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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尼罗病毒感染的抗体检测方法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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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的血凝素可凝集红细胞，若先让特异性抗体与病毒作
用，再加入红细胞，则不出现红细胞凝集，称为血凝抑制。该
试验常用于检测ＷＮＶ感染者体内特异性抗体幢】，包括ＩｇＭ
和ＩｇＧ，是一种定量检测抗体水平（滴度）的方法。
检测时取待测血清加入丙酮，萃取出非特异性抑制剂和
天然的血凝素，再分别加入鹅红细胞以发生吸附作用。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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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丙酮处理过的血清，再加入８个血凝单位的乳鼠脑

ｖｉｒｕｓ，ＷＮＶ）是一种单股正链

ＷＮＶ抗原４。Ｃ孵育过夜，将鹅红细胞加入血清与抗原的混合
液中室温下孵育ｌ ｈ。注意要预先测定分离病毒的血凝单

ＲＮＡ病毒，属黄病毒科（Ｆａｍｉｌｙ Ｆｌａｖｉｖｉｒｉｄａｅ）、黄病毒属

位，使用前滴定并配制，然后用８个血凝单位的病毒与血清

（Ｇｅｎｕｓ Ｆｌａｖｉｖｉｒｕｓ），与日本乙型脑炎病毒（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进行ＨＩＴ。使红细胞完全凝集抑制的血清最高稀释度作为

ｖｉｒｕｓ，厄Ｖ）、墨累谷脑炎病毒（Ｍｕｒｒａｙ Ｖａｌｌｅｙ
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ｉｔｉｓ ｖｉｒｕｓ，ＭＶＥＶ）、圣路易斯脑炎病毒（Ｓｔ．Ｌｏｕｉｓ

判定终点即是该血清的血凝抑制效价怛Ｊ。１９５８年Ｓｏｕｔｈａｍ和

西尼罗病毒（Ｗｅｓｔ

Ｎｉｌｅ

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ｉｔｉｓ

Ｇｒｅｅｎｅ用ＨＩＴ检测故意感染ＷＮＶ作为抗肿瘤剂的癌症患者

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ｉｔｉｓ ｖｉｒｕｓ，ＳＬＥＶ）、昆津病毒（Ｋｕｎｊｉｎ ｖｉｒｕｓ，ＫＶ）同属

