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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１·

·实验室研究·
应用膜抗原荧光抗体试验检测人群水痘一
带状疱疹病毒血清抗体阳性率
刘静静王明丽甘霖廖伟娇陈敬贤

【摘要】

目的应用膜抗原荧光抗体试验（ＦＡＭＡ）方法调查广州地区正常人群水痘一带状疱疹病

毒（ＶｚＶ）的流行现状。方法采用以ＶＺＶ感染细胞作为抗原、异硫氰酸荧光素（ＦＩＴＣ）标记的羊抗人
ＩｇＧ作为二抗的ＦＡＭＡ试验，对随机抽取的５９２份正常人血清标本进行特异性ＶＺＶ抗体检测。结果
ＦＡＭＡ试验检测ＶＺＶ抗体与其他的疱疹类病毒的相应抗体不产生交叉反应。应用此法检测５９２份血
清标本中，ＶＺＶ抗体总体阳性率为７６．５２％；１一、４一、７一、１４一、２０一、３０．、４０一及Ｉ＞５０岁年龄组Ｉｆ｝Ｌ清
抗体阳性率分别是１４．６７％、５１．５６％、７３．９ｌ％、９１．２６％、９２．７８％、９５．６５％、９８．１１％和１００％。１—３岁年龄组
血清抗体阳性率最低，血清抗体阳性率随年龄的增大而升高；不同性别间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Ｏ．００５），不同年龄组间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０１）。结论采用ＦＡＭＡ法检测人群中
ⅥⅣ抗体与其他疱疹类病毒的相应抗体不产生交叉反应，是ｖｚｖ抗体检测的可靠方法。应以１～３岁
儿童为ＶＺＶ疫苗免疫的首选对象。
【关键词】水痘一带状疱疹病毒；膜抗原荧光抗体试验；血清抗体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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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痘一带状疱疹病毒（ｖｚｖ）为双链ＤＮＡ病毒，

罹患水痘并不常见，孕妇若在分娩前５天或产后４８

属疱疹病毒ａ亚科。人类对ＶｚＶ普遍易感，原发感

小时内罹患水痘，可能引起围产期水痘，婴儿的病死

染可引起水痘，病死率在７％～２８％之间ｎ１。成年人

率高达３０％【２】。目前认为ＶＺＶ只有一个血清型，病
后可以产生持久的免疫力。用血清学方法检测

ＤＯｈ 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４．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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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２３００３２合肥，安徽医科大学微牛物学教研室（刘静静、王

Ⅵ乙Ｖ抗体对于易感人群的确定和鉴别、水痘疫苗免
疫策略的研究以及疫苗免疫效果的评价具有重要意

明丽、片霖、陈敬贤）；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廖伟娇）

义。膜抗原荧光抗体试验（ＦＡＭＡ）检测法是目前被

通信作者：陈敬贤。Ｅｍａｉｈ ｊｃ２８＠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ｅｘｌｕ

公认为能够反映ＶＺＶ免疫状态的最为可靠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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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它不仅具有很好的反应敏感性和特异性，与其

