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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不同人群血清对麻疹疫苗株与流行株的
中和能力比较
冯燕

卢亦愚

【摘要】

严菊英

姜晓慧

史雯

李榛

徐昌平

目的探讨不同人群血清对麻疹流行株与疫苗株中和能力的差异。方法采集麻疹患

者急性期与恢复期血清、麻疹疫苗免疫前后儿童血清以及流动人口血清，分别对疫苗株沪１９１与
２００５年麻疹流行株进行中和抗体（ＮＴ）滴度测定。同时，利用疫苗株、浙江省当地流行株制备动物免
疫血清，与相应毒株进行交叉中和试验，测定各毒株之间抗原比。结果疫苗免疫后儿童血清对疫苗

株的中和抗体几何平均滴度（ＧＭＴ）为５０．８２，高于流行株ＭＶｉ／ｚＪ／０５／７（ＧＭＴ值为２７．３５）１．８６倍；患
者恢复期血清对流行株的中和能力（ＧＭＴ值为３８６．９５）显著高于疫苗株（ＧＭＴ值为１５１．８３）；流动人
口血清对流行株中和抗体ＧＭＴ值均小于疫苗株，差异为２．２２～４．１７倍；Ｍｖｉ／ｚＪ／９９／１、Ｍｖｉ／ＺＪ／０４／１和
Ｍｖｉ／ＺＪ／０５／７与疫苗株间抗原比分别为４．２８、５．２４和５．６６。此外，部分患者急性期血清对疫苗株存在
低滴度的中和抗体，ＧＭＴ值１：４左右。结论不同人群血清对麻疹疫苗株与流行株的中和能力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低滴度的疫苗抗体不能有效保护个体免受麻疹流行毒株的侵袭，应加强麻疹病毒变

异与疫苗效果的相关研究。
【关键词】麻疹病毒；中和抗体；抗原变异；几何平均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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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疹是疫苗可预防疾病中严重威胁儿童生命和

的同时，浙江省乃至全国的麻疹发病率却很不稳定，

健康的传染病之一ｎ’２１。就我国而言，随着麻疹疫

流行与暴发时有发生。２００５年国内许多地区均出

苗接种率的提高，其发病率曾一度降至１／１０万以下。

现麻疹暴发，全国麻疹发病率较２００４年上升了

但近年来，在儿童疫苗免疫接种率得到进一步提高

１３６％，浙江省大年龄人群发病率有大幅度增长∞１。
为什么在麻疹疫苗的高覆盖率、高接种率下，麻疹发

基金项目：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Ｙ２０４４５８）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０９杭州，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研究所

病率却仍然居高不下，除了疫苗接种的薄弱环节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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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苗接种所产生的抗体对当前流行株的保护效果如

果

何，这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为了开展这方面的

１．流行株与疫苗株抗原性差异分析：疫苗株沪

研究，我们在完成浙江省麻疹病毒基因特性分析的

１９１与浙江省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和２００５年麻疹病毒分离

基础上Ｈ１，采集麻疹疫苗免疫儿童、麻疹患者以及当

株之间抗原比分别为４．２８、５．２４和５．６６，随着年份的

地流动人群的血清，探讨麻疹流行株与疫苗株的抗

推移不断增大；近年来不同年份流行株之间抗原比

原性差异，及其诱导机体产生抗体的中和能力差异，

仅为１．４１～１．８８（表１）。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表１

麻疹疫苗株与浙江省流行株之间抗原比

，材料与方法

１．动物免疫血清的制备：参照Ｃ０１ｉｇａｎ［５１多克隆
抗体制备技术，采用麻疹疫苗株沪１９１、麻疹分离株
ＭＶｉ／ＺＪ／９９胆、ＭＶｉ／ＺＪ／０４／１和ＭＶｉ／ｚＪ／０５／７分别免
疫家兔进行制备。