的ＷＮＶ抗体，发现在感染后７ ｄ可以检出抗体，２周后抗体

ＪＥＶ血清群。病毒核酸编码３种结构蛋白和７种非结构蛋

滴度接近最高水平，直到１２周抗体滴度仍持续增加，而ＣＦＴ

白。３种结构蛋白分别是病毒壳蛋白（ｃ）、包膜蛋白（Ｅ）和

在１０周时已不能检出抗体。研究证实，ＨＩＴ检测到的抗体

前膜蛋白（ｐｒＭ）。７种非结构蛋白分别是ＮＳｌ、ＮＳ２ａ、ＮＳ２ｂ、

滴度比标准的中和试验要高，比ｍｉｃｒｏ．ＰＲＮＴｓ检测的阳性率

ＮＳ３、ＮＳ４ａ、ＮＳ４ｂ和ＮＳ５。该病毒为虫媒病毒，蚊尤其是库

低【，】，敏感性不如ＥＬＩＳＡ。

蚊是其最主要的传播媒介，携带病毒的鸟类是主要的传染源

由于ＨＩＴ检测ＷＮＶ与其他黄病毒的感染（圣路易斯脑

和储存宿主，病毒在鸟和蚊之间维持着自然循环，再感染人

炎、登革热、日本乙型脑炎、黄热病）及疫苗接种（黄热或乙脑

及其他动物。

疫苗）时存在交叉反应；所以通过该试验检测到患者急性期

ＷＮＶ分布广泛，已在非洲、欧洲、澳洲、亚洲、中东、北美
等地区引起流行…，给发病国家造成重大危害。我国目前还

和恢复期血清抗体水平的升高，只能提示近期有黄病毒的感
染或接种过疫苗，不能肯定是否是ＷＮＶ。这时就需要补充

没有发现ＷＮＶ，但是我国的自然气候、地理环境复杂，蚊虫

进行其他的实验，帮助确定结果，加之ＨＩＴ的试剂不易保存，

种类繁多，病毒传人的危险性很大。阻断该病毒的传人，已

所以目前该试验应用减少，偶用于抗体筛检【４］。

成为我国卫生工作者的当务之急。加强病毒的监测，熟悉病

２．ＣＦＴ：是一种传统的血清学技术，以免疫溶血机制做

毒的实验室诊断方法并将其应用在监测工作中就显得尤为

指示系统，来检测另一反应系统抗原或抗体的试验。抗原与

重要。本文就ｗＮ、，感染的抗体检测方法加以综述。

相应抗体结合后，抗原抗体复合物可以结合补体，但这一反

ＷＮＶ抗体的检测是诊断ＷＮＶ感染的主要手段。抗体

应肉眼不能察觉，再加入红细胞和溶血素，即可根据是否出

检测需要采集患者血清和脑脊液，也可用血浆进行检测。

现溶血反应来判定反应系统中是否存在相应的抗原或抗体。

一般于急性期（发病后５ ｄ内）和恢复期（发病后１４ｄ以上）
２次以上采血和脑脊液，对双份血清和脑脊液样本进行抗

ＣＦＴ主要用于监测ＩｇＭ，同时也可以检测到其他抗体。
如果患者的血清中补体结合抗体能识别待测病毒的抗原，就

体测定。检测的方法有很多，包括血凝抑制试验（ＨＩＴ）、补

能消耗加入其中的外源性补体（如豚鼠），而此时已加入的指

体结合试验（ＣＦＴ）、蚀斑减少中和试验（ＰＲＮＴ）、免疫荧光

示细胞（包裹抗体的红细胞）就不会溶解。因此，不发生溶

试验（ＩＦＡ）、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微球免疫方法

血，提示相应抗体的存在，这种情况称为ＣＦＴ阳性。连续稀

（ＭＩＡ）等。

释样本，以红细胞溶解５０％的最高稀释度作为样本的补体结
合效价。补体结合抗体常出现在黄病毒感染发病后２周，２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９．０２６

个月后开始减少，在１—２年内维持在基线水平，所以它常被

基金项目：国家“十一五”高科技发展计划（２００６ＡＡ０２２１９６）

作为近期感染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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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ＦＴ和ＨＩＴ一样在检测ＷＮＶ与其他黄病毒的感染时存
在交叉反应，这就影响了它的特异性。此外有报道显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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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感染黄病毒后却没有产生补体结合抗体ｂ】。因此，尽管在

