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蒙医学实验诊断股份公司 ( 下简称“欧蒙公司”) 创建于 1987 年，是一家研发、生产和销售

用于自身免疫性疾病、过敏性疾病和感染性疾病实验室医学诊断试剂及配套设备的公司。欧蒙公司

全球总部位于欧洲著名海滨胜地、德国北部的吕贝克 (Lübeck) 市，子公司遍布全球近 20 个国家的主

要城市，在职员工逾千人。目前，欧蒙公司作为体外诊断领域知名的国际跨国企业，产品和服务已

遍布世界五大洲，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数万间实验室。

欧蒙医学诊断（中国）有限公司（下简称“欧蒙中国”）作为欧蒙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集研发、

生产、销售、市场、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是欧蒙遍布全球的众多子公司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

总部设立于中国北京。

欧蒙中国借助自身的产品和研发优势，已建立起完善的产品体系，形成了“研究、生产、学习”

相结合的、健康的综合发展模式，并凭借先进的诊断技术、优质的检测产品和完善的服务体系，赢

得了广大客户的好评和信赖。

仅在中国地区，统计超过 90% 的检验单位正在使用欧蒙中国的产品，近 100% 的全国重点实验

室都与欧蒙中国开展了共建联合实验室，科研研究等多种示范性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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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新 第 二 代 印 迹 仪

精确   高效

EUROBlotMaster II

 ▪ 变态反应性疾病诊断

 ▪ 自身免疫性疾病诊断

 ▪ 感染性疾病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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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蒙公司还提供

产品系列 检测内容 检测意义

总 IgE（ELISA） 定量检测人血清或血浆中总 IgE 水平
总 IgE 升高大多数是由于过敏反应导致，在特应性皮
炎患者中可见极高浓度的 IgE（数千 IU/ml），可以
区分婴儿特应性和脂溢性皮炎。

特发性膜性肾病特异性诊断指标

——抗磷脂酶 A2 受体（PLA2R）抗体

®

特发性膜性肾病（IMN）的自身免疫机制是自身抗体与磷脂酶 A2 受体的复合

物沉积在肾小球基底膜上，激活补体系统，引起足细胞和肾小球滤过屏障

损伤，出现蛋白尿。

欧蒙抗 PLA2R 抗体检测试剂盒（间接免疫荧光法）

使用转染细胞作为标准基质（人重组受体蛋白）

 ■ 独家 IMN 血清学检测试剂

 ■ 相较于组织活检，血清学检测对患者压力小，操作快捷方便

 ■ 诊断灵敏度高达 70%*，特异性为 100%

 ■ 抗体滴度变化可用于疾病活动性评估及治疗监测

*：取决于患者的治疗状况

PLA2R- 转染细胞 未转染细胞

全 球 独 家



转化医学催熟体外诊断领域

不久前，体外诊断工程研究中心成立，该中心由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和中生北控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联合创建，将在体外诊断领域开展转化医学研究，搭建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之间的桥梁，促

进成果转化和临床应用。

体外诊断产业一直受国家产业政策重点支持，为其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十一五”期间，

国家“863”计划首次支持了生物医学关键试剂的重点项目，已经取得了良好的阶段性成果。

从 2005 年起，国务院、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多个国家部门出台了多项政策，积极地促进了体

外诊断试剂、诊断仪器、诊断相关酶制剂等产业的发展，增强了国内企业的竞争力。

同时，体外诊断试剂在我国市场发展空间巨大。2011 年全球体外诊断试剂销售额达到 508.54 亿美

元，其中北美地区所占份额达到 45%，西欧 15 国所占份额达到 25%；日本所占份额达到 9%；而中国

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22%，但其份额却不到全世界的 3%。

随着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标准的提高，人们对健康和医疗品质又有了更高的需求。在种种利好条件

下，体外诊断试剂产业的发展迎来了医疗发展史上“千载难逢”的好机遇。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 11 月 7 日

上午主持会议，研究维护正常医疗秩

序、建立和谐医患关系问题。她强调，

要依法公正处理医患纠纷，坚决遏制

涉医刑事案件频发、多发势头，实现

医患良性互动，切实维护医务人员和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刘延东指出，近年来在各方面共

同努力下，医患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的。

但暴力伤医等案件仍时有发生，影响

了医院正常诊疗秩序，危害医务人员

生命安全，挫伤医务人员服务群众看

病就医的积极性，必须认真加以解决。

刘延东强调，建立和谐医患关系

是广大医务人员和人民群众的共同愿

望，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同时加

快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一步完

善全民基本医保、分级诊疗等制度，

逐步缓解大医院人满为患问题，发挥

大病保险的作用，加大对特殊人群医

疗救助和生活困难人群的救助力度。

加强医学科普宣传和普法教育，引导

群众对医疗服务的合理预期。

干燥综合征（SS）的发病与系统性红斑

狼疮（SLE）密切相关，迟发 SLE 的临床症

状与 SS 相似。SLE 合并 SS 的诊断常在诊断

SLE 或 SS 之后做出，且其系统损害更重。但

是新发的 SLE 患者会不会并发 SS、哪些临床

表现或实验室指标有助于 SLE 并发 SS 的诊断

尚不清楚。因此，来自多伦多大学的 Gabriela

等人对初发的 SLE 患者自身抗体表达及其合

并 SS 情况进行研究。该研究发现，年龄偏大

的抗 SSA 抗体阳性的 SLE 患者易并发 SS。

该研究共纳入 93 名女性及 10 名男性初

发的 SLE 患者，在入组前以及筛查 SS 时对

所有患者进行抗 Ro/SSA、抗 La/SSB 抗体及

类风湿因子（RF）的检测。结果显示，入组

的初发 SLE 患者中，合并 SS 的共有 19 人

(18.5%)，均为女性。且年龄较未合并 SS 的患

者大 (P=0.004)。年龄≥ 25 岁的、抗 Ro/SSA 抗

体阳性的 SLE 患者合并 SS 的可能性大；而抗

Ro/SSA 抗体、抗 La/SSB 抗体及 RF 阴性的患

者合并 SS 的可能性较小。

抗 Ro/SSA 抗体阳性的女性 SLE 患者合

并 SS 的可能性大。而抗 Ro/SSA 抗体、抗 La/

SSB 抗体及 RF 阴性的 SLE 患者合并 SS 的发

生风险低。

对于接受了结肠切除术治疗的克罗恩

病患者，结肠镜检查是评估术后复发情况

的金标准。虽然计算机断层扫描肠动描记

法（CT 肠造影）小肠克罗恩病变的诊断作

用显著，但其在术后复发评估方面的作用

仍不明确。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比较了

回结肠镜及 CT 肠造影在评估克罗恩病患

者回结肠切除术后复发情况中的应用价值。

该项研究包括 32 名进行了回结肠切

除术的克罗恩病患者。所有患者均进行 CT

扫造影检查，在该检查进行 1 周内进行回

结肠镜检查。回结肠镜检查利用 Rutgeerts

评分（i0-i4）进行术后复发评估。根据之

前确认的 CT 肠造影检查评估分数 (CTE0-

CTE3) 判断 CT 肠造影检查下术后复发的情

况。对所有患者进行随访，随访时间最长

为 30 个月。主要实验终点为再次手术。

在接受回结肠切除手术治疗的克罗恩

病患者中，CT 肠造影是一项可靠的评估术

后复发情况的检查方式。在评估克罗恩病

患者术后疾病发展情况时，CT 扫描肠造影

可以作为一项重要的辅助内镜检查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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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蒙快讯》由欧蒙医学诊断（中国）有限公司于2010年创办，旨在为欧蒙公司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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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儿童健康     医生与家长共行
——著名儿科专家崔玉涛医生专访

文 | 王松 刁智娟 博士

崔玉涛

著名儿科专家

引言：

婴幼儿时期是孩子体格和心理快速发展的时期，

也是十分脆弱的时期，小儿容易发生各种营养性

疾病及感染性疾病。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儿童保健越来越受到家长的重视。但是，认识“误

区”以及过度“关注”不仅影响婴幼儿的生长发育，

甚至威胁到他们的生命健康。让孩子健康茁壮地

成长是每位父母最大的心愿。但是，为何正确管

理孩子的营养与饮食、怎么进行科学的日常护理、

怎样分辨出“健康警报”是目前很多家长以及临

床医生面临的实际问题。为了让大家对这些问题

有更清晰的认识，《欧蒙快讯》特别专访了中国

著名儿科专家崔玉涛医生。

《欧蒙快讯》：崔大夫您好，您是著名的儿科专家，

能否从专业角度谈谈家长对婴幼儿预防性保健方

面都存在哪些认识上的误区？

崔玉涛医生：对一个孩子来讲，健康管理与疾病

治疗是生长发育纵向过程中不同的方向，都应引

起医务人员及家长的重视。我们医院就设有特色

的健康门诊及疾病门诊，为孩子提供全方位的专

业服务。

孩子的生长发育状况是衡量健康的标准，体重、

身长和头围往往是衡量婴幼儿生长发育的具体指

标。如果生长发育正常，家长不要轻易因为大便

偏稀或偏干、食量偏少、胃口不佳等不重要的事

情给孩子长期间断地服用药物或营养品；当然也

没有必要抽血检查微量元素，微量元素并不能客

观反映婴幼儿发育状况。但是，由于目前社会上

的种种宣传，令家长们非常关注微量元素，总认

为孩子出生后会缺点什么，微量元素就是缺乏及

需要补充的东西。天天想着是不是缺锌、缺铁、

缺钙等等。

再有，很多家长把自己不能解释的现象都给扣上

“缺钙”的帽子，比如：出汗多、夜间易哭闹、

枕秃、牙齿出得偏晚、长得过快或过慢、食欲偏差、

肋缘轻度外翻、活动时关节有响声、反复出现湿

疹等。

其实从医学理论来讲，不论母乳、配方粉、还是

营养米粉及其他辅食，里面含的钙等微量元素是

中国著名的儿科专家，北京和睦家医院

儿科主任，天津和睦家医院首席儿科医生。

1986 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儿科系，先后工

作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急救中

心和中美合资北京和睦家医院儿科，主要从事

新生儿急救、婴儿生长发育监测、早期婴儿

问题的干预和疾病的治疗等工作，对新生儿

及婴幼儿医学领域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和实践

经验。

在二十七年的工作实践中先后参加过《实

用儿科急诊医学》、《儿科诊疗常规》、《体

液平衡》、《临床儿科学》等专业书籍的编

撰，同时在《父母必读》开办“崔大夫诊室”

已 12 年，并出版了《0-12 个月宝贝健康从头

到脚》、《崔玉涛 - 宝贝健康公开课》和《崔

玉涛图解家庭育儿》丛书。个人微博 (weibo.
com/cuiyutao) 受到大众青睐。

足够的，真正可能缺乏的就是维生素 D。如果再

单独补钙反而会影响其他微量元素的吸收，因为

钙、铁、锌等都是 2 价阳离子，在胃肠的吸收途

径都相似，如果过多的补钙，铁、锌的吸收就会

受到影响。有些孩子为什么需要补锌，很多时候

不是锌摄入不够，而是钙补多了。

为了能使家长明白这个道理，临床应该开展维生

素 D 的常规检测。一是检测维生素 D 是否缺乏，

二是为维生素 D 的补充提供指导。因为个体代谢

不一样，一般孩子每天补充 400 国际单位，但有

些 300 就可以，还有些需要补 600。

总之，对婴幼儿的健康管理应包括饮食起居的询

问、生长评估、身体检查、发育评价。重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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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与家长的交流，并一同制订下一步养育方案，

而不在于给一堆化验报告，开一些钙、铁、锌、

DHA 等补剂。家长要明确，补剂永远是补充饮

食的不足，均衡营养才是关键，而不是简单的营

养素的营养。要用正确的态度看待微量元素——

“低不一定是问题，高也不见得就好”。

《欧蒙快讯》：很多妈妈都认为“佝偻病”就是

缺钙，为进行早期预防，补充钙剂是必要的。请

问对疾病预防而言，这么做对不对？

崔玉涛医生：首先要明确什么是佝偻病，简单地

说，佝偻病全称是维生素 D 缺乏性佝偻病，不是

缺钙性佝偻病。所以预防佝偻病的方式应是摄入

维生素 D，而不是摄入钙。此外，维生素 D 可促

进肠道对钙、磷的吸收，并使它沉着在骨骼。血

钙低时，还可使骨中的钙溶解入血。所以，维生

素 D 对孩子的骨骼发育及维持钙、磷平衡，发挥

钙在神经、心脏和肌肉等重要组织、器官的作用

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单纯补钙，既达不到预期

的吸收也起不到预防疾病的作用。

《欧蒙快讯》：还有些家长因为孩子的身高、体

重等指标都不如同龄孩子好，而认为自己的孩子

发育有问题。该如何帮助他们判断孩子是否生长

良好？如果婴幼儿确实存在发育障碍又该如何分

析和诊治？

崔玉涛医生：在临床上生长发育迟缓的判断不是

与任何指标或其他小朋友比较得出的，是需要观

察孩子整体生长过程，才能给出结论。如果通过

判断，孩子确实存在此类问题，就要寻找症结，

及时纠正。一般而言，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 进食绝对量不够：可能是进食量不足或进

