillance of the disease, it can also provide reference for disease 

prevention policy making. 

 
Keywords: PAN-EV, immune serum pools, neutralizing anti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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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臺灣地區在 1998年爆發腸病毒的大流行，在當時共奪去了78

位兒童的寶貴生命，對整個社會造成極大的衝擊及傷害，而腸病毒

71型則是該次流行的主要原兇
（1、2）
。根據本局這幾年來各種監測系

統持續監控所得到的資料顯示，腸病毒病例數大約在每年的三、四

月間開始上升，並持續至七、八月間為止，而年底也會出現一小波

的流行，而實驗室的資料則顯示，雖然腸病毒 71型是造成國內這

幾年來腸病毒重症及死亡的最主要致病因子，但是受限於檢驗技

術，仍有許多的重症患者無法由現行的檢驗方法鑑定出腸病毒的確

實型別。 

目前對於腸病毒的實驗室診斷方式仍以傳統的病毒分離為

主，也就是將患者檢體先於細胞中培養，待病毒增殖後，再以特異

性的單株抗體，利用間接螢光抗體染色法進行病毒的分型鑑定。因

為腸病毒的型別多達 66 種，受限於市售檢驗試劑之種類，目前能

以間接螢光抗體染色法確認型別者約只有少數克沙奇 A 型、

B1~B6、伊柯 4、6、9、11、30、34、小兒麻痺 1~3型及腸病毒 70、

71型等二十餘種，至於其他檢驗為腸病毒陽性者，因尚無單株抗體

可供使用，故無法由間接螢光抗體染色法確認其型別，而僅能以腸

病毒陽性（PAN-EV）代表其檢驗結果，也就是可以確定為腸病毒，

但無法進一步定出型別。 

本計畫實施之目的在於改進此項檢驗不完全之盲點，擬針對市

售間接螢光抗體染色試劑無法確認之腸病毒型別，利用實驗動物來

製備抗血清，未來即可自行研發並組合各種腸病毒免疫血清套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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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une serum pools)，並用於相關檢體之中和抗體測試，以進一步

釐清玫病原，該項免疫血清套組之建立，可使我們確實掌握台灣地

區腸病毒重症之型別，做為推動各項防治工作之參考。 

 

材料與方法 

一、腸病毒之製備 

病毒於 RD細胞中大量培養 

↓ 

於 4℃2100g（3000rpm，Beckmen J-GB）離心 15分鐘 

↓ 

上清液移至耐氯仿（chloroform）之離心管 

↓ 

加入 1/10量之 chloroform，振盪混合 15分鐘 

↓ 

於 4℃2100g離心 15分鐘 

↓ 

收集上清液並依Reed &Muench法測定病毒感染價(TCID50) 

 

二、免疫兔血清之製備： 

兔子：約 2.5公斤大小之White New Zealand雄兔 

↓  

病毒株經 2次 UV各 5分鐘去活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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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脈注射 5ml，注射間隔為 0、2、4、6、8….至 42天 

↓ 

第 42天試血，若 titer未達 512，則繼續免疫 

↓ 

若 titer已達 512，則在第 42天注射 10ml之活病毒 

↓ 

第 49天頸動脈收集全血製備免疫血清 

↓ 

測定同型及異型中和抗體效價 

 

三、中和抗體測試
(3、4、5、6)

   

所有血清檢體皆以中和抗體檢驗判定中和抗體效價，首先將

血清樣本以1：8的比例稀釋（血清100μl加PBS 700μl），加

熱56℃30分鐘後，再依Schmidt N-J等之方法
（5）
系列稀釋後加

入71型腸病毒培養，第4天判定血清中和抗體價，即對照細胞

形態正常，而對照血清檢體對細胞發育無不良影響或者是有毒

性，但其倍數不影響中和抗體價之判定者，則最高血清稀釋倍數

之50﹪能完全阻止CPE，即為該血清之中和抗體價。 

 

結果 

 

克沙奇A型病毒抗血清之製備 

初步選定之6種克沙奇A型病毒，除CA4為3株外，其他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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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4株，經過免疫兔子後，共採集抗血清總數量為 950ml，其中

包括CA3：164ml、CA4：137ml、CA8：149ml、CA9：187ml、

CA10：149ml及CA12：164ml 。 

 

各種抗血清同型及異型效價之測定 

所有抗血清以中和試驗分別測試其同型及異型抗體效價(包

括腸病毒71型)，結果如表一至表六，顯示各不同型別之克沙奇

病毒皆使兔子產生極高效價之同型抗體，至於異型抗體效價則除

了CA8抗血清和CA3病毒之間產生些微反應之外，其他皆大多為1:

＜8。 

 