２．血清标本：麻疹疫苗株沪１９１免疫前后儿童

２．疫苗免疫前后儿童血清对疫苗株与流行株中

和能力分析：２２份沪１９１疫苗免疫前儿童血清对疫

血清、流动人群血清、２０份麻疹患者急性期与恢复

苗株和流行株ＭＶｉ／ｚＪ／０５／７均无保护作用，同时ＨＩ

期血清标本均为浙江省各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

抗体也为阴性。２２份疫苗免后血清ＨＩ抗体几何平

２００５年采集，麻疹患者为麻疹ＩｇＭ抗体与麻疹ＨＩ
抗体确诊病例。

３．麻疹病毒株：麻疹疫苗株沪１９１由上海生物
制品研究所提供；麻疹分离株ＭＶｉ／ＺＪ／９９／１、Ｍｖｉ／

ＺＪ／０４／１和ＭＶｉ／ＺＪ／０５／７分别为浙江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于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和２００５年麻疹疫情中分离。
４．血清学试验：参照文献［６］进行不同麻疹病毒
与不同血清之间的交叉中和试验。麻疹中和抗体效
价测定：将待测血清５６℃３０ ｍｉｎ灭活，从１：２倍比稀
释至１：１０２４。在９６孑Ｌ细胞板中，２５肚ｌ各稀释度血

均滴度（ＧＭＴ）为１：８５．６０，保持在较高水平。疫苗

免疫后血清对疫苗株沪１９１的中和抗体ＧＭＴ值为
１：５０．８２，而对流行株ＭＶｉ／ＺＪ／０５／７株的ＧＭＴ值为

１：２７．３５，二者相差１．８６倍（Ｐ＜０．０５）。上述中和试
验结果证实，虽然疫苗免疫血清仍能中和麻疹疫苗
株与流行株，但二者的中和能力存在相当的差异，疫

苗免疫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对流行株的保护能力显
著低于疫苗株（表２和图１ａ）。
表２

不同人群血清对麻疹疫苗株与流行株的
中和抗体滴度

清分别与２５肛ｌ麻疹病毒液（含１００ ＴＣＩＤ∞）混合，
３７℃中和１ ｈ，然后加入１００肚１ Ｖｅｒ０／ｓｌａｍ细胞，于
３７℃５％Ｃ０２培养７ ｄ，观察并记录细胞病变，以未

出现细胞病变的血清最高稀释度的倒数为该血清对
该病毒的中和抗体滴度。
各毒株之间交叉中和试验的抗原比参照郭元吉
和程小雯。刊的方法计算：Ｒ（ａｎｔｉｇｅｎ ｒａｔｉｏｎ）＝ｒ，×
ｒ：，式中Ｒ为抗原比，ｒ，＝Ａ血清对Ｂ抗原的中和

抗体滴度／Ａ血清对Ａ抗原的中和抗体滴度，ｒ，＝Ｂ
血清对Ａ抗原的中和抗体滴度／Ｂ血清对Ｂ抗原的

中和抗体滴度。

３．患者急性期、恢复期血清对麻疹疫苗株与流
行株中和能力差异：２０份麻疹患者恢复期血清对流

ＨＩ抗体测定参考《卫生部计划免疫技术规程》

行株ＭＶｉ／ＺＪ／０５／７的中和抗体ＧＭＴ值为３８６．９５，

进行。８。，猴红细胞由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动物

高于对沪１９１株中和抗体ＧＭＴ值（１５１．８３）２．５倍。

室提供，麻疹血凝素由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２０份麻疹患者急性期血清对麻疹疫苗株和流行株

提供。

的中和抗体ＧＭＴ值分别为４．２４和１．４２，其中６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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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急性期血清对两类毒株的中和抗体均为阴性，５

能力差异：不同地区流动人群血清中和疫苗株的抗

份患者急性期血清对两类毒株的中和抗体均为阳性

体效价，均大大高于中和流行株的抗体效价。三个

（＞１：２），另有９例患者的急性期血清对麻疹疫苗株

地区流动人群血清对疫苗株与流行株中和抗体的

的中和抗体呈阳性而对流行株的中和抗体呈阴性，

ＧＭＴ值比例，分别为３．１４、４．１７和２．２２倍（表２），差

达到４５％的比例；且在这９份患者急性期血清中，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从两类毒株的中和