食结构不合理。不是指某营养素不足，而是全面

营养素进食不够。并不是越贵越好的食物，或者

是国外来的，别人没有吃过的食物营养就丰富。

首先是保证孩子有足够的能量获取。成人与孩子

的饮食结构不同，成人要少吃碳水化合物及肉类，

多吃青菜。但是这种饮食结构对孩子来说能量肯

定不足，孩子就容易长得慢。小儿最能吸收的就

是碳水化合物（主食），因为它是最容易吸收、

利用的能量。合理的饮食结构是指一次辅食中有

一半是粮食类的食物，还有四分之一的蔬菜和四

分之一的肉类。其次，给孩子吃够，不是指吃一碗，

两碗，而是要看碗里有什么。不要只着眼于贵的、

进口的食物，均衡营养的思路是不要挑食物，摄

取种类要多。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我们日常吃的

食物是不是都给孩子吃到了。

第二，胃肠消化和吸收不良：若食物性状超过咀

嚼和胃肠接受能力，导致大便内出现原始食物颗

粒，则意味着消化不良；若大便性状好，但排便

量多，则意味着吸收不良。两种情况皆有，则说

明消化吸收不良。

第三，异常丢失：首先想到的就是过敏，还有腹泻、

反复呼吸道感染等。当然还有心脏病、肾脏病等

慢性病都会造成异常丢失。

《欧蒙快讯》：请问为什么导致异常丢失的原因

中，过敏是排在首位的？

崔玉涛医生：因为过敏会出现特别严重的湿疹，

其渗出液都含有高蛋白成份，不仅仅是组织液。

患严重湿疹时，小儿会伴发低蛋白血症。这个是

需要根据临床症状表现进行过敏原检测（例如血

清总 IgE 及特异性 IgE 抗体检测）。但在进行过

敏原检测前，要帮家长分析一些可能查到的结果。

《欧蒙快讯》：为什么不能直接查过敏原，这样

的针对性不是更强一些，可以更好的进行防护

吗？

崔玉涛医生：因为没吃过或没接触过的东西，过

敏原检测不一定能反应出来。进行体外血清学检

测是反映过敏的结果，而不是预测过敏。现在很

多家长以预测过敏的方式来查过敏原，这种认识

是不对的。检查过敏原必须是小儿接触过的，或

者说频繁接触的才可能在血中查到过敏原的痕迹。

即使接触过一次，就起了满身的荨麻疹也不见得

能查到，原因在于一次接触不足以使 IgE 升高到

可以检出的水平。所以过敏原检测是对已经吃过

或接触过的物质而做出的一种总结式报告，绝不

是预测式报告。反过来讲，小儿查过敏原结果为

阴性，也不能肯定他对这类食物或物质就不过敏。

《欧蒙快讯》：婴幼儿过敏是目前全世界最关注

的公共健康问题之一，被称为二十一世纪最流行

的非感染性疾病现象。请问小儿过敏主要都有哪

些临床表现，我们应该怎样正确认识、处理相关

的问题呢？

崔玉涛医生：当人体免疫系统对来自空气、水源、

接触物或食物中天然无害物质出现过度反应时，

就可以认为人体出现了过敏。过敏不是因为免疫

功能低下，反而是免疫功能异常增强而导致的。

过敏主要累及皮肤、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累及

皮肤可出现荨麻疹、血管神经性水肿或特异性皮

炎（湿疹）；累及消化系统可出现呕吐、恶心、

腹痛、腹泻、便秘、大便带粘液及血液、生长迟缓；

累及呼吸系统可出现频繁打喷嚏、流鼻涕、咳嗽、

喘息等。除了皮肤表现，过敏的其他表现不够特

异，往往很难在早期得到诊断。

当怀疑存在过敏时，应及时去除怀疑的食物或远

离怀疑的环境。若症状明显见好，再有意识地接

触被怀疑的食物或环境；若过敏症状再次出现，

即可确定过敏原。所以，作为医生首先应该跟家

长进行有效的沟通，引导他们寻找一些生活中的

迹象或原因，辅助相应的实验室检测（例如，“食

物回避 + 激发”）可帮助家长证实所怀疑的对象

是否正确。除非家长实在查不到原因，或者不能

提供任何线索，那就只能凭借血液中过敏原检查

提供依据。

《欧蒙快讯》：当前还有一个议题就是食物不耐

受，这种临床征象是过敏吗？

崔玉涛医生：食物，缺少了它不行，可我们有时又

会受到它的伤害。几乎每个人都曾遇到过或将会遇

到食物不耐受或食物过敏的问题。这两者有着相同

的表现，但却有着不同的治疗和预防的办法。

食物不耐受是指人体对食物中的一种成分或代谢

产物产生的非生理性反应。比如有些孩子吃桃、

西红柿、西瓜等食物后，口周、嘴唇以及颈部出

现皮肤轻度红肿，并伴有痒痛，这是因食物中一

些酸性物质或酶所致。一般数小时后可自行缓解。

食物过敏是人体对某种食物产生的超敏反应，其

结果远远严重于食物不耐受，而且再次服用这种

食物时，症状都会逐次加重。容易引起婴儿过敏

的食物包括牛奶、蛋清、豆类、海鲜及小麦。一

旦确定为食物过敏，严格意义上讲，治疗和预防

的最好办法是停止摄入这类食物。

比如麸质敏感性肠病（或称乳糜泻），它是由饮

食中的麸质（主要是小麦）触发的一种免疫介导

的全身性疾病，起病大多缓慢。进食麦类食物后

出现腹泻、腹胀等症状，严重的还会有营养不良、

疱疹性皮炎、骨密度减低等表现。但严格禁食麦

类食物（即无麸质饮食），症状可缓解或治愈。

目前，血清学抗体检测可以帮助此类病人进行确

诊（其中包括抗肌内膜抗体、抗组织谷氨酰胺转

移酶抗体、抗麦胶蛋白抗体）。但因大多数病人

症状轻微或表现不典型，也由于临床医生对该病

认识不足，非常容易造成漏诊和误诊。

《欧蒙快讯》：过敏原的诊治需要家长的高度配

合，那其他常见儿科疾病是否也应该先明确病因

再给与有效治疗的情况？

崔玉涛医生：当然需要明确病因，或者说尽早的

明确病因。我们一直提倡做适宜治疗，不做“最

佳”治疗。什么是“最佳”治疗？简单的说，孩

子发热了，直接打一针退烧，烧退了，家长很高

兴带着孩子回家了，这就是“最佳”治疗。 但是，

是什么原因促使孩子发热？“最佳”治疗看似问

题解决了，很可能留下很多隐患，变为慢性问题。

所以准确诊断才是关键，而不是过早治疗疾病。

《欧蒙快讯》：小儿发热是临床常见的症状，基

本每个看病的孩子都伴有发热的现象。很多人认

为因为有炎症才会有发热，所以自然而然的使用

抗生素进行退热治疗，这种认知是正确的吗？

崔玉涛医生：发热是炎症所致的说法完全正确，

但炎症并不意味着是细菌感染。病菌（细菌、病

毒、支原体等）、外伤、过敏等都会引起相应部

位的炎症。比如，咽部红肿可以是病毒感染所致，

也可以使细菌感染所致，还可以是严重哭闹局部

受到机械刺激所致。

抗生素的发明拯救了人类；抗生素的滥用同时也

在侵蚀人类健康。抗生素不是治疗发热的万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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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只针对严重细菌和某些支原体、衣原体等病菌

感染，不能抑制和杀灭病毒。给与抗生素治疗前

必须明确是否有对症的感染征象，要进行相应的

检测，其中包括细菌、支原体、衣原体、病毒等

检查。尤其是第一次给孩子用药时，病原菌的检

测越全越好。遇到症状比较重的小儿，病情不能

耽误，根据临床经验用药后，也要把相应的检测

做上，因为等结果回报后，会提示我们是否坚持

用药，还是换药治疗，应不应该干预等等。相应

的病原学检测是验证和调整治疗方案的证据。

对于反复呼吸道病症（咳嗽、发热）的孩子，应

该进行免疫功能加过敏原的检查。如果真是免疫

功能低下，应该使用免疫增强剂；如果是过敏，

需要去除过敏原和进行抗过敏治疗。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用抗生素还是其他药物治疗，

目的都是治疗引起发热的原因，而不是发热本身。

《欧蒙快讯》：如何提高孩子抵抗疾病，特别是

抵抗感染性疾病的能力？

崔玉涛医生：人体只有在接触了某种病毒、细菌

并产生了相应的抗体后，才能够达到抵抗的目的。

目前预防接种是提高抵抗力最主要的方法之一。

均衡营养也是提高身体抵抗力的方法，其作用仅

次于预防接种。人体的生长发育越正常其抵抗疾

病能力也越强。现实生活中，身体比较强壮的孩

子不容易生病就是这个道理。

此外，环境中的细菌也能提高后天免疫能力，通

过环境中少量的、连续不断的刺激，使免疫系统

逐渐成熟。这是位居第三的提高抵抗力的方法。

也就是说，我们提供给孩子的生活环境应该是清

洁的，而不是无菌的，但是人类的某些活动会削

弱环境的这项作用，比如滥用抗生素、消毒剂等。

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家庭追求无菌，经常

用消毒剂来擦洗孩子的用品，甚至会定期做空气

消毒。家长要明白，越是隔绝少量的病毒、细菌

与孩子的接触，孩子的免疫系统越不容易成熟。

《欧蒙快讯》：既然预防接种是提高小儿抵抗力

最主要的方法，我们怎么来评价预防接种后的效

果？

崔玉涛医生：预防接种时，每个孩子身体状况、

机体对疫苗的反应以及机体的代谢状况等是不同

的，所以预防接种后人体产生的抗体水平、抗体

在体内衰减的速度以及存留时间的长短也是不同

的。

由于一次预防接种很难达到终身免疫，即使连续

接种几次也未必能够终身免疫，所以才会有加强

免疫接种。

一些病毒（包括风疹）检测会有 IgG 和 IgM 两

项，IgM 代表短期感染征象，言外之意即代表受

到感染。比如，麻疹 IgM 阳性可以提示麻疹感染。

而 IgG 代表体内存在保护性抗体，是机体对相应

疾病是否有保护力的重要指标，也就是免疫接种

的实质。比如，风疹 IgG 阳性，意味着体内存在

有抵抗风疹病毒感染的保护性抗体。成功有效的

预防接种以及自然感染后，体内都会出现相应的

IgG 抗体。根据体内相应抗体水平，评价是否接

种成功以及考虑何时或如何进行加强接种。

简单的抽血检测即可明确小儿体内相应的抗体

（IgG）水平，从而了解疫苗接种效果。想获得

准确的接种后抗体状况，至少需要在每种疫苗最

后一次接种后的 3~6 个月才能进行检测，这时测

出抗体的水平最为准确可靠。

《欧蒙快讯》：根据您的介绍，可以体会出不论

健康管理还是疾病诊治都对婴幼儿的生长发育至

关重要，您认为在实际工作中，家长和医务人员

分别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崔玉涛医生：其实更应该说，医务人员应与家长

一同负责孩子的健康，不存在谁教育谁，谁管理

谁的问题，是“一同”。医务人员要勇于承担一

半的责任，这样才能赢得家长的信任，建立有效

的沟通。医生要有足够的关注度，并要耐心的讲

解治疗方案，与家长分享一些用药体会，药物不

良反应的经验，给家长提供必要的科普，使家长

正确认识婴幼儿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有了正确的

认识，家长就会积极配合医生，及时为医生提供

相应的治疗效果反馈，从而进一步积累临床的诊

治经验，这样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医患关系

自然会融洽，并避免很多无谓的纠纷。

免疫印迹自动化的临床应用现状与分析

文 | 黄普查 刘靓 李靖

欧蒙 EUROBlotOne 全自动免疫印迹检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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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免疫印迹试验在临床广泛应用于血清中自身抗体的检测，因其具有操作效率高、特异性好、

重复性较强的特点，但是长期以来其难以实现标准化的判读和操作，无法满足实验室高通量、规范

化的检测要求。为适应临床诊断的需求，针对免疫印迹检测的自动化、标准化操作的解决方案被不

断探索和发展，目前有很大一部分临床实验室都使用印迹仪代替了从温育到清洗的手工操作部分，

实现免疫印迹试验的部分自动化操作过程。本文主要阐述目前的免疫印迹自动化解决方案的具体应

用现状及详细的自动化平台组成，从而总结出目前临床应用中使用最广泛、最先进的免疫印迹自动

化整体平台。

关键字：免疫印迹试验   印迹仪   膜条成像   膜条结果判读

1. 免疫印迹自动化检测的发展情况

印迹仪的应用与免疫印迹技术的普及是密不可分的。由于免疫印迹试验未在临床大范围应用，

因此印迹仪主要应用在疾控系统的传染病确认针对（如 HIV 确证）以及科研院校的蛋白免疫印迹实

验（常规生物测试的 Western Blot 程序或类似的其它试验技术），用以完全取代传统的 Western Blot 
的手工操作方式。

随着印迹方法学在临床的推广和应用，免疫印迹试验成为当前检测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血清中

