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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３ １１例‘ＳＡＲＳ患者康复后一年内

血清ＩｇＧ抗体变化分析
范保星

解立新

【摘要】

目的

陈良安

陈唯军

文杰

刘又宁

了解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ｓＡＲｓ）患者康复后一年内血清中ｓＡＲｓ冠状病毒

（ＳＡＲＳＣｏＶ）特异性抗体ＩｇＧ的产生水平及动态变化。方法

ＳＡＲｓ患者康复后，每隔２—４周抽取

ＩｇＧ抗体阳性的ＳＡＲｓ康复期患者血液，经病毒灭活后分离血清，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ｓＡＲＳ
ＣｏＶ特异性抗体ＩｇＧ；利用Ｓｔａｔａ ７．０统计学软件对各月份的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各康复期患

者的各次检测结果均为阳性，出院后约３５天时抗体平均水平最高。一年内，ＩｇＧ抗体平均水平呈逐
渐下降趋势，下降幅度约为３５．８％。结论ＳＡＲｓ康复期患者康复后短期内具有较高水平的ＩｇＧ抗
体，但随着康复时间的推移，该抗体呈逐渐下降趋势。提示应对该抗体进行长期监测，直至该抗体
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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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我们对部分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ＳＡＲＳ）康复刚出院患者的血清冠状病毒（ＳＡＲＳ—
ＣｏＶ）特异性抗体ＩｇＧ进行了检测，发现大部分康复
期患者都能产生ＳＡＲＳ—ＣｏＶ特异的ＩｇＧ抗体，并维

的进一步预防、治疗和监测，特别是疫苗的研制提供
线索。
材料与方法

持在较高的水平…。目前，大部分ＳＡＲＳ康复期患

１．实验设计：随机选取北京地区不同医院出院

者出院约一年的时间，其体内的ＩｇＧ抗体水平如

的＆娘Ｓ康复期患者为实验组，在其康复出院后２

何？变化规律又怎样？针对该问题，从２００３年５月

周内对其血清ＳＡＲＳ—ＣｏＶ ＩｇＧ抗体连续进行两次检

至２００４年５月对ＳＡＲＳ康复期患者血清特异性抗

测，对两次抗体检测均为阳性者列为追踪检测的对

体ＩｇＧ进行了一年左右的追踪检测，目的是为该病

象，并于２００３年５月至２００４年５月每隔２—４周，
电话召回上述康复者至解放军总医院ＳＡＲＳ复诊室

基金项目：国家“８６３”科技攻关计划资助项目（２００３ＡＡ２０８１０７）；
欧盟Ｆ６课题基金资助项目（ｓＡＲｓ

ｓＡＲ”ＲＡＮｓ

５１１０６６）

作者单位：１００８５３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呼吸内科实验室（范保
星、解立新、胨良安、刘又宁）；北京华大吉比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陈
唯军、文杰）

采集静脉血连续检测ＩｇＧ抗体。然后按照发病后
的月份对每月的ＩｇＧ抗体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２．血清样品来源：９１２份血清样品采自解放军
总医院ＳＡＲＳ复诊室，该血样全部来自有典型