１：５００稀释的ＦＩＴＣ标记山羊抗人ＩｇＧ（Ｈ＋Ｌ）（交叉

他疱疹类病毒不存在交叉反应…，而且能够较好地

反应对照孑Ｌ巾加入ｌ：５００稀释的ＦＩＴＣ标记山羊抗

反映体内的保护性抗体水平Ｈ１。本研究应用ＦＡＭＡ

兔ＩｇＧ），轻轻振动９６孑Ｌ板使得沉淀细胞与二抗混

技术对广州市部分人群的ｖｚＶ抗体水平进行检测，

匀，置湿盒中于室温孵育３０ｍｉｎ。４０Ｃ １０００×ｇ离心

以了解当地ＶｚＶ感染的流行状况。

１０

ｍｉｎ以后，轻甩９６孑Ｌ板弃去上清，如上述用ＰＢＳ

洗板２次，弃去孑Ｌ中液体。每孔加入２５ ｍ ９０％的甘

材料与方法

油ＰＢＳ溶液重悬细胞，取１０¨ｌ重悬细胞滴加在载玻

１．细胞与病毒：人胚成纤维细胞（Ｈｕｍａｎ

片上，覆盖盖玻片以后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

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ＨＦ）为本实验室制备与保存；ＶＺＶ

６．统计学分析：所有资料经ＳＡＳ系统建立数据

疫苗亲本毒株（ｐ．Ｏｋａ）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附属儿
童医院的Ａｎｎｅ Ｇｅｒｓｈｏｎ教授惠赠。