最后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染色情况。出现清楚的细胞质荧

历史上ＣＦＴ在研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却渐渐被一些

光图像为阳性，如绿荧光提示ｌｇＧ阳性。需要注意的是因为

特异性和敏感性都更好的方法取代。

载玻片上只有部分感染ＷＮＶ的细胞，所以全部细胞都有荧

３．ＰＲＮＴ：该试验是病毒血清学试验的经典方法之一．

光提示非特异性反应，而非ｗ№，抗体阳性。血清中的自身

是实验诊断病毒感染的重要手段。中和试验其基本原理是

抗体引起的非特异性反应，可以通过血清与正常细胞的反应

特异性的中和抗体与病毒作用，能够抑制病毒对敏感细胞的

来排除哺］。为了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检测ＩｇＭ时血清标

吸附、穿入和脱衣，从而阻止病毒增殖，使其失去感染能力。

本需要加入含有抗人ＩｇＧ的缓冲液清除ＩｇＧ，以防止ＩｇＧ和

ＰＲＮＴ是检测ＷＮＶ特异性抗体的金标准，是检测黄病毒特

ＩｇＭ竞争抗原结合位点造成的假阴性，同时排除结合ｗＮ、，

异性最好的试验，它可以帮助排除假阳性反应和由其他黄病

特异性ＩｇＧ的ＩｇＭ类风湿凶子导致的假阳性结果。

毒感染引起的血清学交叉反应。

ＩＦＡ最大的优点在于它可以分别检测ＩｇＭ和ＩｇＧ抗体，

检测时将患者血清５６℃、３０ ｍｉｎ灭活，接着成倍数稀释。

而之前这几种方法检测的是总抗体。可以通过抗体的检测

测定西尼罗活病毒的感染单位，血清中加入一定量的活病毒

来推测感染的时间，ＩｇＧ阴性而ＩｇＭ阳性提示最近的感染，

孵育１ ｈ，再将血清病毒混合物加入有单层Ｖｅｒｏ细胞的培养

板，于３７℃、５％ＣＯ：条件下培养细胞６ ｄ，计数蚀斑。笔者用

ＩｇＧ阳性而ＩｇＭ阴性提示过去的感染。ＩＦＡ能在ｌ ｄ内完成，
比其他方法拿到结果更早，所以常用于快速诊断急性病例。

蚀斑减少的数量来衡量其中和病毒感染Ｖｅｔｏ细胞的能力。

过去认为ＩＦＡ检测ＷＮＶ的敏感性不如ＥＬＩＳＡ，但近几年又

在Ｖｅｒｏ细胞上减少８０％～９０％病毒蚀斑的血清最高稀释度

有研究表明ＩＦＡ检测ＷＮＶ的敏感性与ＥＬＩＳＡ相当，甚至有

作为判定终点即是该血清中和抗体的滴度№Ｊ。依据不同抗

时敏感性更高，结果更可靠““”】。同时这些研究也指出，ＩＦＡ

血清中和抗体滴度之比来确定病毒种类，滴度之比要＞４

在检测ＷＮＶ抗体时特异性比ＥＬＩＳＡ好，但仍然存在其他黄

倍。ＰＲＮＴ可以检测ＩｇＭ和ＩｇＧ，但高滴度的试验结果主要

病毒感染引起的血清学交叉反应，并且ＩｇＧ的交叉反应要多

与ＩｇＧ有关。

于ＩｇＭ。在进行ＷＮＶ的流行病学调查时，对同一样本仍需

ＰＲＮＴ在操作时引起意外感染的风险较高，随着ＩｇＧ和
ＩｇＭ ＥＬＩＳＡ的出现，越来越少的样本采用该方法进行检测。

同时检测ＷＮＶ与其他黄病毒的抗体，并根据病毒抗体效价

这些少数样本多是由于ＩｇＭ ＥＬＩＳＡ的结果可疑或是来自第

５．ＥＬＩＳＡ［１…：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大多数对ＷＮＶ抗体的

一次出现感染的地区，而需要用ＰＲＮＴ进行检测。限制该方

研究都是采用这一方法。该方法的基本原理是：抗原或抗体

法广泛应用的主要因素就是安全问题，因为操作时会用到

的固相化及抗原或抗体的酶标记，加入酶反应的底物后，底

活病毒，需要高水平的实验室（Ｐ３实验室，ＢＳＬ３）和技术人

物被酶催化成为有色产物，产物的量与样本中受检物质的量

员，且实验周期长，操作较繁琐，费时费力，难以大规模应用

直接相关，由此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ＥＬＩＳＡ是目前用于

ｎ】。当然近几年随着技术的不断完善，ＰＲＮＴ的操作也越来

ＷＮＶ抗体检测的主要方法。

的比较结果进行初步的鉴别诊断。

越安全，应用也越来越多【８．９］。例如重组病毒的发展，使其毒