自身抗体的主要方法 [1-3]，免疫印迹手工操作的缺点，如试验步骤多、受人为因素影响大、对实验人

员的操作要求高、操作不易标准化导致质量不易控制、且整个试验操作过程处于开放状态、存在一

定的生物安全隐患等等问题暴露无疑，临床实验室对免疫印迹自动化操作的需求迅速提升。此时免

疫印迹市场有众多品牌，如美国、英国等进口品牌的蛋白印迹仪，国产的也有多个品牌可供选择，

欧蒙也迅速推出了印迹仪 EUROBlotMaster。相对于其他产品，EUROBlotMaster 很好的解决了操作标

准化、自动成像、结果的半定量判读及图文报告定制等问题，因此在临床市场上得以迅速推广与应用，

在短短 3 年时间内，欧蒙的印迹系统在中国临床实验室的客户数发展多达 200 余家，市场占有率处

于绝对领先的地位。

临床实验室免疫印迹检测需求的持续升温，如过敏原、自身免疫性肝病、神经炎抗原谱等的检测，

另外常见病原体的检测，如 EB、TORCH 等传染病的确认检测与分型在临床也有进一步的需求，同

时未来丙型肝炎 (HCV) 的免疫印迹确证也有可能在临床实验室开展，使如何能满足临床实验室日益

增长的标本量及检测项目对免疫印迹自动化的检测通量需求、最大限度的提高自动化过程以及尽可

能减少人工操作环节成为目前免疫印迹检测行业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 
2013 年欧蒙推出其最新的二代印迹仪产品 EUROBlotMaster II, 自动化程度更高，通量达到 50T/

次，集成了更多的检测项目，能更好的解决上述提到的问题，目前已经引起行业内的广泛关注。

2. 免疫印迹自动化的临床应用组成部分

一个完整的免疫印迹自动化处理过程包含三个部分：免疫印迹反应的操作过程、膜条数字化成

像及结果判读。下面以欧蒙的 EUROBlotMaster II 自动化方案为例进行详细阐述。

温育及清洗自动化：实现印迹法检测从样本稀释到温育结束前的全程自动化操作，也是目前整

个印迹自动化领域最为成熟的部分；

数字化图像处理：实现印迹检测结果（以下简称膜条）的图像保存，目前临床实验室大多通过

平板扫描仪的形式直接进行膜条的扫描，但需手工粘贴膜条，在标本量多的情况下操作繁琐且存在

生物安全隐患的风险。

而欧蒙最新的自动成像仪 EUROBlotCamera 已经在市场上开始应用，该产品无需手工转移和粘

贴膜条，实现温育槽内膜条的一次性快速成像，解决了扫描仪工作效率及安全性的问题。

标准化的结果判读软件：通过软件实现膜条的结果自动判读，代表产品有欧蒙的 EUROLineScan
软件，可定制图文检测报告，与目测相比，其结果重复性达到 99.75%[4]。

图 1：临床实验室最广泛的免疫印迹自动化流程

由图 1 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免疫印迹自动化解决方案虽然可以实现从膜条处理、膜条成像以及

结果判读的整个过程，但是前期的血清加样，膜条的转移等过程仍需要人工的介入，不是一个真正

意义的全自动系统，即便是目前最新的欧蒙 EUROBlotMaster II 应用，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些问题，这

也预示着免疫印迹检测行业下一个发展目标：实现真正意义的无人值守的全自动免疫印迹检测系统，

彻底解放人工。

3. 印迹仪的临床应用

3.1 印迹仪自动化流程

印迹仪可实现免疫膜条的实验过程自动化，获得更高的实验精密度和重复性，为实验室工作人

员节约宝贵时间。

3.2 印迹仪支持的检测项目及杂项整合功能

目前市场上大部分印迹仪都能支持临床常见的自身抗体、病原体、过敏原等项目的膜条处理，

在临床已经开展的可以上机自动化的检测项目见表 1、表 2、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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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自身抗体主要检测项目

项目 自身抗体的靶抗原 主要临床意义

ANA 谱

nRNP/Sm 混合性结缔组织病、SLE 

Sm

SLE 标志性抗体

核糖体 P蛋白

双链 DNA（dsDNA）

核小体

PCNA

SS-A 干燥综合征、SLE、新生儿 LE

SS-B 干燥综合征、SLE

Scl-70 进行性系统性硬化症（弥散型）标志性抗体

Jo-1 多肌炎 /皮肌炎

PM-Scl 多肌炎与硬化症的重叠综合症、多肌炎

组蛋白 药物诱导的红斑狼疮、SLE

着丝点 局限型进行性系统性硬化症

线粒体 M2 高滴度的 M2 是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标志性抗体

肌炎谱

Mi-2,Ku,PM-Scl100, PM-

Scl75,Jo-1,PL-7,PL-

12,SRP,EJ,OJ,Ro-52

多肌炎 /皮肌炎

肝抗原谱 

线粒体 M2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

肝肾微粒体（LKM）

自身免疫性肝炎标志性抗体SLA/LP

肝细胞溶质抗原（LC-1）

神经节苷脂 炎症性外周神经病变：格林巴利综合症等

神经抗原 副瘤性神经综合症

表 2  病原体主要检测项目

项目/临床意义 备注

TORCH 系列 IgG, IgM  TORCH 谱 科研

EB 系列 EB 谱 科研

梅毒确认实验 Westen-Blot 科研

表 3  过敏原主要检测项目

项目/临床意义

特应性过敏原中国组合

(18 个条带 28 项过敏原 + CCD)

树组合 2（柳树 / 杨树 / 榆树）、矮豚草、艾蒿、尘螨组合 1（屋尘螨 / 粉尘螨）、

屋尘、猫毛、狗上皮、蟑螂、霉菌组合1（点青霉 / 分枝孢霉 / 烟曲霉 / 交链孢霉）、

律草、鸡蛋白、牛奶、花生、黄豆、海鱼组合 1（鳕鱼 / 龙虾 / 扇贝）、淡水鱼组合

1（鲑鱼 / 鲈鱼 / 鲤鱼）、虾、蟹、CCD 标记物、指示带（即质控带）

优敏吸入组合

(10 个条带 16 项过敏原 + CCD)

树组合 2（柳树 / 杨树 / 榆树）、矮豚草、艾蒿、尘螨组合 1（屋尘螨 / 粉尘螨）、

屋尘、猫毛、狗上皮、蟑螂、霉菌组合1（点青霉 / 分枝孢霉 / 烟曲霉 / 交链孢霉）、

葎草、CCD 标记物、质控带

优敏食物组合

(8 个条带 12 项过敏原 + CCD)

鸡蛋白、牛奶、花生、黄豆、海鱼组合 1（鳕鱼 / 龙虾 / 扇贝）、淡水鱼组合 1（鲑

鱼 / 鲈鱼 / 鲤鱼）、虾、蟹、CCD 标记物、质控带

优敏定制组合 1

(12 个条带 18 项过敏原 + CCD)

尘螨组合（屋尘螨 / 粉尘螨）、猫毛、狗上皮、屋尘、蟑螂、霉菌组合（点青霉 / 分

枝孢霉 /烟曲霉 /交链孢霉）、葎草、普通豚草、艾蒿、牛奶、鸡蛋白、海鱼组合（鳕

鱼 /龙虾 /扇贝）、CCD 标记物、指示带（即质控带）

优敏标准组合

(14 个条带 22 项过敏原 + CCD)

尘螨组合 1（屋尘螨 / 粉尘螨 )、猫毛、狗上皮、屋尘、蟑螂、霉菌组合 1（点青霉 / 

分枝孢霉 / 烟曲霉 / 交链孢霉）、树组合 2（柳树 / 杨树 / 榆树）、矮豚草、艾蒿、

葎草、牛奶、鸡蛋白、花生、海鱼组合 1（鳕鱼 / 龙虾 / 扇贝）、CCD 标记物、质控

带

优敏小蒙星

(16 个条带 22 项过敏原 + CCD)

尘螨组合 1（屋尘螨 / 粉尘螨 )、猫毛、狗上皮、屋尘、蟑螂、霉菌组合 1（点青霉 / 

分枝孢霉/ 烟曲霉/ 交链孢霉）、葎草、普通豚草、艾蒿、牛奶、鸡蛋白、花生、黄豆、

蟹、虾、海鱼组合 1（鳕鱼 /龙虾 / 扇贝）、CCD 标记物、质控带

在临床应用中，只要具备相同反应条件与试剂即可实现不同检测项目的杂项整合，如 ANA 谱、

肌炎谱及肝抗原谱可以在同一个检测程序同时完成操作，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     
另外，市场上有部分印迹仪，如欧蒙的 EUROBlotMaster/EUROBlotMaster II，由于试剂位充分，

程序设计注重用户体验，可以实现相同反应条件，不同试剂需求的杂项整合，满足临床检验工作者

的不同需求。

3.3 印迹仪检测的精确度

免疫印迹检测的精确度主要体现在分液的精确度和操作控制的精确度（与试剂操作要求的密切

配合，优于手工操作的准确度），相对于手工操作来说，大量的临床实验数据表明，印迹仪自动化

操作能保证膜条结果批内批间一致、显带清晰、背景清白、重复性好 [5]，适合在临床操作大面积的应

用。同时对于欧蒙的 EUROBlotMaster II 来说，与市场上的普通印迹仪相比，在整体的检测精确度方

面至少提高一倍，主要体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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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现方式主要基于稳定的移液技术及特殊的吸液处理（液泵形式吸液，有别于传统的真空泵吸

液方式，维护更简单，吸液效率更高），吸液技术的独特设计能进一步降低血清间携带污染率；在

处理废液残留量方面，由于其试剂温育槽的倾斜设计，在保证反应均匀进行的情况下，液体残留量

<20ul, 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度。

对于印迹仪的操作控制精确度，我们主要从印迹仪与试剂配合程度来进行考虑。通常来说，开

放的检测系统需要兼容多个厂家的操作流程需求，在稳定度控制方面较差，也不利于整体系统的统一

质控；对于封闭的自动化检测系统来说，与试剂可以做到无缝的匹配，保证精确度优于手工操作数倍，

因此整体的操作精确度更胜一筹，同时操作过程更加容易进行质控和标准化统一。

印迹仪的控制精确度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膜条免疫反应时间同步，温育过程控制、温育槽摆动

幅度及速度方面，交叉污染率控制等，因此，在针对临床的印迹仪应用效果方面，应综合上述几个

因素进行综合评价。

3.4 印迹仪检测的一致性分析

目前市场上存在的多个印迹仪品牌，开放的印迹仪一般需要用户自己按照试剂说明书设定程序，

相同试剂在不同印迹仪检测结果的一致性方面有差异；封闭的印迹仪一般都预设检测项目程序，使

用和操作都很简单，因此更加能保证结果的一致性，同时这些产品也能做到部分的开放，兼容主流

的试剂品牌。在这里，我们对欧蒙的新一代印迹仪 EUROBlotMaster II（以下简称 EBM II）与临床市

场上公认的、应用最多的某品牌印迹仪（以下简称印迹仪 A）在检测一致性方面进行临床数据比对，

以探讨这两种仪器的差异性、一致性，两种仪器能否建立有效并达到性能要求的偏倚。

3.4.1 材料与方法

血清标本：广州地区某医院确诊及疑似红斑狼疮病患者提供的 40 份血清，进行 ENA 抗原抗体

谱 1 检测 ( 包括 nRNP/Sm，Sm，SS-A，Ro-52，SS-B，Scl-70， Jo-1)，检测抗体总数为 280 例。

检测试剂为 EUROLINE ENA Profile 1，采用佳能扫描仪进行膜条图像扫描，结果判读使用 EU-
ROLineScan (3.3.8 版本 )。

印迹仪 A 试验分析结果判断：采用欧蒙公司生产的 EUROLINE ENA Profile 1 检测试剂盒，严格

按试剂说明书进行操作。试验完成后，将膜条按编号顺序粘贴于绿纸上，启动EUROLineScan 分析软件，

建立方案，并将膜条放入已完成校准的扫描仪，进行扫描分析。系统自动判读出各条带显色的灰度值，

依据不同灰度区间将结果转换为 o、（+）、+、++、+++ 5 种不同的半定量结果。

EBM II 试验分析结果判读：采用欧蒙公司生产的 EUROLINE ENA Profile 1 检测试剂盒，严格

按试剂说明书进行操作。试验完成后，将膜条按编号顺序粘贴于绿色背景纸上，启动 EUROLineScan 
分析软件，建立方案，并将膜条放入预先校正好的扫描仪，进行扫描分析。系统自动判读出各条带

显色的灰度值，依据不同灰度区间将结果转换为 o、（+）、+、++、+++ 5 种不同半定量结果。

印迹仪 A 与 EBM Ⅱ的结果符合情况分析：用两种方法对 280 例自身抗体检测结果进行相关性

及一致性分析。

统计方法：使用 SPSS 19.0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结果分析统计；两台仪器的一致性判断 Kappa 值的

计算；Pearson 相关性的计算；

3.4.2 结果 
一致性统计分析：以两种仪器所得 o、（+）、+、++、+++ 5 种不同半定量结果进行一致性分析，

结果如下：

表 4  案例处理摘要

案例
有效的 缺失 合计

N 百分比 N 百分比 N 百分比

印迹仪 A * EBM Ⅱ 280 100.0% 0 .0% 280 100.0%

表 5  印迹仪 A * EBM Ⅱ 交叉制表

EBM Ⅱ

合计0 （+） + ++ +++

印迹仪

A

O 188 5 0 0 0 193

(+) 4 5 2 0 0 11

+ 0 0 5 1 0 6

++ 0 0 0 17 0 17

+++ 0 0 0 3 50 53

合计 192 10 7 21 50 280

表 6  对称度量

值 渐进标准误差 a 近似值 Tb 近似值 Sig.