库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校正ｘ２检验、Ｆｉｓｈｅｒ’Ｓ精确

ｅｍｂｒｙｏ

２．试剂与仪器：异硫氰酸荧光素（ＦＩＴＣ）标记的

概率法、ＣＭＨ法对不同性别和年龄组间ＶｚＶ抗体
阳性率进行统计学分析。

山羊抗人ＩｇＧ（Ｈ＋Ｌ）购自Ｂｅｙｏｔｉｍｅ公司，人抗

结

果

ＶＺＶ－ｌｇＧ标准品（５ ＩＵ）购自ＮＩＢＳＣ，荧光显微镜为
ＯＬＭＰＵＳ公司产品。

１．ＦＡＭＡ试验结果观察与判定：由于与ⅥⅣ致

３．血清标本：２００８年５月从广州医学院第一附

病陛和免疫原性相关并具有中和抗原表位的病毒糖

属医院检验科所保存的３５５７份体检血清标本中采

蛋白充分表达于病毒囊膜和受感染细胞的细胞膜

取编号随机数字的方法随机抽取５９２份血清，一７５℃

上，因此ＦＡＭＡ试验中所形成的抗原抗体复合物主

保存待检。阴性对照ｆｌⅡ清由本室从自然人群巾筛选

要位于感染细胞表面，形成完整的黄绿色荧光环。

与保存。交叉反应对照为本实验室用ＨＳＶ、ＨＣＭＶ

本实验中采用０．０１％伊文斯蓝衬染以便于观察结

全病毒免疫家兔制备的抗血清。

果。感染细胞边缘出现完整的黄绿色荧光环且背景

４．病毒感染细胞的制备：用Ｐ．Ｏｋａ病毒株感染
长成单层的ＨＦ细胞，５％ＣＯ：孵箱中３７℃培养２。

黄绿色荧光环，仅见红色背景者判为阴性（图ｌｂ）。

ｔｏｏｌ ＰＢＳ

待检血清１：２稀释为抗体阳性判断的临界值。值得

（ｐＨ值７．２）洗１次，然后用无菌细胞刮刮取细胞。将
刮下的ＶＺＶ感染ＨＦ细胞连同培养液一起转移至

注意的是，由于ＶｚＶ感染的普遍性，如图１ｂ中所见

ｍｌ离心管中，室温下１０００×ｇ离心１０ ｍｉｎ。弃上

的中间或胞核、或者在细胞碎片上见到荧光，这些都

３

ｄ，待细胞病变达８０％一９０％时，用０．０１

为红色者判为阳性（图１ａ）；细胞边缘未ｍ现完整的

５０

清，用ＰＢＳ重悬细胞沉淀并计数。调整细胞浓度至
１×１０５／ｍｌ备用。

完全没有荧光的现象十分少见。更常见的是在细胞
不能判为阳性。
实验结果显示，阳性对照组（人抗ＶＺＶ－ＩｇＧ标

５．ＦＡＭＡ试验：操作步骤和结果判断按照哥伦

准品）在感染细胞边缘出现完整的黄绿色荧光环且

比亚大学Ａｎｎｅ Ｇｅｒｓｈｏｎ教授实验室的具体方法

背景为红色判定为阳性（图ｌａ）；阴性对照和空白对

（Ｇｅｒｓｈｏｎ

ＡＡ：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７）。将待

检血清和对照血清用０．０１

照仅见暗红色的细胞，未见细胞边缘完整的黄绿色

ＰＢＳ（ｐＨ值７．２）进行２

荧光环。交叉反应对照（兔抗ＨＳＶ或ＨＣＭＶ免疫血

倍系列稀释（１：２～ｌ：６４），用ＰＢＳ作空白对照，以本

清）组亦呈阴性结果，仅见暗红色的细胞，说明

室保存的阴性血清作阴性对照，以人抗ＶＺＶ－ＩｇＧ标

ＦＡＭＡ试验与ＨＳＶ、ＨＣＭＶ无交叉反应。

ｍｏｌ

准品作为阳性对照，以ＨＳＶ或ＨＣＭＶ全病毒免疫的

２．不同年龄组人群血清中ＶＺＶ抗体阳性率：

兔血清作为交叉反应对照。取２５肛ｌ不同稀释度的

５９２份血清巾ＶＺＶ抗体总阳性率为７６．５２％。按年

血清样品加至９６孔ｕ型底ＰＶＣ板中，然后每孑Ｌ加入

龄分组统计，可见阳性率随年龄的增长呈上升趋

ＶＺＶ感染的ＨＦ细胞（１×１０５细胞／ｍ１），置湿盒

势。１～、４一、７．、１４～、２０一、３０～、４０一、≥５０岁组

中室温孵育３０ ｍｉｎ。取出后每孔加入１ ５０ １．ｔｌ ＰＢＳ并
混匀，４０Ｃ １０００×譬离心１０ｍｉｎ，轻甩９６孔板弃去上

ＶｚＶ抗体总阳性率分别为１４．６７％、５１．５６％、７３．９１％、

清。每孔加１２５

２）。经ＣＭＨ法分析，不同性别间ＶＺＶ抗体阳性率

１０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５），各年龄组间ＶｚＶ抗

２５ Ｉｘｌ

ｌａｌ ＰＢＳ洗涤细胞，４℃１０００Ｘｇ离心
ｍｉｎ，轻甩９６孔板弃去上清，重复洗板１次。然

后每孔加入２５山用含有０．０１％伊文斯蓝的ＰＢＳ以

９１．２６％、９２．７８％、９５．６５％、９８．１ｌ％、１００％（表ｌ，图

体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０１）；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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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广州市人群中不同年龄组ＶｚＶ ｆ｜ｉＬ清抗体阿ｉ性率（％）

表２广州ｆ仃人群中不同年龄组ＶＺＶ血清抗体阳性率比较

注：括号外数据为ＶＺＶ抗体的阳性例数，括号内数据为阳性率
（％）；。采用校正ｘ２检验；‘采用Ｆｉｓｈｅｒ’Ｓ精确概率法；‘采用ＣＭＨ

法；不同年龄段间ＶＺＶ抗体阳性率比较（Ｒ×Ｃ法）：男性ｚ２＝
１４７．７６７１，Ｐ＜Ｏ．００１；女性）ｃ ２＝１０１．６３４８，Ｐ＜Ｏ．００１；总人群）【２＝
２４７．５６６９，Ｐ＜Ｏ．００１（ＣＭＨ法）

ＶｚＶ抗体的试验包括补体结合试验（ＣＦ）、抗补体
免疫荧光抗体试验（ＣＩＦＡ）、中和试验（Ｎ）、间接血
注：ａ：ＦＡＭＡ试验阳性；ｂ：ＦＡＭＡ试验阴性
图ｌ

ＦＡＭＡ试验检测人血清标本中ⅥⅣ抗体结果

凝试验（ＩＨＡ）、免疫黏附凝集试验（ＩＡＨＡ）、放射免
疫测定（ＲＩＡ）、乳胶凝集试验（ＬＡ）以及用纯化的病
毒糖蛋白作为抗原的ｇｐＥＬＩＳＡ等Ｂ·引，但是它们均
存在一些缺陷，如ＣＦ的敏感性不高¨１；ＥＬＩＳＡ法易
受干扰因而缺乏良好的敏感性和特异性ｎ】。有研