Ｆ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建立了经典的间接ＥＬＩＳＡ法检测人血清中ｔｇＧ

力减弱后再应用于ＰＲＮＴ，增强了实验的安全性，促进了该方
法的推广。Ｊｏｈｎｓｏｎ等“刚用减毒的黄热病毒疫苗株的包膜蛋

和ＩｇＭｆ“］。用感染ＷＮＶ的Ｖｅｔｏ细胞制备抗原，将其包埋在
微量反应孔中，再加入稀释血清，抗体可以识别包埋的抗原，

白代替ＷＮＶ的包膜蛋白构建出重组病毒，并将其应用于

加入酶（碱性磷酸酶）标抗人ＩｇＧ或ＩｇＭ，从而间接地标记上

ＰＲＮＴ，使该试验可以在生物安全２级的实验室中完成。

酶，再加酶底物显色，最后加稀释的氢氧化钠终止反应，并用

４．ＩＦＡ：该方法的基本原理是标记荧光素抗体能和相应

分光光度计测量显色产物。介于间接ＩｇＭ法有类风湿因子

的抗原形成免疫复合物，这种复合物由于有荧光素的参与，

的干扰，于是发展出了ＩｇＭ抗体捕获ＥＬＩＳＡ（ＭＡＣ－

借助于荧光显微镜，能观察到细胞内病毒抗原及其存在的位

ＥＬＩＳＡ）。此方法在固相上吸附抗人ＩｇＭ，再加入稀释的人血

置，从而得知相应的病毒抗原。ＩＦＡ分为直接法和间接法。

清，血清中的ＩｇＭ就会结合同相上的抗ｉｇＭ。此时包括特异

直接法是将荧光素标记在特异性ＩｇＧ或ＩｇＭ抗体上，标记的

性ＷＮＶ ＩｇＭ在内的所有ＩｇＭ均被捕获，接着加入ＷＮＶ抗原

抗体直接与载玻片上细胞内的病毒抗原结合，然后在荧光显

识别特异性ＷＮＶ ＩｇＭ““。

微镜下直接显现结果。间接法是用标记了荧光素的抗ＩｇＧ
或ＩｇＭ的二抗检测抗体和抗原的结合物，常用于检测ＷＮＶ

获ＥＬＩＳＡ方法检测人、马和禽血清以及脑脊液样本中ＷＮＶ

的ＩｇＧ和ＩｇＭ，耗时３ ｈ左右。

抗体。该方法应用感染ＷＮＶ的乳鼠脑为抗原，抗原不标记，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ＣＤＣ）建立了标准化的ＩｇＭ捕

检测时首先要制备抗原片，培养感染ＷＮＶ的细胞直到

用酶标记黄病毒特异性的单克隆抗体（单克隆６８６Ｃ一１）““。

出现轻度的细胞病变反应（ＣＰＥ）时，将其与正常细胞按一定

该方法以正常鼠脑抗原作为特异性对照，在鼠脑准备过程中

的比例混合，滴加在抗原片上，丙酮同定、干燥后，一２０℃保存

排除了非黄病毒抗原的非特异性反应和捕获的ＩｇＭ分子与

备用。进行间接免疫荧光试验时，将稀释的ＩＩＩＬ清或脑脊液加

酶标单克隆抗体６８６Ｃ．１之间的非特异性反应。考虑到结果

在抗原片上与抗原产生反应，孵育并用磷酸缓冲液（ＰＢＳ）清

的有效性，感染鼠脑抗原的吸光度值应该为正常鼠脑抗原的

洗，加入荧光标记的抗人ＩｇＧ或ＩｇＭ，再次孵育、清洗并晾干，

２倍。结果以Ｐ／Ｎ值表示，Ｐ代表人的样本与感染病毒的鼠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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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原反应所得的吸光度值，Ｎ代表已知阴性样本与未感染对

６．Ｍ认：又称为液相蛋白芯片免疫诊断方法。液相芯片

照抗原反应所得的吸光度值，Ｐ／Ｎ值＞／３为阳性。此外，美国

技术在国际上被称之为ｘＭＡＰ（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Ｍｕｌｔｉ．Ａｎａｌｙｔｅ

ＣＤＣ根据单克隆抗体反应建立了改良的间接黄病毒１９６

ＥＬＩＳＡ法““。在此方法中，将黄病毒的单克隆抗体（４Ｇ２）包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技术，其核心技术是乳胶微球包被、荧光编码以及
液相分子杂交。该技术由美国Ｌｕｍｉｎｅｘ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埋在微量反应孔中，以捕获黄病毒抗原。再加入稀释血清，