按区间 Pearson 的 R .990 .003 116.261 .000c

按顺序 Spearman 相关性 .961 .013 57.604 .000c

一致性度量 Kappa .890 .027 21.580 .000

有效案例中的 N 280

a. 不假定零假设。

b. 使用渐进标准误差假定零假设。

c. 基于正态近似值。

相关性统计分析：采用两种仪器分析后膜条获得的 280 例抗原结果的灰度值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如下：

表 7  描述性统计量

均值 标准差 N
印迹仪 A 18.9250 31.30229 280

EBM Ⅱ 17.8357 29.08487 280

图 2：EUROBlotMaster II 与普通印迹仪的精确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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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印迹仪 A 分析膜条后得到抗体的灰度值结果为 Y 轴、EBM Ⅱ分析膜条后得到抗体的灰度值结

果为 X 轴，绘制散点图，如下

表 8  相关性

印迹仪 A EBM Ⅱ

印迹仪 A

Pearson 相关性 1 .995**

显著性（双侧） .000

平方与叉积的和 273373.425 252796.550

协方差 979.833 906.081

N 280 280

EBM Ⅱ

Pearson 相关性 .995** 1

显著性（双侧） .000

平方与叉积的和 252796.550 236014.443

协方差 906.081 845.930

N 280 280

 

表 9  非参数相关系数

印迹仪 A EBM II

Kendall 

的 tau_b

印迹仪 A

相关系数 1.000 .779**

Sig.（双侧） . .000

N 280 280

EBM Ⅱ

相关系数 .779** 1.000

Sig.（双侧） .000 .

N 280 280

Spearman 

的 rho

印迹仪 A

相关系数 1.000 .856**

Sig.（双侧） . .000

N 280 280

EBM Ⅱ

相关系数 .856** 1.000

Sig.（双侧） .000 .

N 280 280

**. 在置信度（双测）为 0.01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3.4.2 结论

我们对 40 例患者血清进行配对分析，结果显示：EBM Ⅱ与印迹仪 A 相关性分析中的 Pearson 相

关性为 0.995，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两台仪器的一致性判断，Kappa 值为 0.890，近似值 Sig 为 0.000 , 在 α=0.05 的检验水平下，结

合参考评判指标，可认为两方法具有高度一致性；

另有 15 例抗体检测结果不一致，但其灰度值均落在 cutoff 值附近，结果均在相邻级别内变化，

可接受。若以目前广泛使用的印迹仪 A 为印迹法实验的参考方法，则欧蒙最新上市的 EBM Ⅱ在检测

结果一致性方面可接受率高达 100%。

4. 膜条的数字化图像处理系统

4.1 膜条成像现状

在印迹仪完成膜条的免疫操作后，需要对膜条检测结果的保存过程，最开始检测结果都是通过

肉眼判读，随后物理保存或者直接丢弃膜条的简单处理，但是膜条物理保存时间较短且对保存条件

要求高，丢弃膜条又无法进行结果的溯源。随着医疗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发展，目前最常用的方法是通

过成像系统对膜条进行成像保存，这样既可以进行检测结果的长期保存，同时也有利于信息的共享（可

方便进行客观检测结果图像的 LIS 系统上传），符合临床检验关于结果可溯源性管理的要求。

临床实验室一般是通过手工粘贴膜条，普通扫描仪扫描的方式进行膜条图像的保存，此方法经

济有效，能满足一次性处理标本量较少的实验室需求。但是仍然无法解决工作效率低、潜在的生物

隐患等问题。

4.2 膜条全自动成像仪

针对手工扫描仪的膜条成像带来的问题，欧蒙推出的印迹法自动成像仪 EUROBlotCamera( 以下

简称 EBC) 很好的解决了这些问题，该设备操作简单，1 分钟内最多可进行 50 人份的膜条成像，是

目前在膜条成像方面自动化程度最高的设备之一。其主要特点有：

无需人工接触膜条，从印迹仪出来的膜槽直接进行成像操作，无需人工进行膜条转移，避免潜

在的生物安全污染问题；

自动固定温育槽位置，自动识别膜条类型，一次性高速成像，一次性自动结果判读，可兼容

30/44/48/50 的膜条试剂槽；

有专用定标卡，半定量检测结果，不同实验室检测结果通用。

4.3 全自动成像与扫描仪成像的检测结果一致性分析

本研究对实验膜条同时采用 扫描仪 ( 临床实验室常用 ) 和 EUROBlotCamera ( 以下简称 EBC) 对
进行扫描，对两者的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和比较，从而探讨这两种方法的差异性、一致性，进而为以

高度自动化的 EBC 替代需要人工干预的扫描仪方式提供实验依据。

4.3.1 材料与方法

研究对象：北京协和医院门诊及住院病人申请的 150 例 ANA-3b 抗原抗体谱检测 ( 包括 nRNP/
Sm，Sm，SS-A，Ro-52，SS-B，Scl-70，PM-Scl，Jo-1，CENP B，PCNA， dsDNA，核小体，组蛋白，

核糖体 P 蛋白，AMA M2)，检测抗体总数为 2250 例。

检测试剂：EUROLINE ANA Profile (IgG)。
扫描设备 :I. 佳能扫描仪  II．EUROBlotCamera，分析软件 : EUROLineScan (3.3.4 版本 )。
EBC 扫描分析结果判断方法：采用欧蒙公司生产的 EUROLINE ANA Profile (IgG) 检测试剂盒，

严格按试剂说明书进行操作。试验完成后，将膜条连同温育槽一起取出，自然晾干膜条上的水份，

启动 EUROLineScan 分析软件，对膜条编号建立方案后，将带有膜条的温育槽直接放入 EuroBlot-
Camera 中，系统自动判读出各条带的显色灰度值，系统依据不同灰度区间将结果转换为－、±、+、
++、+++5 种不同半定量结果。

扫描仪 扫描分析结果判读方法：按以上方法试验完成后，将膜条编号顺序粘贴于纸带上，启动

EUROLineScan 分析软件，建立方案，并将膜条放入预先校正好的扫描仪 ( 可同时扫描 30 条 )，进行

扫描分析。系统自动判读出各条带的显色灰度值，系统依据不同灰度区间将结果转换为－、±、+、
++、+++5 种不同半定量结果。

扫描仪与 EBC 的结果符合情况分析：用两种方法对 2250 例自身抗体检测结果进行一致性分析，

计算两者的符合率。

图 3：EBM II 与印迹仪 A 结果一致性分析散点图

印迹仪 A

R2 线性 =0.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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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方法：SPSS 19.0 统计分析软件；两种方法一致性判断 Kappa 值的计算；等级相关 kendall’s 
tau，Gamma 值的计算；检验水准α=0.05。

4.3.2 结果 
扫描仪与 EBC 检测分析结果见下表。

表 10  案例处理摘要

案例
有效的 缺失 合计

N 百分比 N 百分比 N 百分比

扫描仪  EBC 2250 100.0% 0 .0% 2250 100.0%

表 11  扫描仪  EBC 交叉制表

EUROBlotCamera
合计

O (+) + ++ +++

扫描仪

O

计数 1989 18 3 1 1 2012

扫描仪 中的 % 98.9% .9% .1% .0% .0% 100.0%

总数的 % 88.4% .8% .1% .0% .0% 89.4%

(+)

计数 15 37 6 0 0 58

扫描仪 中的 % 25.9% 63.8% 10.3% .0% .0% 100.0%

总数的 % .7% 1.6% .3% .0% .0% 2.6%

+

计数 4 1 45 3 0 53

扫描仪 中的 % 7.5% 1.9% 84.9% 5.7% .0% 100.0%

总数的 % .2% .0% 2.0% .1% .0% 2.4%

++

计数 1 0 0 29 6 36

扫描仪 中的 % 2.8% .0% .0% 80.6% 16.7% 100.0%

总数的 % .0% .0% .0% 1.3% .3% 1.6%

+++

计数 0 0 0 0 91 91

扫描仪 中的 % .0% .0% .0% .0% 100.0% 100.0%

总数的 % .0% .0% .0% .0% 4.0% 4.0%

合计

计数 2009 56 54 33 98 2250

扫描仪 中的 % 89.3% 2.5% 2.4% 1.5% 4.4% 100.0%

总数的 % 89.3% 2.5% 2.4% 1.5% 4.4% 100.0%

表 12  对称度量

值 渐进标准误差 a 近似值 Tb 近似值 Sig.

按顺序
Kendall's tau-b .907 .014 16.653 .000

Gamma .995 .001 16.653 .000

一致性 Kappa .868 .016 62.330 .000

有效案例中的 N 2250

a. 不假定零假设。

b. 使用渐进标准误差假定零假设。

两种方法检测结果符合率为 97.38%(2191/2250)，两方法一致性判断 Κ=0.868，Ρ=0.00 , 在
α=0.05的检验水平下，结合参考评判指标，可认为两方法具有高度一致性。另有59例检测结果不一致，

其中仅有 3 例表明两种方法检测结果差别较大；另有 3 例 EFS 为阴性，而 EBC 为 +，其灰度值略大

于其判断界值；4 例 EFS 为 +, 而 EBC 为阴性，其灰度值略小于其判断界值；其余 49 例检测抗体均

在两个相邻的结果间变化。

4.3.3 结论

我们对 150 例患者血清进行配对分析，结果显示，两种方法判读结果一致性达 97.38%(2191/2250)，
两方法一致性判断 Κ=0.868，Ρ=0.00 ，表明两种方法检测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另外在结果不一致

的 59 例检测结果中，只有 3 例结果不可接受，其中 2 例 EFS 为阴性，而 EBC 分别为 ++、+++，1
例 EBC 为阴性，EFS 为 ++, 其余所有检测结果均在相邻级别或阳性不同等级间变化，这主要是由两

种扫描设备扫描方法的差异所造成的。若以目前使用的 EFS 判读为标准，软件分析法可接受率高达

99.9％ (2247/2250)。

5. 印迹法结果判读软件

在自身免疫检测中，一个膜条可以同时检测多种自身抗体，其中某些抗体浓度与患者疾病的严

重程度密切相关。目前国内外有相当多的临床实验室仍然是通过目测的形式进行膜条显色带深浅的判

读，来做出不同阳性程度的半定量结果。目测的方法存在主观性强，结果判读缺乏标准化，室间质控

结果较差等缺陷 [6-8]。随着印迹自动化的发展，国内有学者 [5] 采用印迹仪对 ENA 进行检测，实现膜

条操作的全自动化，但结果判读仍为目测法。在这里我们主要就软件判读与目测法的实验结果进行分

析和比较，从而探讨这两种方法的差异性、一致性和重复性，进而为软件判读替代传统的目测判读法

提供实验依据。

5.1 判读软件功能简介

目前大多数的膜条试剂厂家都配备了自己的判读软件，实现客观、标准化、定量的判读印迹法

检测结果，由于过敏原的检测有国际半定量的 EAST 规则，因此用软件客观的判定过敏原检测半定量

结果更加有必要。

我们以目前临床实验室使用最广泛的膜条判读软件 EUROLineScan 为例，看看这些软件的常见

功能。

图 4：多样化的检测报告，生成半定量检测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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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过敏原检测符合国际标准的半定量结果

5.2 传统目测判读法与 EUROLineScan 软件分析法对比分析

通过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武永康等学者 [4] 的研究，可以得出结论：EUROLineScan 软件分析法较

目测判读法在操作上更简便和快速，结果更客观、重复率更高，并可读取显色带具体的灰度值，同

时具有能与 LIS 联机的特点，因此 EUROLineScan 软件分析法是免疫印迹法检测自身抗体结果判读

更为有效可靠的办法。

采用德国欧蒙公司生产的 ENA EUROLINE 检测试剂盒，严格按试剂说明书进行操作。试验完成

后，按照膜条显色带的深浅分为 - 、± 、+ 、++ 、+++ 共计 5 个半定量结果等级。共分析 1184 例自

身抗体检测结果。

符合性分析
表 13  目测判读法和软件分析法结果分布情况

方法
软件分析法

合计
- ± + ++ +++

目 

测 

判 

读 

法

- 937 17 1 0 0 955

± 3 15 16 1 0 35

+ 0 1 20 29 7 57

++ 0 0 0 14 61 75

+++ 0 0 0 1 61 62

合计 940 33 37 45 129 1184

两种方法结果一致性判断 κ=0.669, P=0.02, 表明两种方法检测结果存在一致性 [4]。同时上述结

果表明软件分析法在临界值处理方面相对于目测法要更加客观。

软件分析法敏感性高于目测法 ,可通过对阳性灰度值不同区间的调整 , 从而达到更好的结果一致率。

目测判读法的结果重复性为 95. 86%

软件分析法的结果重复性为 99.75%

使用软件分析法的结果重复性明显优于操作人员使用目测判读法的结果重复性 , 表明软件分析法

客观性强、能克服不同操作者间对结果判断的主观性差异 , 使不同操作者都能得到较为一致的检测结

果 [4]。此外，软件分析法还提供条带灰度值，值的大小与患者体内的自身抗体浓度具有正相关关系，

可以给临床医生提供更多更准确的实验结果信息。

因此，EUROLineScan 分析软件作为一种印迹结果分析工具，值得进行推广使用，为临床和科研

提供快速、客观、准确的实验室数据。

5.3 EUROLineScan 软件分析法过敏原检测分析

针对过敏原检测项目，正是因为印迹法能在一个膜条中包被多种抗原，印迹仪一次性检测最多

可检出近 1600 个过敏原检测结果，所以它得以在临床实验室大面积推广和应用。印迹法通过软件的

半定量判读功能，同样也支持过敏原检测的国际半定量分级标准，并且与过敏原检测金标准 Phadia 
ImmunoCAP Allergy (CAP) 系统有很高的一致性。

欧蒙基于近 500 例临床血清标本，就 EUROLineScan 软件分析法与金标准 CAP 系统进行了过敏

原 Bet v proteins 和 Phl p proteins 进行结果一致性的分析，结果证明过敏原判定级别相同或相差不大

的结果几乎都落在同一相关区域，符合度非常高，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欧蒙的 EUROLineScan