摹
Ｖ

究显示，在ＥＬＩＳＡ检测为阴性的标本中用ＦＡＭＡ重

姆
越
医
搔
塔

新检测仍有１５％为阳性哺１；ｇｐＥＬＩＳＡ、ＲＩＡ和ＬＡ等
虽然具有良好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但是其结果与机
体对ＶＺＶ感染的免疫状态有时不相吻合ｂ１，这是因

高＞

为虽然经过多年的研究，针对ＶｚＶ感染的保护性
抗体的组成还不十分清楚。国外研究已表明，
ＦＡＭＡ法检测ＶｚＶ抗体敏感性好、特异性高、结果

图２广州市健康人群中不同年龄组ＶｚＶ抗体流行趋势

易判定、重复性好等优点，且未发现与其他疱疹病
毒感染产生交叉反应。更重要的是，该实验结果能

讨

论

用血清学方法检测ｖｚｖ抗体对于易感人群的
确定和鉴别、水痘疫苗免疫策略的研究以及疫苗免
疫效果的评价具有重要意义。迄今已经用来检测

够最好地反映被检血清中是否含有针对ＶｚＶ的保
护性抗体，所以该法一直被认为是了解ＶＺＶ免疫
状态的“金标准”【３Ｊ’９】。
ＦＡＭＡ技术为检测人群对水痘的免疫力提供