有４份对沪１９１疫苗株的中和抗体高于１：８，提示低

抗体效价点图（图３）上也可以看出。

滴度疫苗中和抗体不能有效保护个体免受麻疹流行

６∞

毒株的侵袭，具有低滴度麻疹疫苗中和抗体的人群，
５∞

一旦接触麻疹流行株时，存在着发病的可能性，结果
见表２、图１ｂ和图２。

篷

４∞

籁

羹

３∞

晕

２∞

１

∞
０

图３

三个地区流动人群对麻疹疫苗株沪１９１
及麻疹流行株中和抗体

讨
ａ．沪１９１疫苗免疫儿童血清对麻疹疫苗株与流行株的中和抗体水平

论

麻疹疫苗免疫接种是控制与消除麻疹的根本途

径，我国麻疹疫苗株沪１９１已使用４０多年，疫苗株
（也即早年的流行株）与当前的麻疹流行株之间不断
积累的基因差异”２。４ Ｊ，是否已涉及到病毒的抗原性改
盎

变，从而影响到疫苗的免疫保护效果和免疫持久性，

耧

这些均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羹

从抗原比层面分析，病毒株问的抗原比反映两

蓉

者之间的抗原性差异。当抗原比≤１．５时，两毒株间
抗原性无明显差异；抗原比为１．５～２．０时，两毒株抗

原性小有差异；抗原比值越大差异越大。７Ｉ。浙江省
ｂ．麻疹患者恢复期血清对麻疹疫苗株与流行株的中和抗体水平
图１

沪１９１疫苗免疫后儿童血清

１９９９年与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两分离株之间抗原比分别
为１．８１和１．８８，而２００４年与２００５年两分离株之间

抗原比仅为１．４１，说明近年来分离株之间的抗原性

如

差异较小，仍属于同一类型毒株；而近年流行株与疫
筋

苗株间抗原比已达４．２８～５．６６，提示两类毒株抗原

加

性差异显著，且随年份的推移而不断增加。
本研究表明，疫苗免疫后儿童血清对沪１９１疫

＂

苗株的中和能力要显著高于麻疹流行株ＭＶｉ／ｚＪ／

￥糍埝辖罢导 ｍ

０５／７，二者之间的ＧＭＴ值相差１．８６倍。据文献报

，

道，我国疫苗免疫血清中和中国流行株的滴度低于
Ｏ

图２

中和Ｅｄ和Ｃｈｉ一１株２～５倍。９１；Ｔａｍｉｎ等：１０ ｏ和Ｍａｓａｅ
９例麻疹患者急性期血清对疫苗株
与流行株的中和抗体水平

４．流动人群血清对麻疹疫苗株与流行株的中和

等。１¨的研究也指出近期流行株存在特殊的抗原表
位，感染者的血清中和野毒株Ｃｈｉ一１株的ＧＭＴ高于
中和疫苗株的４倍。本研究结果与其相符，显示浙

空堡煎堑痘鲎盘查；！！！至！！旦箜垫鲞箜！！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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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省近几年麻疹流行株虽然依然保留了与疫苗株相

前麻疹流行株抗原性变异具有一定关系。虽然，目

同的主要的中和位点，疫苗免疫血清仍能够中和与

前疫苗免疫血清还能够中和所有基因型别的麻疹病

其基因型不同的中国麻疹病毒流行株（Ｈ１基因型），

毒，但应该加强对麻疹流行株抗原性和人群麻疹抗

但两者的中和能力已出现了显著的差异。结合基因

体水平的监测，并通过调整麻疹疫苗的免疫策略，使

分析结果，即浙江省２００５年麻疹流行株与疫苗株在

人群维持较高水平的麻疹中和抗体，达到２０１０年消

Ｈ和Ｎ蛋白上的差异已达到５％旧ｏ，提示近年麻疹

除麻疹的目标。

流行株在基因变异的同时，伴随着病毒抗原性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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