表 15  软件分析法两次判断结果重复性情况

方法
软件分析法（第一次）

合计
- ± + ++ +++

软件分析法

（第二次）

- 939 1 0 0 0 940

± 0 33 0 0 0 33

+ 0 1 35 1 0 37

++ 0 0 0 45 0 45

+++ 0 0 0 0 129 129

合计 939 35 35 46 129 1184

重复性分析

表 14  目测判读法两次判断结果重复性情况

方法
目测分析法（第一次）

合计
- ± + ++ +++

目测判读法

（第二次）

- 943 11 1 0 0 955

± 5 25 5 0 0 35

+ 0 3 47 7 0 57

++ 0 0 2 68 5 75

+++ 0 0 0 10 52 62

合计 948 39 55 85 57 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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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分析法与金标准 CAP 的过敏原检测结果无明显差异，判读结果一致性接近 100%。

6. 总结

实验室自动化已经成为中国体外诊断领域的一个必然趋势，自动化设备可以提高实验室诊断的

效率和准确度。虽然在印迹检测领域，印迹仪有不少品牌可以选择，但是能提供免疫印迹自动化整

体解决方案的厂家却不多见，这些自动化的应用必须考虑到检测过程的精确度，检测结果膜条成像

的便捷性，结果自动判读的准确性及标准化等因素，才能真正的带来检测效率及准确度的提升。

欧蒙作为世界血清诊断领域的领导者，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完善，针对免疫印迹检测实验的特点

提供了一整套的免疫印迹检测自动化解决方案，从温育及清洗自动化，全自动的数字化图像处理，

到标准化检测结果判读，真正意义上的提高了免疫印迹法检测的效率，树立了整个行业标准化操作

的典范。

7. 展望

在上述中我们曾经提到，免疫印迹检测行业下一个发展目标：实现真正意义的无人值守的全自

动免疫印迹检测系统，彻底解放人工。目前欧蒙已经实现这一个目标，欧蒙的全自动免疫印迹检测系

统 EUROBlotOne 在中国市场已经推出，这是一款集免疫印迹检测的全自动加样、从样本稀释到温育

清洗、全自动成像、结果判读等所有检测过程于一体的全自动免疫印迹检测封闭系统，彻底解放人工，

是目前免疫印迹自动化设备中最先进的应用。

明年我们可以看到 EUROBlotOne 在整个免疫印迹检测领域发挥的积极作用，而欧蒙作为行业的

引导者，将持续造福整个中国的医学检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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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评价抗核小体抗体 (AnuA) 单独及与抗核抗体、抗 Sm 抗体和抗双链 DNA(dsDNA) 抗体联合检

测对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 (JSLE) 的诊断价值，探讨 AnuA 与临床特点的相关性。

方法 : 选取 80 例 JSLE 患者，56 例非 SLE 的儿童疾病对照组，包括结缔组织病、白塞病、脊柱关节病、

类风湿关节炎、皮肌炎、硬皮病，并留血清待检。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ELISA) 检测血清 AnuA，间

接免疫荧光法检测抗核抗体；联合 ELISA 法和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抗 dsDNA 抗体，其中任一种检测

方法结果阳性即判为阳性；免疫印迹法检测抗 Sm 抗体，并记录 JSLE 患者的临床特点。收集同期临

床资料及相关实验室检查结果，进行 SLE 疾病活动指数 (SLEDAI) 评分，分析 JSLE 患者 AnuA 抗体

与上述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 : AnuA 对 JSLE 诊断的敏感度为 76.25％，特异度为 98.21％。AnuA 与抗 dsDNA 抗体及抗 Sm
抗体联合检测的敏感度分别为 83.05％、86.44％，特异度 96.43％、98.21％，敏感度明显高于二者

单项检测的敏感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AnuA 与红细胞、血红蛋白呈负相关 (r 值分别

为 -0.499、-0.503，P 值分别为 0.000、0.000)，与红细胞沉降率 (ESR)、血尿、低补体、抗 dsDNA 抗

体呈正相关 (r 值分别为 0.388、0.227、O.303、0.531，P 值分别为 0.000、0.042、0.006、0.000)，与

SLEDAI 评分呈正相关 (r=0.303，P=0.000)。结论 AunA 对 JSLE 的诊断具有较高的敏感度和特异度，

与抗 dsDNA 抗体和抗 Sm 抗体联合检测可以提高诊断的敏感度。AunA 不仅可以作为 JSLE 的诊断指标，

还可以评估疾病活动性，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红斑狼疮，系统性；儿童；抗核小体抗体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frequency of antinueleosome antibody (AnuA) in juvenile systemic lupus erythe-
matosus (JSLE)，comparing it to that observed for anti-dsDNA，anti-Sm antibodies，and explore the cor-
relation of these antibodies with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disease activity.

Methods We included 80 children with JSLE and 56 children with other rheumatic diseases into this study.
Clinical records were reviewed. AnuA, antinuclear antibody(ANA)and anti-Sm antibody were detected by 
ELISA，IIF and Western-blot respectively. Anti-DNA were detected by ELISA and IIF. Disease activity was 
assessed by SLEDAI score.

Results AnuA showed sensitivity of 76.25％ and specificity of 98.21％ . ABHA combine with anti-dsDNA 
antibody or anti-Sm antibody was detected. the sensitivities and specificities were 83.05 ％，86.44 ％ and 
96.43％ ,98.21％ ,respectively. It showed that the sensitivity was higher than any one of the three. The pres-
ence of AnuA was associated with red blood cell count，hemoglobin level，ESR，hematuria, low comple-
ment levels and anti-dsDNA antibody (R=-4.099, -0.503, 0.388, 0.277, 0.303, 0.531, P=0.000, 0.000, 0.000, 
0.042, 0.006, 0.000). The presence of AnuA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SLEDAI score (P=0.000). 

Conclusion AunA has the highest sensitivety and specificity among these autoabtibodies，particularly, when 
combined with anti-dsDNA antibody or anti-Sm antibody. The level of AnuA is associated with the disease 
activity of JSLE.AnuA is not only useful for the diagnosis of JSLE but also for evaluation of the disease ac-
tivity.

【Key words】Lupus erythematosus, systemic; Child; Antinucleosome antibody

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 (juvenile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JSLE) 是儿科常见的自身免疫病，

患儿体内产生多种自身抗体，导致多系统、多器

官损伤。目前 JSLE 诊断的血清学指标有多种，

以抗核抗体、抗双链 DNA(dsDNA) 抗体、抗 Sm
抗体、抗组蛋白抗体 (AHA) 为主。许珂等 [1] 报

道显示抗核小体抗体 (AnuA) 可能与成人 SLE 的

发病及病理变化相关，且较已知的 SLE 特异性自

身抗体如抗 dsDNA 抗体、抗 Sm 抗体敏感度高。

本研究通过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LISA) 测定 JSLE
患者、其他儿童风湿病患者血清 AnuA 水平，比

较 AnuA 与其他 JSLE 相关自身抗体的关系；并

收集疾病组临床资料，探讨 AnuA 与 JSLE 病情

活动度的相关性，评价其临床应用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所有病例均为 2005 年 6 月至 2011 年 6 月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 264 医院及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

院门诊和住院患者，分组：① JSLE 组：80 例，

其中男性 10 例，女性 70 例，年龄 9 ～ 18 岁，平

均 (14.8±2.6) 岁；②儿童疾病对照组：56 例，男

性 11 例，女性 45 例，年龄 2.5 ～ 18 岁，平均

(13.4±1.6) 岁。其中，结缔组织病 (CTD)2 例、

白塞病 6 例、脊柱关节病 23 例、类风湿关节炎

(RA)19 例、皮肌炎 4 例、硬皮病 2 例。JSLE 的

诊断参照 1997 年美国风湿病学会修订的 SLE 分

类诊断标准，其余各疾病诊断均符合相应的国际

分类诊断标准。

1.2 实验方法及步骤

1.2.1 标本采集：研究组和对照组均为疾病活动期

患儿，晨起空腹采静脉血5 ml，分离血清置于 -70℃
冰箱保存待检。并收集同期的临床资料。

1.2.2 ELISA 检测血清 AnuA：选用抗核小体 IgG
抗体 ELISA 试剂盒 ( 德国欧蒙公司 )，将 1：200
稀释的血清 100μl 加入已包被小牛胸腺纯化天然

核小体的微孔板中室温孵育 30 min，经 3 次洗涤后，

加入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兔抗人 IgG 100μl 室
温孵育 30 min，再洗涤 3 次，加入四甲基联苯胺

TMB 显色，避光温育 10 ～ 15 min 后，加终止液。

以酶标仪 ( 芬兰雷勃 Willscan MK3)450 nm 波长

处读取吸光度 (A) 值，用 3 份标准血清浓度和其

A 值绘制标准曲线，根据标准曲线求出待测样品

中 AnuA 含量，以 >20 U/ml 为阳性。

1.2.3 其他自身抗体检测：联合 ELISA 法和间接

免疫荧光法检测抗 dsDNA 抗体，其中任一种检

测方法结果阳性即判为阳性；免疫印迹法检测抗

Sm 抗体。

1.2.4 临床资料收集：①常规检测：白细胞计数、

红细胞计数、血红蛋白、血小板、中性粒细胞、

淋巴细胞、红细胞沉降率 (ESR)、C反应蛋白 (CRP)、
尿潜血、尿蛋白、尿素氮、肌酐、丙氨酸转氨酶

(ALT)、天冬氨酸转氨酶 (AST)、补体 C3、C4 等。

②临床特点：癫痫样发作、精神异常症状、器质

性脑病、狼疮性头痛、血管炎、关节炎、肌炎、

新发皮疹、脱发、黏膜溃疡、胸膜炎、心包炎、

血尿、低补体等。③疾病活动度评估：SLE 疾病

活动指数 (SLEDAI) 评分。

1.3 统计学处理

SPSS 1 1.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用四格表分

别计算抗体检测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定性资料

两独立样本比较用 Pearsonχ2 检验；相关性用

Spearman 秩相关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 果

2.1 JSLE 组与疾病对照组 AnuA 检测阳性率比较

80 例 JSLE 患者中 61 例 AnuA 阳性，56 例

疾病对照组中 1 例 AnuA 阳性 (2％ )，此例患者

诊断为 CTD，入院查抗核抗体 1:1280，抗 Sm 抗体、

抗 dsDNA 抗体均为阴性，经多次随访，最后诊

断为混合性 CTD，2 组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P=0.000)。

2.2 AnuA 与其他自身抗体在 JSLE 诊断中的敏感

度和特异度比较

对 SLE 患者的 4 种自身抗体进行比较发

现，AnuA 的敏感度 (76.25％ ) 明显高于抗 Sm
抗体 (32.10％ ) 及抗 dsDNA 抗体 (55.43％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P 值分别为 0.000、0.0040。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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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核抗体敏感度 (90.9 1％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4)，与其特异度 (80％ ) 相似 (P=0.192)，
见表 1。

2.3  AnuA 与其他自身抗体联合检测

将 AnuA 分别与抗 dsDNA 抗体、抗 Sm 抗体

及抗核抗体 3 种自身抗体两两联合检测，研究结

果发现，83.05％的 JSLE 患者 AnuA 或抗 dsDNA
抗体阳性；86.44％的 JSLE 患者 AnuA 或抗 Sm
抗体阳性；而 AnuA 或抗核抗体阳性的 JSLE 患

者可达 96.61％。联合检测自身抗体在 JSLE 诊断

中的敏感度均明显高于 AnuA、抗 dsDNA 抗体及

抗 Sm 抗体单独检测的敏感度，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P 值均为 0.000)，见表 2。

2.4 AnuA 与 JSLE 临床特点、实验室指标及

SLEDAI 评分的相关性

2.4.1 与 JSLE 患者实验室指标的相关性：见表 3。
AnuA 与红细胞、血红蛋白、ESR、抗 dsDNA 抗

体有相关性 (r 值分别为 -0.499、-0.503、0.388、
0.531，P 值均为 0.000)，与白细胞、血小板计数、

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CRP、尿素氮、血肌酐、

ALT、AST 无相关性。

2.4.2 与 JSLE 患者临床特点的相关性：见表 4。
AnuA 与血尿、低补体有相关性 (r 值分别为 0.227、
0.303，P 值分别为 0.042、0.006)。与癫痫样发作、