討論 

腸病毒的型別特別多（包括小兒麻痺病毒、克沙奇病毒、伊

科病毒和腸病毒68~71型），而且持續性的的分佈於全球，但絶大

多數腸病毒僅會引發無症狀之感染或或是只有一般感冒或腸胃炎

的症狀
（7、8、9）

。雖然腸病毒群感染所引發的嚴重症狀如無菌性腦膜

炎、病毒性腦炎及類小兒麻痺症候群 (polio-like syndrome)等

情形並不常見，但因腸病毒面臨下列問題，故仍值得我們注意，

包括(一)腸病毒分佈於全球各地，而且一直持續性的存在於人類

生活環境之中，在可預見的未來，尚無法將之滅絕。(二)目前除

小兒麻痺病毒外，尚無疫苗或特效藥可預防或治療腸病毒感染

症，腸病毒 71型疫苗雖已積極研發中，但距離上市仍需一段時

間。(三)腸病毒分離率以咽喉拭子為最高，但其他多種部位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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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容易分離出病毒，顯示腸病毒傳染途徑多元化，且患者可長期

性的由糞便釋出病毒，增加防治上的困難。(四)腸病毒的流行種

類，依季節及地區稍有不同，但因近年來溫室效應、全球暖化的

結果，導致其流行的季節越來越不明顯，全年皆可能有感染個案

發生，加上台灣地狹人稠、交通便利，若未及時控制，很容易造

成全面流行。 

台灣自1998年爆發腸病毒的大流行至今，相關衛生人員不

論在診斷、治療能力及防治各方面皆已累積相當多的經驗、目前

腸病毒感染症已列為國內經年性監測之重要疾病，經由住院通報

系統、定點醫師通報系統、重症個案通報系統及實驗室監視系統，

對腸病毒進行持續的疫情掌控，同時配合各項防治工作的推動，

可有效降低腸病毒所導致的傷害。國內定醫、住院及重症等三大

疫情通報系統皆於1998年建立，目前已累積相當的成果，而實驗

室監視系統則建立於1999年，由於臺灣爆發的腸病毒疫情，暴露

出我國病毒檢驗室「質」與「量」不足的問題，因為檢驗技術的

困難度以及所需的設備成本等問題，過去臺灣地區合乎水準的病

毒檢驗室屈指可數，因此衛生署於1999年三月起在全國設置了四

家病毒性感染症合約實驗室、二家準合約實驗室，除對各實驗室

進行各項經費的補助外，更致力於病毒檢驗能力的提昇與人才的

培育及訓練。目前已有十一家合約實驗室分佈於全國，在腸病毒

的防治工作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除了與全國四百餘位定點醫師

配合組成的腸病毒主動監視系統，進行例行性的腸病毒檢驗工作

外，更負責法定傳染病-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之實驗室診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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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們可即時掌握國內腸病毒之流行趨勢及其流行病毒型別的變

動情形，而長期累積之腸病毒感染症本土資料庫，更使我們對於

腸病毒在國內不同地區及季節的活動狀況有所瞭解。 

目前腸病毒的實驗室診斷方法仍以傳統的病毒分離及血清學

檢查
（10、11）為主，而因為技術及能力上的限制，各合約實驗室多採

用病毒分離法來鑑定病毒，對於某些無法以螢光抗體檢測試劑進

一步分型的腸病毒，則以 PAN-EV做為最後的檢驗結果判定，如

此一來，對於引發重症的確實腸病毒種類勢必無法完整掌握，而

根據本實驗室這些年來的病毒監測結果顯示，PAN-EV在腸病毒

重症患者的檢驗結果中仍出現相當高的比率，因此有必要性設計

完整的檢測系統，以窺台灣腸病毒之流行全貌。 

本研究初步以研發克沙奇A群病毒抗血清為主，經由中和抗體

評估顯示，兔子可以產生相當高濃度的抗血清，如表一至表六所

呈現的結果顯示，各株抗血清的效價由 1000（第10株 CA10）至

89125（第31株CA4）倍，而與同屬於CoxA群之腸病毒之間的異

型抗體效價可看出，絶大多數皆呈現陰性反應，顯示這些抗血清

具有良好的專一性，未來即可以進行免疫血清套組之組合及設計

(12) ，依照 Lim Benyesh-Melnick(13)及”intersecting serum”（14）法稍加

修飾，將各種免疫血清組合為數個免疫血清套組，每一套組包含

五種免疫血清，可用於未知血清型病毒之型別鑑定（相關鑑定法

持續進行中）。 

本計劃研發之PAN-EV分型法，主要目的在設計合乎本土性使

用之抗血清套組，不但能降低不同型別之間的交叉反應狀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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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加速日後腸病毒之分型工作，相關實驗模式並可提供應用至其

他種類之腸病毒，提升國內腸病毒檢驗水準及防疫效率，使腸病

毒檢驗系統更為完整，至於回溯性研究調查歷年來腸病毒重症之

確切感染因子，除可一窺國內腸病毒流行全貌外，更可提供日後

防疫推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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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CA12同型及異型中和抗體效價 