（Ａｕｓｔｉｎ，ＴＸ）研制开发并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发展起来，

所有识别黄病毒抗原的抗体均吸附在抗原上，最后加入酶标

是在流式细胞技术、ＥＬＩＳＡ技术和传统芯片技术基础上开发

记的抗人ＩｇＧ、酶底物和反应终止剂。这一方法最大的优点

的新一代生物芯片技术和新型蛋白质研究平台恤１。

在于它不需要高纯度的黄病毒抗原，因为非病毒性的抗原不

ＭＩＡ能够同时对多个黄病毒的抗体水平进行快速评估，
并且价格合理。最常用的Ｍ认的体系以聚苯乙烯微球为基

会结合在单克隆抗体上。

随着重组技术的发展，人们将ＥＬＩＳＡ应用到ＷＮＶ的

质，微球悬浮于液相体系，每种微球上有特定比例的红色和

抗原制备中，降低了感染的风险。～些研究者率先将重组

橙色荧光染料，在改良的流式细胞仪中可以显示特定的荧光

的ＷＮＶ抗原应用于ＥＬＩＳＡ来检测抗体““，并且证实重组
的Ｅ蛋白能够检测感染者血清巾的ＩｇＧ抗体。２０００年

图像。这一方法可以检测不同抗原的ＩｇＧ抗体，将不同的抗
原分别与特定的荧光微球结合，再把这些结合不同抗原的微

Ｃｈａｎｇ等“引用日本脑炎病毒ｐｒｅ蛋白和Ｅ蛋白的质粒转染

球集中混合在一起，加入血清，这时候抗体就可以识别混合

ＣＯＳ—ｌ细胞，从而分泌出由ｐｒｅ蛋白和Ｅ蛋白组成的非感染

物中的抗原。接着加入报告抗体——标记荧光试剂（藻红蛋

性的噩病毒颗粒，以作为ＩｇＭ捕获ＥＬＩＳＡ的抗原。２００２年，

美国ＣＤＣ用重组ＷＮＶ代替乳鼠脑抗原，应用于ＩｇＭ捕获

白）的山羊抗人ＩｇＧ，结合任何捕获的ＩｇＧ，再对微球和报告
抗体的荧光图像进行同步分析。报告荧光强度取决于微球

ＥＬＩＳＡ和单克隆抗原捕获ＩｇＧ ＥＬＩＳＡ。
随着ＷＮＶ在美国的扩散，抗体的检测出现了商业化的

结合的ＩｇＧ抗体的数量。这样就可以在单个反应孔里检测
多种抗原的抗体¨Ｊ。

ＩｇＭ和ＩｇＧ抗体ＥＬＩＳＡ。２００３年初美国食品监督管理局

国外已建立多种ＭＩＡ用于ＷＮＶ的快速检测。Ｗｏｎｇ

（ＦＤＡ）批准了商业化的ＷＮＶ ＩｇＭ捕获ＥＬＩＳＡ试剂盒，该试

等汹－圳用重组的ＷＮＶＮＳ５蛋白和Ｅ蛋白包被聚苯乙烯微

剂盒利用天然ＷＮＶ抗原由ＰａｎＢｉｏ公司生产。Ｍａｌａｎ等Ｌｌｇ Ｊ对

球，以藻红蛋白标记的多价羊抗人免疫球蛋白（可以识别

该试剂盒进行评估，其灵敏性为９４％，而特异性为９６％。

ＩｇＧ、ｌｇＭ和ＩｇＡ）为报告抗体。应用重组ＮＳ５蛋白的Ｍ认可
以在发病６ｄ左右检出ＷＮＶ，应用重组Ｅ蛋白的ＭＩＡ可以在

Ｆｏｃｕｓ公司用重组ＷＮＶ抗原研究开发了间接ＷＮＶ

ＩｇＧ

ＥＬＩＳＡ试剂盒和ＷＮＶ ＩｇＭ捕获ＥＬＩＳＡ试剂盒。ＩｇＧ试剂盒

在微量反应孔中包埋重组的ＷＮＶ抗原和过氧物酶标记的羊

发病２～６ｄ检出ＷＮＶ。结果显示，多价Ｍｎ和美国ＣＤＣ的