精神异常症状、器质性脑病、狼疮性头痛、血管

炎、关节炎、肌炎、新发皮疹、脱发、黏膜溃疡、

胸膜炎、心包炎、蛋白尿无相关性。

2.4.3 与 JSLE 患者 SLEDAI 评分的相关性：与

疾 病 活 动 SLEDAI 评 分 呈 正 相 关（r=0.303，
P=0.000)。

3 讨 论

JSLE 在很多方面与成人 SLE 相似，但 JSLE
临床表现复杂，且严重程度相差十分悬殊。重症

SLE 患儿不能及时诊断，并给予积极治疗，后果

将十分严重以致危及生命 [2]。抗 dsDNA 抗体和

抗 Sm 抗体作为诊断 SLE 的金指标，虽然有较高

的特异度，但敏感度较低，不利于早期诊断。多

数临床研究证实 AnuA 作为成人系统性红斑狼疮

的诊断指标，具有较高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并与

疾病活动性相关 [3-6]。近年来也有研究发现 AnuA
对 JSLE 具有相同的诊断价值，而 AnuA 与抗

表 1 抗体检测对 JSLE 诊断的各项评价指标（%）

检测指标 敏感度 特异度
阳性 

预测值

阴性 

预测值

AnuA 76.25 98.21a 98.39 74.32 

抗 dsDNA 抗体 55.43 98.21 98.08 57.30 

抗 Sm 抗体 32.10 100 100 50.45 

抗核抗体 90.91 82.14 87.50 86.79 

注 a：与抗核抗体进行 Fisher 确切概率法比较

表 2 AnuA 与其他自身抗体检测的敏感度

自身抗体 例数
单独检测 各项指标分别于 AnuA 联合（或者）检测

阳性例数 敏感度（%） 阳性例数 敏感度（%） 特异度（%）

抗 dsDNA 抗体 59 33 55.93 49 83.05a 96.43

抗 Sm 抗体 59 20 33.9 51 86.44b 98.21

抗核抗体 59 53 89.83 57 96.61 82.14

注：a 与抗 dsDNA 抗体单独检测的敏感度相比 P＜ 0.01；b 与抗 Sm 抗体单独检测的敏感度相比 P＜ 0.01

表 3 AnuA 与 JSLE 患者实验室指标的相关性

项目 r值 P值

白细胞（×109/L) 0.039 0.733 

红细胞（×1012/L) -0.499 0.000 

血红蛋白（g/L) -0.503 0.000 

血小板（×109/L) 0.006 0.960 

淋巴细胞（×109/L)) -0.216 0.058 

中性粒细胞（×109/L) -0.007 0.954 

ALT（U/L) -0.060 0.596 

AST(U/L) 0.054 0.637 

血肌酐（μmol/L) 0.205 0.082 

尿素氨（mmol/L) -0.093 0.435 

ESR 0.388 0.000 

CRP -0.015 0.908 

抗 dsDNA 抗体 0.531 0.000 

dsDNA 抗体和抗 Sm 抗体联合检测及与临床特点

及实验室指标的相关性鲜有报道。同时我们将在

以后的临床工作中，继续随诊患者，并对其治疗

前后的情况进行比较。

本研究发现 AnuA 在 JSLE 中敏感度 76.25％，

明显高于抗 dsDNA 抗体和抗 Sm 抗体敏感度。与

我们以往研究的 AnuA 在 JSLE 中阳性率 77.01％
的结果相一致 [7](p=0.907)。而 Campos 等 [8] 研究

发现在 74 例 JSLE 患者中有 39 例 AnuA 为阳性，

其敏感度为 52.7％，低于本研究的阳性率，两者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2)。分析原因可能与以

下因素有关：Campos等 [8] 研究采用 Hemagen Di-
agnostics ELISA 试剂盒进行检测，本研究采用德

国欧蒙公司 ELISA 试剂盒进行检测；其次，是否

与不同人种有关，值得进一步探讨。Campos 等 [8]

研究对象为巴西人，本研究对象为中国汉族人。

目前国内尚无关于 JSLE 患者诊断中抗体联

合检测方面的研究。本研究将 AnuA 分别与抗

dsDNA 抗体、抗 Sm 抗体及抗核抗体 3 种自身

抗体两两联合检测，83.05％的 JSLE 患者出现

AnuA 或抗 dsDNA 抗体阳性，86.44％的 JSLE 患

者 AnuA 或抗 Sm 抗体阳性。明显高于两者单独

测定阳性率。说明 AnuA 与其他自身抗体联合检

测对提高SLE患者血清中抗体检出率有重要意义，

可以弥补对抗 dsDNA 抗体、抗 Sm 抗体检测阴性

JSLE 诊断的不足。与成人 SLE 相比，许珂等 [1]

发现 AnuA 分别与抗 dsDNA 抗体、抗 Sm 抗体联

合检测对 SLE 诊断的敏感度 (62.5％、64.17％ )
较单项检测均有提高 (P<0.01)，两者结果相似。

提示 AnuA 与抗 dsDNA 抗体、抗 Sm 抗体两两

联合检测，对 JSLE 及成人 SLE 均可提高诊断的

敏感度。

本次研究尤其揭示了 AnuA 与 JSLE 的多数

实验室指标及临床特点的相关性，并与成人 SLE
作了比较。本研究发现 AnuA 与红细胞、血红蛋

白、ESR、血尿、低补体、抗 dsDNA 抗体有相

关性，与癫痫样发作、精神异常症状、器质性脑

病、狼疮性头痛、血管炎、关节炎、肌炎、新发

皮疹、脱发、黏膜溃疡、胸膜炎、心包炎无相关

性。Campos 等 [8] 研究发现 JSLE 患者 AnuA 与

ESR、贫血、低补体及抗 dsDNA 抗体同样有相

关性 (P<0.05)，二者在 AnuA 与 ESR、贫血、低

补体及抗 dsDNA 抗体之间的相关性方面相一致。

Campos 等 [8] 应用 Fisher 确切概率检验方法还发

现 AnuA 与皮疹呈正相关，与本研究有所不同，

此差异考虑与统计学方法、种族差异及 JSLE 病

情复杂有关。与成人 SLE 相比较，本研究发现

AnuA 与 JSLE 患者 ALT、AST 的无相关性，与

许珂 [1] 报道的 AnuA 与成人 SLE 的肝损害有相

关性不同。是否与 JSLE 病情较成人 SLE 更加复

杂，多因素可导致肝损害有关，还有待于进一步

研究。本研究发现，AnuA 与 JSLE 活动性指标

SLEDAI 评分有正相关关系，Campos 等 [8] 研究

结果示 AunA 与 JSLE 患者 SLEDAI 评分同样有

相关性 (r 值为 0.504，P<0.001)，许珂等川研究

结果示成人 SLE 患者 AunA 效价高低与 SLEDAI
评分、疾病活动性指标相关，三者结果一致。从

而推测，AunA 不仅可以作为 JSLE 的诊断指标，

还可以评估疾病活动性，对诊断治疗均有指导价值。

综上提示 AnuA 对 JSLE 的诊断敏感度、特

异度均较高。与抗 dsDNA 抗体或抗 Sm 抗休联

合检测，弥补了抗 dsDNA 抗体、抗 Sm 抗体检

测阴性的 JSLE 患者在诊断过程中的不足，提高

了对 JSLE 的诊断率。同时与临床特点的相关性可

以用于评估疾病活动性，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值得推广应用。

表 4 AnuA 与 JSLE 患者临床特点的相关性

项目 r值 P值

癫痫样发作 -0.056 0.620 

精神症状 0.163 0.148 

器质性脑病 -0.082 0.472 

狼疮性头疼 -0.018 0.872 

血管炎 -0.043 0.707 

关节炎 0.107 0.346 

肌炎 -0.108 0.341 

新发皮疹 0.015 0.893 

脱发 0.060 0.597 

黏膜溃疡 0.151 0.180 

胸膜炎 0.112 0.322 

心包炎 0.214 0.056 

血尿 0.227 0.042 

低补体 0.303 0.006 

蛋白尿 0.207 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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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医学论坛报

【AIDS：论持久战】10 月 23 日《新英格兰医学

杂志》刚报道了第一例被药物“治愈”的 HIV-1
感染婴儿；24 日，另一顶级期刊《Cell》就给人

们泼了一盆冷水。该杂志的一篇文章指出，残存

在休眠 T 细胞中的 HIV 前病毒可能比以前估计

的要多60倍。这或许意味着根治艾滋将更加困难。

@ 中华检验医学网官方

【验血可早查出胃癌】上海瑞金医院院长朱正纲

率领的外科研究团队筛选出 10 个胃癌血清诊断

学标志物，其中 IRX1、PHF10 等都是世界首次

报道的胃癌相关分子标志物。届时，只要通过验

血就能发现胃癌的高危人群，辅以必要的胃镜检

查，可大幅度提高中国胃癌的早期诊断率。

@ 全科医学周刊

《2012 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报告》显示，6
类健康问题素养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安全与急救

素养 42.80%、科学健康观 31.87%、健康信息素

养 18.16%、传染病防治素养 17.53%、基本医疗

素养 9.56% 和慢性病防治素养 9.07%。提示，慢

性病防治素养与我国慢性病防控形势和任务要求

仍有较大差距。

@ 前瞻产业研究院

《2013-2017 年中国体外诊断行业市场需求预测

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中数据显示，2006 年

以来，国内体外诊断产业以 15% 左右的年增长

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到 2012 年，体外诊断市

场规模约为 175 亿元，增速远高于全球 5%-7%
的规模增速。从市场容量来看，目前中国体外诊

断产品人均年使用量仅为 1.5 美元，而发达国家

人均使用量达到 25-30 美元，由此可见中国体外

诊断市场容量还很大。

微言博议

多种胰岛自身抗体的血清转化

与儿童糖尿病的进展风险

编译∣张柳燕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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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重要性：1 型糖尿病患者通常存在一个临床前阶段，该阶段可检出胰岛自身抗体，但胰岛自身抗体血

清转化后进展为糖尿病的速度仍不确定。

目的：确定胰岛自身抗体血清转化后进展为糖尿病的速度。

设计、设置与受试者：本研究汇总分析了来自 3 项前瞻性队列研究的数据，这 3 项研究分别在科罗

拉多（1993-2006 年）、芬兰（1994-2009 年）、德国（1989-2006 年）进行，且都研究了 1 型糖尿病

遗传高危儿童中胰岛素自身抗体、谷氨酸脱羧酶（GAD65）自身抗体、胰岛瘤抗原 2（IA2）自身抗

体和糖尿病的发展进程的关系。本研究的受试者来自在这 3 项研究中招募且随访的儿童，其中，来

自科罗拉多、芬兰、德国的被试者人数分别为 1962、8597、2818 名。对每项研究的随访评估均截止

于 2012 年七月。

主要成果与方法：首要分析为拥有 2种或更多自身抗体的儿童中 1 型糖尿病的诊断。次要分析为拥

有 1 种或没有自身抗体的儿童中 1 型糖尿病的诊断。

结果：585 名携带多种胰岛自身抗体的儿童中，在出现胰岛自身抗体血清转化后 10 年随访期内发展

为 1 型糖尿病的比例为 69.7%（95% CI，65.1%-74.3%），474 名携带一种胰岛自身抗体的儿童中，

这一比例为 14.5%（95% CI，10.3%-18.7%）。没有携带胰岛自身抗体的儿童在 15 岁前罹患糖尿病

的风险为 0.4%（95% CI，0.2%-0.6%）。携带多种胰岛自身抗体的儿童较快进展为糖尿病与胰岛自

身抗体血清转化的时间、人类白细胞抗原（HLA）基因型和性别有关。较早（<3 岁）发生血清转

化的儿童（风险比 [HR] = 1.65 [95% CI，1.30-2.09；P < 0.001]；10 年患病风险为 74.9% [95% CI，
69.7%-80.1%]）快于较晚发生血清转化（≥ 3 岁）的儿童（10 年患病风险为 60.9% [95% CI，51.5%-
70.3%]）；HLA 基因型为 DR3/DR4-DQ8 的儿童（HR = 1.35 [95% CI，1.09-1.68；P = 0.007]；10 年

风险为 76.6% [95% CI，69.2%-84%]）快于其它 HLA 基因型的儿童（10 年患病风险为 66.2% [95% 
CI，60.2%-72.2%]）；女孩（HR = 1.28 [95% CI，1.04-1.58；P = 0.02]；10 年患病风险为 74.8% [95% 
CI，68.0%-81.6%]）快于男孩（10 年患病风险为 65.7% [95% CI，59.3%-72.1%]）。

结论和相关性：多种胰岛自身抗体发生血清转化的 1型糖尿病患儿，大多数都在 15年内发展为糖尿病。

未来关于糖尿病预防的研究应当关注这一高危群体。

（ 本 文 编 译 自：AG Ziegler, M Rewers, O Simell, et al. Seroconversion to multiple islet autoantibodies and risk of progression to 
diabetes in children [J]. JAMA, 2013, 309(23): 2473-2479.）