編號 CA2 CA3 CA4 CA5 CA6 CA7 CA8 CA9 CA10 CA12 CA16EV71 血清量(ml) 抗體效價 

23 ＜8 8 ＜8 ＜8 ＜8 ＜8 ＜8 ＜8 ＜8 22387 ＜8 ＜8 45 22387 / 316 TCID 

24 ＜8 ＜8 ＜8 ＜8 ＜8 ＜8 ＜8 ＜8 ＜8 ≧39,719＜8 ＜8 42 ≧39,719 / 316TCID

25 ＜8 ＜8 ＜8 ＜8 ＜8 ＜8 ＜8 ＜8 ＜8 3981 ＜8 ＜8 42 3981 / 316 TCID 

26 ＜8 ＜8 ＜8 ＜8 ＜8 ＜8 ＜8 ＜8 ＜8 9977 ＜8 ＜8 35 9977 / 316 TCID 

 
 
 
 
表二、CA10同型及異型中和抗體效價 

編號 CA2 CA3 CA4 CA5 CA6 CA7 CA8 CA9 CA10 CA12 CA16 EV71 血清量(ml) 抗體效價 

9 ＜8 ＜8 ＜8 ＜8 ＜8 ＜8 16 ＜8 7,948 ＜8 ＜8 ＜8 36 7948 / 378 TCID

10 ＜8 ＜8 ＜8 ＜8 ＜8 ＜8 16 ＜8 1000 ＜8 ＜8 ＜8 36 1000 / 128 TCID

11 ＜8 ＜8 ＜8 ＜8 ＜8 ＜8 ＜8 ＜8 5,623 ＜8 ＜8 ＜8 42 5623 / 128 TCID

12 ＜8 ＜8 ＜8 ＜8 ＜8 ＜8 ＜8 ＜8 2,506 ＜8 ＜8 ＜8 35 2506 / 128 TCID

 
 
 
 

表三、CA9同型及異型中和抗體效價 

編號 CA2 CA3 CA4 CA5 CA6 CA7 CA8 CA9 CA10CA12 CA16 EV71 血清量(ml) 抗體效價 

13 ＜8 ＜8 ＜8 ＜8 ＜8 ＜8 ＜8 15848 ＜8 8 ＜8 ＜8 48 15848 / 100 TCID

14 ＜8 ＜8 ＜8 ＜8 ＜8 ＜8 ＜8 3396 ＜8 ＜8 ＜8 ＜8 33 3396 / 230 TCID 

15 ＜8 ＜8 ＜8 ＜8 ＜8 ＜8 ＜8 10764 ＜8 ＜8 ＜8 ＜8 51 10764 /230 TCID 

16 ＜8 ＜8 ＜8 ＜8 ＜8 ＜8 ＜8 13520 ＜8 ＜8 ＜8 ＜8 55 13520 / 230 T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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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CA3同型及異型中和抗體效價 

編號 CA2 CA3 CA4 CA5 CA6 CA7 CA8CA9 CA10 CA12 CA16 EV71 血清量(ml) 抗體效價 

27 ＜8 22387 ＜8 ＜8 ＜8 ＜8 8 ＜8 ＜8 ＜8 ＜8 ＜8 45 22387 / 126 TCID

28 ＜8 44668 ＜8 ＜8 ＜8 ＜8 32 ＜8 ＜8 ＜8 ＜8 ＜8 41 44668 / 126TCID

29 ＜8 11200 ＜8 ＜8 ＜8 ＜8 ＜8 ＜8 ＜8 ＜8 ＜8 ＜8 42 11200 / 100 TCID

30 ＜8 44668 ＜8 ＜8 ＜8 ＜8 64 ＜8 ＜8 ＜8 ＜8 ＜8 36 44668 / 126 TCID

 

 

表五、CA8同型及異型中和抗體效價 

編號 CA2 CA3 CA4 CA5 CA6 CA7 CA8 CA9 CA10 CA12 CA16 EV71 血清量(ml) 抗體效價 

17 ＜8 256 ＜8 8 ＜8 ＜8 44668 ＜8 8 16 ＜8 ＜8 25 44668 / 138 TCID

18 ＜8 ≧256 ＜8 ＜8 ＜8 ＜8 3539 ＜8 ＜8 ＜8 ＜8 ＜8 40 3539 / 138 TCID 

21 ＜8 16 ＜8 ＜8 ＜8 ＜8 6776 ＜8 ＜8 ＜8 ＜8 ＜8 42 6776 / 316 TCID 

22 ＜8 8 ＜8 ＜8 ＜8 ＜8 15848 ＜8 ＜8 ＜8 ＜8 ＜8 42 15848/ 316 TCID 

 
 

表六、CA4同型及異型中和抗體效價 

編號 CA2 CA3 CA4 CA5 CA6 CA7 CA8 CA9 CA10CA12 CA16 EV71 血清量(ml) 抗體效價 

31 ＜8 ＜8 89125 ＜8 ＜8 ＜8 ＜8 ＜8 ＜8 ＜8 ＜8 ＜8 36 89125 / 100 TCID 

32 ＜8 ＜8 2506 ＜8 8 ＜8 ＜8 ＜8 ＜8 ＜8 ＜8 ＜8 46 2506 / 100TCID 

34 ＜8 ＜8 79250 ＜8 ＜8 ＜8 ＜8 ＜8 ＜8 ＜8 ＜8 ＜8 55 79250 / 100 T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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