ＷＮＶ ＩｇＧ ＥＬＩＳＡ有较好的一致性，并能将ＷＮＶ感染与登革

抗人ｌｇＧ。ＩｇＭ捕获试剂盒在微量反应孔中包埋兔抗人
ＩｇＭ，非标记的重组ＷＮＶ抗原和过氧物酶标记的抗黄病毒

热病毒感染、圣路易斯脑炎病毒感染以及黄热病鉴别开来。

单克隆抗体。有研究报道㈨】，Ｆｏｃｕｓ公司ＷＮＶ ｌｇＭ捕获
ＥＬＩＳＡ试剂盒的敏感性和特异性都为９９％，ＷＮＶ ＩｇＧ

病毒ＩｇＭ抗体的Ｍ队。
相较ＥＬＩＳＡ而言ＭＩＡ拥有灵敏度更高、重复性好、检测

ＥＬＩＳＡ试剂盒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９８％和９７％。ＷＮＶ

范围宽、通量高、样本处理时间少、操作简便、检测时需要的

ＩｇＭ捕获ＥＬＩＳＡ试剂盒的交叉反应率为１２％，ＷＮＶ

样本量更少等优点。目前研究者正在开发更多相关病毒的

ＩｇＧ

此外，Ｊｏｈｎｓｏｎ等心引还建立了同时检测ＷＮＶ和圣路易斯脑炎

ＥＬＩＳＡ试剂盒交叉反应率为３５％。Ｈｏｇｒｅｆｅ等Ⅲ１也对试剂盒

ＭＩＡ，并不断完善现有的方法，可以预见该方法在临床和科

进行评估，表明ＷＮＶ ＩｇＧ和ｌｇＭ ＥＬＩＳＡ的灵敏性均为
９７％，而特异性分别为１００％和９７％。ＷＮＶ ＩｇＭ ＥＬＩＳＡ的假

研中的应用前景。

阳性率为２．５％。

法的归纳与总结了锵其优缺点和适用范围，便于根据实际情

７．结语：ＷＮＶ抗体检测方法多种多样，通过对这些方

间接的ｌｇＧ ＥＬＩＳＡ法有较好敏感性和特异性，一直被沿

况进行选择，从而更好地为临床和科研服务。我国目前尚无

用至今乜“，只是对酶和终止溶液进行了改良。但是间接的

ＷＮＶ感染致病的报道，但由于该病毒大多呈隐性感染，且我

ＩｇＭ ＥＬＩＳＡ法却存在假阳性的困扰，类风湿因子可以通过与

国存在各种库蚊和鸟类，具备了病毒传播流行的条件。此

ＩｇＧ的反应结合在ＷＮＶ的抗原上。另外，ＥＬＩＳＡ方法操作

外，ＷＮＶ对我国是一种全新的致病病毒，人群普遍缺乏免疫

起来比较麻烦，需要准备多种黄病毒抗原和多克隆抗体，容

力，一旦出现病毒感染的爆发性流行，后果不堪设想。所以

易产生交叉反应，降低了实验的特异性，有时多克隆抗体和

卫生防疫部门应该加强与完善监测体系，主动应对ＷＮＶ的

抗鼠ＩｇＧ能被捕获ＩｇＭ类风湿因子和异嗜性抗体识别而导
致假阳性的结果。所以ＥＬＩＳＡ方法虽然灵敏，常用于黄病毒

威胁。

抗体的筛检，却不能进行确诊。为了鉴别诊断ＷＮＶ与其他
黄病毒感染所诱发的抗体，一般采用特异的ＰＲＮＴ来加以区
分。也有研究者提出可以通过Ｐ／Ｎ值高低来鉴别不同的黄

病毒的感染，对这一假设还需要更多的证据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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