前言

1 型糖尿病是一种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好

发于儿童和青少年。患者需终生注射胰岛素，且

易受多种并发症的影响。1 型糖尿病通常有一个

临床前阶段，这一阶段可通过抗胰腺 β 细胞的

自身抗体进行识别。

对遗传高危个体的横断面研究显示循环胰岛

自身抗体的出现与 1 型糖尿病的患病风险相关。

这些研究同时表明患病风险依赖于 β 细胞的功

能和自身抗体的种类和滴度，其中 2 种或更多自

身抗体的存在，以及葡萄糖耐受性的损伤是最主

要的风险因素。

一些基于这些标记的干预研究已经开展。然

而，对横断面研究中的个体进行的随访研究并不

能确定真实的糖尿病进展速度，因为这些研究并

没有确定患者是何时出现胰岛自身抗体的。重要

的是，研究中也忽略了发生血清转化后迅速进展

为 1 型糖尿病的患者。

最近，在德国、芬兰、科罗拉多进行的 3 项

研究对多名儿童进行了从出生开始的长期的随

访，使得研究者有机会同时观测血清转化的年龄

和糖尿病的发病年龄。这些研究表明胰岛自身抗

体的血清转化在1岁以内的儿童中相对较为常见。

然而，有关血清转化后糖尿病进展速度的信息，

以及影响糖尿病进展速度的信息仍非常有限。在

本研究中，研究者们对以上 3 个研究的数据进行

了汇总分析，在胰岛自身抗体状态的基础上估计

糖尿病的进展速度以及相关因素。

方法

研究群体

该研究整合了 3 项从出生起的前瞻性队列研

究的数据。这 3 项研究分别为科罗拉多年轻人糖

尿病自身免疫研究（DAISY）、芬兰 1 型糖尿病

预测与预防研究（DIPP）和德国 BABYDIAB 与

BABYDIET 联合研究。这 3 项研究均调查了糖尿

病高危儿童（HLA DR/DQ 基因型，及一级亲属

中有糖尿病患者）的自身免疫和 1 型糖尿病的自

然史，并对其受试者从出生开始随访至 2012 年 7
月或发展为糖尿病。

所有上述 3 项研究均对受试者血样中的抗胰

岛素抗体、抗谷氨酸脱羧酶（GAD65）抗体和抗

胰岛瘤抗原 2（IA2）抗体进行多次检测，以追

踪血清转化发生时患者的年龄。这些前瞻研究主

要阐述胰岛自身抗体以及随后 1 型糖尿病的发展

进程。受试者家庭被要求汇报患者的糖尿病症状。

对胰岛自身抗体阳性的儿童，每年进行葡萄糖耐

量测试。

统计分析

时间 - 事件（time-to-event）分析用来确定从

血清转化发展为糖尿病的进程。Kaplan-Meier 估
计用来计算患病风险，并比较不同国家 1 型糖尿

病的发生概率。分别计算了 15 岁前血清转化后 5
年、10 年和 15 年的患病风险。1 型糖尿病患病

风险与血清转化年龄、性别、HLA 基因型、胰

岛自身抗体数目之间的相关性用 COX 比例风险

回归模型分析，并评估了风险比（hazard ratio，
HR）及相应的 95% 置信区间。不同研究的胰岛

自身抗体血清转化年龄及血清转化后的随访时

间用 Mann-Whitney U 检验进行比较。10 年内发

展为和未发展为糖尿病的儿童的胰岛自身抗体状

态、HLA 基因型、性别用 Fisher 精确检验进行比

较。对于所有的分析，计算其双尾概率，P < 0.05
视为差异显著。所有统计分析在SAS v9.2中完成。

结果

共有 13,377 名儿童被纳入这项汇总分析，

其中 1,962 名来自科罗拉多，8,597 名来自芬兰，

2,818 来自德国。

总共有 1,059 名受试儿童（占总体研究人群

的 7.9%）胰岛自身抗体血清转化为阳性，其中

女性 460名（43.4%）。然而其余 12,318人（92.1%）

未出现血清转化，其中女性 5,807 名（47.1%）。

在发生血清转化的儿童中，585 名（占总体研究

人群的 4.4%）呈现出多种自身抗体阳性，其中

女性 249 名（42.6%）。其余 474 名儿童（占总

体研究人群的 3.5%）仅一种胰岛自身抗体呈现

阳性。随访期间，共有 428 名儿童罹患糖尿病，

其中仅 25 例在发生血清转化前进展为糖尿病。

不携带胰岛自身抗体的儿童在 15 岁之前发展为

糖尿病的风险为 0.4%（95% CI，0.2%-0.6%），

仅携带一种胰岛自身抗体者的风险为 12.7%（95% 
CI，8.9%-16.5%），携带两种胰岛自身抗体者的

风险为 61.6%（95% CI，53%-70.2%），而携带

三种胰岛自身抗体者的风险为 79.1%（95% CI，
73.3%-85%）（图 1）。

图 1：携带不同胰岛自身抗体的儿童中糖尿病发

病率

携带多种胰岛自身抗体的儿童

585 名发生多种胰岛自身抗体血清转化的儿

童血清转化时的中位年龄为 2.1 岁（区间 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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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四分位间距 [IQR] 为 1.3-4.1 岁）。这些受试

者血清转化后的随访时间的中位数为 4.5 年（区

间 0-19.6 年，IQR 为 2.3-7.2 年）。

发生多种胰岛自身抗体血清转化的儿童中，

共有 355 名（60.7%）发展为糖尿病（相对于无

胰岛自身抗体血清转化儿童的 HR=395.6，[95% 
CI，263.2-594.4]，P < 0.001）。这些儿童血清转

化后的随访时间的中位数为 3.5 年（IQR，1.7-6.0
年），中位年龄为 6.1 岁（IQR，3.5-9.2 岁）。

血清转化后 5 年内进展为糖尿病的比率为 43.5%
（95% CI，39.4%-47.8%），10 年 内 为 69.7%
（95% CI，65.1%-74.3%），15 年内为 84.2%（95% 
CI，77.7%-89.7%）（图 2）。

图 2：携带多种胰岛自身抗体的儿童自发生血清

转化起进展为糖尿病的时间

经过 10 年的随访，331 名发生多种胰岛自

身抗体血清转化的儿童发展为糖尿病，70 名未发

展为糖尿病，184 名未达到 10 年的随访期。经

多因素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血清转化

后发展为糖尿病的时间间隔与发生血清转化的年

龄、HLA 基因型和性别显著相关。发生血清转

化时的年龄越小，则发展为糖尿病的时间间隔越

短（HR=1.65 [95% CI，1.30-2.09]，P < 0.001）；

HLA DR3/4-DQ8 基因型的儿童比 HLA 其它基

因型的儿童发展为糖尿病的速度更快（HR=1.35 
[95% CI，1.09-1.68]，P = 0.007）；女性比男性

更快发展为糖尿病（HR=1.28 [95% CI，1.04-1.58]，
P = 0.02）。携带两种胰岛自身抗体的儿童中，抗

体组合不同，其血清转化 10 年内发展为糖尿病

的比率亦有所不同，其中抗胰岛素抗体和抗 IA2
抗体组合组（83.6% [95% CI，70.1%-97.1%]）高

于抗胰岛素抗体和抗 GAD65 抗体组合组（55.1% 
[95% CI，41.4%-68.8%]，P = 0.006），且高于抗

GAD65 抗体和抗 IA2 抗体组合组（62.0% [95% 
CI，43.3%-90.7%]，P = 0.002）（图 3A）。

携带一种胰岛自身抗体的儿童

474 名仅发生一种胰岛自身抗体血清转化

的儿童的中位年龄为 4.8 岁（区间 0.5-18.4 岁；

IQR，2.1-7.7 岁）。其中，206 名抗胰岛素自身

抗体阳性，231 名抗 GAD65 自身抗体，37 名抗

IA2 自身抗体阳性。本组儿童血清转化后的随访

时间的中位数为 5.5 年（区间 0.1-16.5 年；IQR，
2.6-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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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携带不同种类胰岛自身抗体的儿童自发生血清转化起进展为糖尿病的时间

本组中共有 48 名儿童（10%）进展为糖尿

病（相对于无自身抗体血清转化的儿童的风险比

HR=52.7 [95% CI，32.4-85.7]，P < 0.001）， 对

这 48 名儿童血清转化后的随访时间的中位数为

2.6年（IQR，0.6-4.1年），中位年龄为 5.2岁（IQR，
2.9-10 岁）。血清转化后 10 年内进展为糖尿病

的比率为 14.5%（95% CI，10.3%-18.7%）。携

带抗 IA2 自身抗体的儿童，其 10 年内进展为糖

尿病的比例（40.5% [95% CI，17.7%-63.3%]）高

于携带抗 GAD65 自身抗体的儿童（12.9% [95% 
CI，5.1%-20.7%]，P < 0.001），且高于携带抗

胰岛素自身抗体的儿童（13.1% [95% CI，8.0%-
18.2%]，P = 0.005）（图 3B）。

讨论

本研究的数据显示在具有 1 型糖尿病较高遗

传风险的儿童中检测到多种胰岛自身抗体标志着

1 型糖尿病的临床前阶段。发生多种胰岛自身抗

体血清转化的儿童中，不管其是否有 1 型糖尿病

的家族史或具有高风险的 HLA 基因型，仅有一

少部分在十年内没有发展为糖尿病。因此，多种

胰岛自身抗体的出现预示着患者即将进展为 1 型

糖尿病。然而，大多数具有多种胰岛自身抗体且

发展为糖尿病的儿童，其发生血清转化后进展为

糖尿病的时间间隔具有多样性。在本研究中，该

时间间隔从数周至 18 年不等，其它研究中也有

报道称某些个体的时间间隔甚至超过 20 年。血

清转化后糖尿病的进展时间与血清转化的年龄、

遗传标记、性别，以及胰岛自身抗体的类型相关

联。此前在德国样本开展的研究也表明血清转化

越早的儿童将越快发展为糖尿病。不同类型的胰

岛自身抗体所预示的患病风险不同，这一发现与

在携带胰岛自身抗体患者中开展的横断面研究的

结论一致。

胰岛自身抗体通常被认为是 β 细胞受损的

标志物，而不是引起其发生的介质。胰岛自身抗

体暴露不足以导致疾病，这是因为母体对胎儿的

抗体转移并没有增加子女罹患1型糖尿病的风险。

此外，已知的胰岛自身抗体中，还没有任何一种

抗体的靶抗原在 β 细胞表面表达，也没有观测

到胰岛自身抗体对β细胞功能的之间影响。然而，

自身抗体的致病性并不能被排除。本研究的观测

结果显示多种胰岛自身抗体与 1 型糖尿病的高风

险密切相关，此前的研究也显示 1 型糖尿病的患

病风险与某些胰岛自身抗体的滴度相关联，这些

提示了胰岛自身抗体的可能的致病性。β细胞凋

亡释放自身抗原，使得胰岛自身抗体与之结合形

成免疫复合物，从而可能促进了胰岛的炎症性反

应。特异的胰岛自身抗体 - 抗原复合物也可能促

进了自身免疫向多个靶标的传播。与 GAD65 和

胰岛素抗体相比，IA2 自身抗体预示着更高风险

的 1 型糖尿病，特别是 IA2 可能会影响抗原表位

的扩散，因为 IA2 抗体不仅与 IA2 结合，而且也

能够与 IA2-β结合，而 IA2-β也在β细胞中表

达。

本研究也有一些明显的研究局限性。本研

究汇总分析的 3 项研究均没有包含与潜在的社会

经济学、环境因素和临床因素相关的数据。受试

儿童在两次随访间隔期可能产生瞬态循环自身抗

体，而这类血清转换在本研究中可能被遗漏。德

国研究中最长的随访间隔为 3 年，因此来自德国

的数据可能会受到这一因素的影响。与这一限制

相关的是，约 10% 随访时间间隔≤ 12 个月且携

带胰岛自身抗体的儿童都有瞬态抗体的出现，与

此前的报道一致，几乎所有受试者都有一种胰岛

自身抗体的出现。这一研究仅对 1 型糖尿病遗传

易感的儿童进行了随访，且 3 个研究中胰岛自身

抗体筛查的入选标准不同。有相当大一部分 1 型

糖尿病发生在低遗传风险的儿童中，且大量的 1
型糖尿病在成年后才被确诊。因此，本研究的发

现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儿童 1 型糖尿病以及成人

中的 1 型糖尿病。

对于出现多种胰岛自身抗体的儿童，其进展

为 1 型糖尿病的趋势几乎不可避免。本研究突显

了探索多种胰岛自身抗体出现的措施、阻止或延

迟进展为 1 型糖尿病的干预手段的必要性。携带

胰岛自身抗体却在 15 年甚至更长时间都未进展

为糖尿病的儿童，以及与这种缓慢进展相关的因

素（例如性别、血清转化时的年龄），也应予以

研究，从而有助于加深对机体天然保护机制的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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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ce 

Type 1 diabetes usually has a preclinical phase iden-
tified by circulating islet autoantibodies, but the rate 
of progression to diabetes after seroconversion to 
islet autoantibodies is uncertain.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rate of progression to diabetes after 
islet autoantibody seroconversion.

Design, Setting, and Participants 

Data were pooled from prospective cohort studies 
performed in Colorado (recruitment, 1993-2006), 
Finland (recruitment, 1994-2009), and Germany (re-
cruitment, 1989-2006) examining children genetical-
ly at risk for type 1 diabet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sulin autoantibodies, glutamic acid de-carboxylase 
65 (GAD65) autoantibodies, insulinoma antigen 2 
(IA2) autoantibodies, and diabetes. Participants were 
all children recruited and followed up in the 3 stud-
ies (Colorado, 1962; Finland, 8597; Germany, 2818). 
Follow-up assessment in each study was concluded 
by July 2012.

Main Outcomes and Measures 

The primary analysis was the diagnosis of type 1 
diabetes in children with 2 or more autoantibodies. 
The secondary analysis was the diagnosis of type 1 
diabetes in children with 1 autoantibody or no auto-
antibodies.

Seroconversion to Multiple Islet Autoantibodies
and Risk of Progression to Diabetes in Children
Anette G. Ziegler, MD;Marian Rewers, MD, PhD;Olli Simell, MD, PhD;Tuula Simell, MPH, PhD;
Johanna Lempainen, MD, PhD;Andrea Steck, MD;Christiane Winkler, PhD;Jorma Ilonen, MD, PhD;
Riitta Veijola, MD, PhD;Mikael Knip, MD, PhD;Ezio Bonifacio, PhD;George S. Eisenbarth, MD, PhD

Results 

Progression to type 1 diabetes at 10-year follow-
up after islet autoantibody seroconversion in 585 
children with multiple islet autoantibodies was 
69.7% (95%CI, 65.1%-74.3%), and in 474 children 
with a single islet autoantibody was 14.5% (95% 
CI, 10.3%-18.7%). Risk of diabetes in children 
who had no islet autoantibodies was 0.4% (95% CI, 
0.2%-0.6%) by the age of 15 years. Progression to 
type 1 diabetes in the children with multiple islet 
autoantibodies was faster for children who had islet 
autoantibody seroconversion younger than age 3 
years (hazard ratio [HR], 1.65 [95% CI, 1.30-2.09; 
P ＜ 0 .001]; 10-year risk, 74.9% [95% CI, 69.7%-
80.1%]) vs children 3 years or older (60.9% [95% 
CI, 51.5%-70.3%]); for children with the human 
leukocyte antigen (HLA) genotype DR3/DR4-DQ8 
(HR, 1.35 [95% CI, 1.09-1.68; P = .007]; 10-year 
risk, 76.6% [95% CI, 69.2%-84%]) vs other HLA 
genotypes (66.2% [95% CI, 60.2%-72.2%]); and for 
girls (HR, 1.28 [95% CI, 1.04-1.58; P = .02];10-year 
risk, 74.8% [95% CI, 68.0%-81.6%]) vs boys (65.7% 
[95% CI, 59.3%-72.1%]).