史些煎堑遇堂苤查！！！！生！旦箜！！鲞箜！塑堡垒也』垦２世！塑ｉ！！！坚！！尘！！！！！∑！！：！！！堕！：ｉ

ＳＡＲＳ接触史、临床诊断明确且ＩｇＧ抗体阳性的
ＳＡＲＳ康复者。随访的ｓＡＲＳ康复者的总人数为

·

结

１９５

·

果

３１１例，其中小汤山医院２５８例，武警总医院２１例，

１．随访结果：发病后各次随访的ＳＡＲＳ康复者

民航总医院９例，解放军总医院２３例。３１１例康复

例数及检测的血清份数见表１。在总共３１１例随访

者中男性１３２例，年龄１８～６７岁，平均３７岁±１３

的ＳＡＲＳ患者中，每例患者至少检测２次。其中３３

岁；女性１７９例，年龄１８～７４岁，平均３８岁±１３岁。

例康复者进行了６个月的连续检测，其他康复者分

发病最早的为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２日，最晚为２００３年５

别进行了２—４个月的连续或非连续检测。

月２０日；出院最早的为２００３年４月３日，最晚为

２．ＩｇＧ抗体检测结果：９１２份ＳＡＲＳ康复者血清

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０日，其中６月３—２０日出院的占随

ＩｇＧ抗体全部为阳性（抗体Ａ值范围为０．１９７～

访人数的９１％（平均出院日约在６月１０日左右）。

１．８４９，均值为０．９６８±０．３３７）。利用Ｓｔａｔａ ７．０统计

所有ＳＡＲＳ康复者的康复标准都符合卫生部２００３—

学软件对各次检测的ＩｇＧ抗体滴度进行了统计。

０４—１５颁布的ＳＡＲＳ诊断和康复标准，以及２００３—０５—

从表１可以看出，发病后约９０天时抗体平均水平最

０３新修订的补充标准（试行）等埋１。

高（如果以平均出院日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０日进行计算，

３．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检测：由解放军

ＳＡＲｓ康复者在出院后约３５天时抗体水平最高），

总医院呼吸科进行实验的整体设计和实验实施监

随后抗体水平开始下降。一年内，抗体水平从１．２下

督，由经过专门防护训练的ＳＡＲＳ复诊室和急诊科

降至Ｏ．７左右，下降幅度约为３５．８％。

人员采集ＳＡＲｓ康复者血液并置４℃保存，血液采
集４ ｈ内进行检测，并由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

所采用盲法对血液中的ＳＡＲＳ—ＣｏＶ ＩｇＧ进行检测
（ＥＬＩＳＡ法，国药试字Ｓ２００３０００４）。

讨

论

３１１例随访者中，仅有少数康复者进行了连续
检测，主要原因为：①部分康复者来自外地，不能坚

ＩｇＧ抗体检测的具体方法为Ｈ’３｜：用纯化的

持每月一次来复诊；②部分康复者检测２～４次后，

ＳＡＲＳ—ＣｏＶ裂解液抗原包被微孔板。将待测血清

因发现康复状况较好或没有时间等原因而主动放弃

１：１０稀释加入微孔板，置３７℃，３０ ｍｉｎ。用漂洗液

连续检测。我们以后将对已经成功取得连续检测的

洗涤板孔５次。加人酶标抗人ＩｇＧ工作液１００“ｌ，

人群保障至少每２个月进行一次复查，直至检测到

置３７℃，２０ ｍｉｎ。再用洗板液反复洗涤５次。加入

大部分康复者体内该抗体消失为止。

底物显色完毕后，加入终止液，置酶标仪４５０ ｎｍ波

从表１可以看出：①ＳＡＲｓ康复者康复后一年

长下测定吸光度（Ａ）值。阴、阳性对照血清和被检

内ＩｇＧ抗体平均水平呈逐渐下降趋势，下降幅度约

样本血清的Ａ值减去空白对照Ａ值即为计算值。

为３５．８％。由此推测，两年后该抗体有可能开始消

若阴性对照Ａ均值＜０．０５按０．０５计算。临界值

失，这意味着该类疫苗的最长保护期也可能只有３

（ｃｕｔ ｏｆｆ）的设定：ｃｕｔ ｏｆｆ值＝０．１１＋阴性对照Ａ均

年。②实验开始后约９０天时（按群体平均出院日

值。被检样本的Ａ值大于临界值判为ＳＡＲＳ—ＣｏＶ

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０日计，出院后约３５天时）群体抗体

抗体阳性，小于临界值为阴性反应。

平均水平最高；从连续检测的３３例康复者的抗体变

４．统计学分析：用Ｓｔａｔａ ７．０统计学软件对各月

化中也可得出此结论（数据未列出）。说明出院后约

份检测的康复者ＩｇＧ抗体Ａ值进行统计，计量资料

３５天时康复者的免疫功能得到了较好的恢复，这也

用ｊ±ｓ。

解释了为什么约１／２的患者出院后１～３周内持续低
表１

发病后不同天数＆螺Ｓ康复期患者血清抗体检测结果

＊部分康复者在１个月内取了２次血清

·

１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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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３７．３℃～３７．５℃），还有部分康复者伴有乏力、盗
汗、ｘ线胸片仍有可疑阴影等现象Ｈ’“。据此是否考

虑应适当延长康复者／或部分仍具有一定症状的康
复者的隔离期？或增加１～２周的恢复期治疗方案？

另外，该结果还提示，采用血清疗法时，在康复后约
３５天时采取血清可能其疗效最佳。

由本实验可以看出，长期随访检测康复人群抗
体水平动态变化规律，不仅能加深对该病的进一步
认识，且还为药物和疫苗的研发，以及今后该病的预
防和控制提供有意义的线索和依据。