·３７４·

史堡堕堡塞堂垄查！塑！笙兰旦箜！璺鲞笙兰塑至垄垫！墅！垒型！！！垒￡巫！呈！鱼！！塑！：！Ｑ！型！：兰

了较为准确的血清学方法，它只需要少量的血清

７４．０％，＞３０岁为９１．０％【２¨。

（１０“１）就可以进行检测，同时还可以在微孔板上进

疫苗是预防和控制、，ｚＶ流行最有效的手段。

行大量标本的高通量操作。本实验中以人抗

在美国从ｌ ９９５年开始，水痘减毒活疫苗被批准用于

ＶＺＶ－ＩｇＧ标准品为阳性对照，从自然人群中筛选与

预防水痘感染，１０多年间儿童中水痘发病率和死亡

保存的血清为阴性对照，以ＰＢＳ为空白对照进行了

率显著降低∞Ｊ。本次调查结果显示，ｌ一３岁组有

多次重复试验，均得到相同的结果；并发现阳性和阴

８５．３３％的儿童为ＶＺＶ易感者，因此应以１～３岁儿

性结果在荧光显微镜下容易确认，因而可以将荧光

童为疫苗接种的首选对象。４～６岁、７～１３岁儿童

观察中冈主观原冈造成的误判降低到最小程度，保

已有５１．５６％和７３．９１％受到感染，宦选择没有水痘史

证了试验结果的重复性与准确性。

的儿童作为免疫对象。ｌ岁以下的儿童常常还含有

水痘虽然是一个世界性的传染性疾病，但是它

来自母体的ＶＺＶ抗体，因而没有列入本研究。

的流行病学特点会随着地理位置的改变而有所不
同¨引。有研究表明，新加坡ｖｚＶ抗体年龄别流行率

Ｅｕｇｅｎｅ［２３１指出，在接种ｖｚＶ疫苗后血清阳转率为
９７．０％，但在第二年即降低至８６．０％，在随后的６年中

０～４岁为４．Ｏ％，５～１４岁为２１．Ｏ％，１５～２４岁为

ＶＺＶ抗体便会逐渐降低到不易检出的水平。因此

４１．Ｏ％，≥４５岁可达到９８．０％【１门；在马来西亚、泰国

提出在青春期前再加强免疫一次，可以减少成年人

和印度１５岁以上人群的血清抗体阳性率为

中易感个体的比例，提高人群免疫力，有效地预防水

５０．０％～５７．０％［１引。但是在英国到３岁时超过半数

痘的流行。另外，也有报道指出，在疫苗接种覆盖率

的儿童已经感染了ｖｚＶ，１５岁时血清阳性率已经

不完全的地区，儿童中水痘的发病率虽然显著下降

高于９０．ｏ％［１３１；西班牙的研究显示，在１０一１４岁的人

了，但是首次感染ＶＺＶ的年龄增大了阻】，这使得在

群中血清阳性率为９２．Ｏ％【ｌ引。这些数据表明，ＶｚＶ

军队、大学校园等年轻人聚集的地方预防水痘变得

抗体年龄别流行率在温带和热带国家是有差另Ｈ的。

更加重要。

一般而言，温带地区１５岁时９０．Ｏ％的儿童已经有了

本次研究表明，广州虽然地处亚热带，但ＶＺＶ

ＶＺＶ抗体，而在热带地区相同年龄段只有约半数的

感染情况与温带地区大体一致。由于大多数ＶＺＶ

儿童感染过ｖｚＶ。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水痘的流

的感染都发生在学龄前到小学这段时期，因此在

行病学特点可能不同，因此为了科学地制定疫苗免

ｌ一３岁时普遍接种疫苗可以减少水痘的发病率，并

疫计划，了解本地区ＶｚＶ的血清流行病学特点是非

大大降低野毒株在人群中的传播。若能在青春期前

常重要的。

加强免疫一次，既能进一步增加疫苗接种覆盖率，又

在本次研究中运用ＦＡＭＡ技术检测５９２份不同
年龄组人血清标本，其中阳性标本４５３份，阳性率为

可以减少成年人中的易感个体比例，将会有助于
ＶｚＶ感染的预防。

７６．５２％。由于新生儿血清中通常带有来自母体的抗
体，这些抗体不能反映ＶＺＶ自然感染的情况，且大
约在６个月以后逐渐消失，因此本研究没有将１岁以
下的儿童纳入分析。从图２中可以看出１～１９岁血
清阳性率从１４．８９％迅速上升到９２．８６％，而１９～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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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通知·
第十届全军流行病学专业学术会议征文
为进一步加强全军流行病学专业学术交流，掌握流行病学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推动全军流行病学科不断发展，全军流行
病专业委员会定于２００９年９月在青海省两宁市召开“第十届全军流行病学专业学术会议”，会议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牛物流行
病研究所病原微生物生物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承办。会议届时将邀请军内外知名流行病学专家作专题报告。为更好开展学
术交流，现公开征集会议论文。会议热忱欢迎流行病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和从事相关工作的同道踊跃投稿，积极参会交流。

１．征文内容：流行病学研究最新进展；新／突发传染病流行病学；新／突发传染病的监测、实验室诊断、病原检测、鉴定、预防
及防护等；新技术、新方法在流行病学研究中的应用；媒介生物控制及防治研究。２．征文要求：（１）未公开发表的论文或论文摘
要（论文限５０００字以内，摘要限４００字）；（２）文稿全文采用ｗｏｒｄ文本，来稿以Ａ４纸打印一份，请注明作者和联系地址（含所属

单位、电话、Ｅｍａｉｌ），来稿请注“全军流病会征文”，同时请提交电子版文档；纸质稿件请寄：１０００７１北京市丰台区东大街２０号五
所科技处韩晓娜收，电子投稿：ｈａｒｅｍ９２９＠１２６．ｃｏｒｎ联系电话，传真：０１０—６３８９７９５４；（３）来稿请附单位论文投稿介绍信；（４）征
文截止日期：２００９年５月３１日。

全军流行病学专业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