毒特异性抗体定量检测与分析．解放军医学杂志，２００３，２８：７８３—
７８４

２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分会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治标准专家共
识．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２００３，２６：３２３—３２５．
３刘红鹰，贾兴旺，宋淑珍，等．不同试剂盒检测ｓＡＲｓ—ｃｏＶ抗体的
方法学评价．军医进修学院学报，２００３，２４：２５２—２５４．
４解立新，刘又宁，郝凤英，等．２５８例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康复期
患者肺功能与影像学动态随访与分析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２００４．２７：１４７—１５０．

５田庆，解立新，范保星，等．血清特异性抗体阳性与阴性临床诊断
ＳＡＲＳ患者的临床特征与随访结果的比较．中华医学杂志，２００４，
８４：６４２—６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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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刘又宁，范保星，郝峰英，等．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康复者冠状病

·疾病控制·
３９５例化脓性中耳炎的病原学研究
尚小领

张玉妥

张艳芳

化脓性中耳炎是耳鼻喉科常见感染性疾病，不同地区病

假丝酵母菌不进行药敏试验而直接用抗真菌药物治疗。结

原菌的种类不同，对同种抗生素的敏感性也存在差异。为了

果显示：儿童组１４０株病原菌除对氨苄青霉素有较低的敏感

解张家口地区不同年龄人群化脓性中耳炎的病原菌特征，我

性（６４．２９％）外，对所测试的其他１０种抗生素敏感性均在

们对２００１年１月至２００３年１２月间不同年龄组３９５例患者

９４％以上。非儿童组２４５株病原菌除对环丙沙星有较高的

进行病原学分析，以便为临床治疗提供合理的抗生素选择。

敏感性（９０．７３％）外，对其他抗生素都表现出了一定的耐药

１．资料与方法：３９５例中耳炎患者中，儿童组（＜１４岁）

性，尤其对青霉素Ｇ、氨苄青霉素、庆大霉素敏感性仅为

１４２例，非儿童组（≥１４岁）２５３例。以７５％乙醇消毒外耳道

５．６８％、０．９８％、４９．７６％。将不同年龄组所分离病原菌对同

口及其周围，用无菌棉拭子采集中耳脓性分泌物，病原菌的

种抗生素的敏感性进行比较，经Ｙ２检验，两组人群对所测试

分离鉴定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进行。分离菌株采用

的１１种抗生素的敏感性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均Ｐ＜０．００５。

Ｋ—Ｂ法、按照ＮｃｃＬｓ标准进行药物敏感试验。采用Ｙ２检验
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

３．讨论：通过３年调查研究显示，引起化脓性中耳炎的
主要病原菌的种类及其对常用抗生素的敏感性在两组人群

２．结果：①病原菌分布：儿童组１４２例中，１２９例培养阳

中明显不同。医生在治疗化脓性中耳炎时，往往只是根据疾

性，检出率为９０．８５％。其中单菌生长１１８例，两种菌混合生

病凭临床经验用药，很少考虑年龄因素，结果是不分年龄均

长者１１例，共检出病原菌１４０株。非儿童组２５３例中，２１３

采用最新最好的药物；或者凭经验用药，无效再换。前者给

例培养阳性，检出率为８４．１９％。其中单菌生长１８１例，两种

一些患者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浪费，后者常导致病程迁延，甚

菌混合生长３２例，共检出病原菌２４５株。３年间引起儿童组

至严重的不良后果。本文结果提示临床治疗选择药物时，必

人群感染的主要病原菌是流感嗜血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

须考虑年龄因素。在儿童感染中由于对绝大多数抗生素敏

肺炎链球菌，分别占总检出菌的２４．２９％、２１．４３％和

感，治疗时可首选价格较低的药物如青霉素Ｇ。在治疗成人

１７．８８％。引起非儿童组人群感染的主要病原菌是表皮葡萄

化脓性中耳炎时，不能盲从于经验用药，应该对耳分泌物做

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和白假丝酵母菌，分别占总检出菌的

病原菌培养和药敏试验，根据结果合理选用药物，尤其对一

１８．７８％、１７．５５％和１６．３３％。②药敏试验：试验用抗生素为

些伴有慢性疾病如结核病、糖尿病等的患者更应如此。化脓

青霉素Ｇ、氨苄青霉素、阿莫西林、头孢唑啉、先锋必、头孢曲

性中耳炎也可由厌氧菌或者需氧菌和厌氧菌混合感染导致，

松、丁胺卡那、庆大霉素、氧氟沙星、环丙沙星、阿奇霉素。革

建议医生根据治疗效果加用抗厌氧菌药物。引起化脓性中

兰阳性菌选用以上１１种抗生素，阴性菌不选用青霉素Ｇ，白

耳炎的病原体除了常见的细菌、真菌外，衣原体、支原体、病
毒也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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