Conclusions and Relevance 

The majority of children at risk of type 1 diabetes 
who had multiple islet autoantibody seroconversion 
progressed to diabetes over the next 15 years. Future 
prevention studies should focus on this high-risk 
population.

Type 1 diabetes is a chronic autoimmune disease that 
often manifests during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1]. 
The life-long requirement for insulin injections and 
the many complications that follow the diagnosis 
can be difficult for those affected[2] . Type 1 diabetes 
usually has a preclinical phase that can be identified 
by the presence of autoantibodies to antigens of the 
pancreatic β-cells.

Several studies that have performed cross-sectional 
screening of individuals genetically at risk of islet 
autoantibo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the presence 
of circulating islet autoantibodies i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developing type 1 diabetes[3]. 
These studies have also shown that risk is dependent 
on β-cell function and the diversity and titer of these 
autoantibodies, with greatest risk associated with the 
presence of 2 or more autoantibodies and impaired 
glucose tolerance.

Several intervention studies have been undertaken 
in which eligibility is based on these markers[4-7] . 
However, follow-up studies of individuals identified 
by cross-sectional screening cannot determine a true 
progression rate because they do not identify when 
a patient develops islet autoantibodies. Importantly, 
patients who progress rapidly from initial serocon-
version to type 1 diabetes are missed in these studies.

Recently, 3 long-term studies in Germany, Finland, 
and Colorado have followed up children from birth 
and have an opportunity to determine both the age 
of seroconversion and the age at diabetes onset[7-9]. 
These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islet autoantibody 
seroconversion is relatively common in the first 
years of life. However, information about diabetes 
progression rates after seroconversion and the fac-
tors that affect the rate of progression is still limited. 
In this study, we pooled data from these 3 studies to 
estimate rates of disease progression and associated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islet autoantibody status.

METHODS

Study Populations

All 3 studies were approved by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from 
parents or legal guardians for each participant.

Data from prospective birth cohort studies were 
combined for this analysis. The Colorado Diabetes 
Autoimmunity Study in the Young (DAISY) study[8], 
the Finnish Type 1 Diabetes Prediction and Preven-
tion (DIPP) study[7], and the German BABYDIAB[9] 

and BABYDIET[10] studies were undertaken to 
investigate the natural history of is let autoimmu-
nity and type 1 diabetes in children with increased 
genetic risk of type 1 diabetes. The studies were 
homogeneous in the definition of islet autoantibody 
seroconversion and type 1 diabetes and were similar 
in the inclusion of at-risk populations and follow-up 
design. Additionally, the DIPP study included an in-
tervention to evaluate efficacy of intranasally admin-
istered insulin to reduce progression to diabetes in 
children with multiple is let autoantibodies, and the 
high-risk study, BABYDIET, included investigation 
of whether delay of exposure to gluten could reduce 
the risk of developing islet autoantibodies in chil-
dren who are genetically at risk. These interventions 
failed to show an effect on the progression rate to 
diabetes and is let autoimmunity,[7,10] and all children 
underwent follow-up after completion of the inter-
vention within a natural history protocol.

The DAISY study recruited newborns and infants at 
risk of type 1 diabetes with human leukocyte anti-
gen (HLA) DR/DQ genotypes born at St Joseph’s 
Hospital (Denver) from 1993 through 2006 and also 
children who had a first-degree relative with type 
1 diabetes who was treated at the Barbara Davis 
Center, as previously described[8] . Children enrolled 
in the study were scheduled for follow-up and islet 
autoantibody measurement at age 9, 15 and 24 
months and yearly thereafter or every 3 to 6 months 
if autoantibody positive.

The DIPP study recruited new-borns and infants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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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of type 1 diabetes with HLA DR/DQ genotypes 
from 3 clinical centers in Oulu, Tampere, and Turku 
from 1994 through 2009, as previously described[7]. 
Children recruited from Oulu and Tampere were 
scheduled for follow-up and islet autoantibody 
measurement at age 3, 6, 12, 18, and 24 months and 
yearly thereafter, and children recruited in Turku 
were scheduled for the same follow-up procedures 
every 3 months until 2 years of age and every 6 
months thereafter.

The BABYDIAB study recruited newborns and 
infants who had a mother or father with type 1 
diabetes (1989-2000), and the BABYDIET study 
recruited newborns who had a first degree relative 
with type 1 diabetes (2000-2006), as previously de-
scribed[9,10].  Children recruited into the BABYDIAB 
or BABYDIET studies were scheduled for follow-up 
and islet autoantibody measurement at age 9 months, 
2 years, and every 3 years thereafter. BABYDIET 
scheduled 150 high-risk children participating in 
dietary intervention for follow-up and islet autoanti-
body measurements every 3 months until 3 years of 
age and yearly thereafter[10]. Children considered to 
be at high risk were those with the HLA genotypes 
DR3/4-DQ8, DR4-DQ8/DR4-DQ8, or DR3/3 and 
children who had 2 or more first-degree relatives 
with type 1 diabetes.

All 3 studies measured autoantibodies against insu-
lin, glutamic acid decarboxylase 65 (GAD65), and 
insulinoma antigen 2 (IA2) from multiple samples 
taken throughout childhood to identify the age of 
islet autoantibody seroconversion. Outcome in the 
prospective studies was the development of islet 
autoantibodies with subsequent follow-up for type 
1 diabetes. Islet autoantibody seroconversion was de-
fined as a positive test result for 1 or more islet auto-
antibodies in at least 2 serial samples or in 1 sample 
follow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diabetes before the 
next follow-up visit. All children with islet auto-
antibody seroconversion (2 positive samples) were 
included in our study analyses. Children who did not 
reach islet autoantibody seroconversion but had at 

least 1 sample tested from scheduled visits in either 
Colorado or Germany or at least 3 samples tested in 
the Finnish study (which had more scheduled visits) 
were included in our study analyses and were iden-
tified as islet autoantibody negative. The primary 
analysis included those who developed multiple 
autoantibodies. The secondary analysis included 
children with only 1 autoantibody or no autoantibod-
ies. Autoantibodies against insulin, GAD65, and 
IA2 were determined in all follow-up samples with 
previously described methods[9,11,12].  Zinc transporter 
8 autoantibodies were additionally measured in 
children with islet autoantibodies from the Colorado 
and Germany cohorts and progression to diabetes in 
children with 2 or more of the 4 islet autoantibodies 
reported separately[13].

The primary analysis was diabetes diagnosed using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 criteria[14].  Children participated in 
follow-up visits until July 2012 or until the develop-
ment of diabetes. Families were asked to report the 
occurrence of diabetes symptoms. In children with 
islet autoantibodies, an annual or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 was performed. Diabetes onset was defined as 
unequivocal hyperglycemia with acute metabolic 
decompensation; the observation on at least 2 occa-
sions of a 2-hour plasma glucose greater than 200 
mg/dL (to convert to millimoles per liter, multiply by 
0.0555) after an oral glucose test; or a random blood 
glucose concentration greater than 200 mg/dl accompa-
nied by unequivocal symptoms. Since 1997, fasting 
blood glucose greater than 126 mg/dL on 2 occa-
sions was added to the diabetes diagnosis criteria[14]. 
Families of children who dropped out of the study 
or refused to provide blood samples or perform or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s were regularly contacted by 
telephone and were asked if the child had developed 
diabetes. In case of loss to follow-up, local diabetes 
registries or cohort studies were used as a second 
source to obtain information on diabetes develop-
ment of former study participants. Children who had 
not developed diabetes and could not be contacted 

for 3 or more years were considered lost to follow-
up.

Statistical Analysis

Time-to-event analysis was used to examine progres-
sion from seroconversion to diabetes. Kaplan-Meier 
estimates were used to calculate risk and to compare 
probabilities of type 1 diabetes in children stratified 
by country. The time-to-event was calculated from 
the age at seroconversion to the age at diagnosis of 
diabetes or the age at last follow-up. For children 
who did not develop islet autoantibodies, the median 
age of seroconversion in children with multiple islet 
autoantibodies (2.1 years) was used as a proxy for 
seroconversion age. Risk was presented at 5-, 10-, 
and 15-year follow-up visits after seroconversion 
(or proxy), and by 15 years of age. The log-rank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categories in the Kaplan-Meier 
estimates.

Associations between age at seroconversion, sex, 
HLA genotype, number of islet autoantibodies, 
and type 1 diabetes risk were analyzed by the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n model, assessing 
hazard ratios (HRs) with corresponding 95% confi-
dence intervals. Children with missing data were not 
included in the model. Pro-portionality in the model 
was tested by generating time-dependent covariates 
through creating and including interactions of the 
predictors and the logarithm of survival time. If any 
of the time-dependent covariates were significant, 
those predictors were not considered proportional. In 
order to account for potential heterogeneity among 
the 3 cohorts, we included random effects for the dif-
ferent studies in the Cox model, thus using a meta-
analytical approach for individual participant data, 
which accounts for the variance both within and 
between studies. Specifically, a shared frailty model 
for clustered data with normally distributed random 
effects was calculated with residual maximum likeli-
hood estimation of the variance parameter.

The age at islet autoantibody seroconversion and the 
follow-up time after seroconvers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cohorts using the Mann-Whitney U test. 
Comparisons of islet autoantibody status, HLA geno-
type, and sex among children who developed diabe-
tes within 10 years and those who did not develop 
diabetes for more than 10 years was performed by 
the Fisher exact test. For all analyses, a 2-tailed P 
value of .05 was considered significant. All statisti-
cal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using SAS, version 9.2 
(SAS Institute).

RESULTS

Altogether, 13 377 children enrolled into the pro-
spective studies in Colorado (n = 1962), Finland 
(n = 8597), and Germany (n = 2818) were tested 
for autoantibodies against insulin, GAD65, and IA2 
at scheduled visits. A total of 1059 children (7.9%) 
seroconverted to islet autoantibody-positive (460; 
43.4% girls), and 12 318 children (92.1%) remained 
islet autoantibody–negative (5807; 47.1% girls) . 
Of the 1059 children with islet autoantibodies, 585 
children (4.4%) developed multiple islet autoanti-
bodies (249; 42.6% girls), including 69 (3.5%) from 
Colorado, 399 (4.6%) from Finland, and 117 from 
(4.2%) Germany. The remaining 474 children (3.5%) 
were single islet autoantibody–positive; 71 (3.6%) 
in Colorado, 293 (3.4%) in Finland, 110 (3.9%) in 
Germany. A total of 428 children developed diabetes, 
including 25 children who progressed to diabetes 
without an islet autoantibody–positive sample prior 
to diabetes onset (8 in Colorado, 13 in Finland, and 
4 in Germany). Diabetes risk by 15 years of age was 
0.4% (95% CI, 0.2%-0.6%) in children with no auto-
antibodies, 12.7% (95% CI, 8.9%-16.5%) in children 
with a single islet autoantibody, 61.6% (95% CI, 
53%-70.2%) in children with 2 islet autoantibodies, 
and 79.1% (95% CI, 73.3%-85%) in children with 3 
islet autoantibo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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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with Multiple Islet Autoantibodies

The median age at seroconversion in the 585 chil-
dren with multiple islet autoantibodies was 2.1 years 
(range, 0.5-16 years; interquartile range [IQR], 1.3-
4.1 years), and was slightly higher in children from 
Colorado (3.1 years) than in children from Finland 
(2.0 years) and Germany (2.1 years) ( P = .003).

Median follow-up time after seroconversion in chil-
dren with multiple islet autoantibodies was 4.5 years 
(range, 0-19.6 years; IQR, 2.3-7.2 years; 3021 total 
follow-up years), and was slightly shorter in children 
from Finland (3.9 years) than in children from Colo-
rado (5.6 years) and Germany (5.3 years) (P = .04).

A total of 355 children (60.7%) with multiple islet 
autoantibodies progressed to diabetes (HR compared 
with children with no autoantibodies, 395.6 [95% 
CI, 263.2-594.4], P ＜ .001) at a median follow-up 
time after seroconversion of 3.5 years (IQR, 1.7-6.0 
years), and a median age of 6.1 years (IQR, 3.5-9.2 
years). Progression to diabetes after seroconver-
sion was 43.5% (95% CI, 39.4%-47.8%) at 5-year 
follow-up, 69.7% (95% CI, 65.1%-74.3%) at the 10-
year follow-up, and 84.2% (95% CI, 77.7%-89.7%) 
at the 15-year follow-up (FIGURE 2). Ten-year risk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 = .08 for the log-
rank test) across the 3 cohorts: Colorado, 70.8% (95% 
CI, 57.3%-83.2%); Finland, 71.9% (95% CI, 66.2%-
77.3%); and Germany, 61.7% (95% CI, 51.3%-
72.2%).

After 10 years of follow-up, 331 children with mul-
tiple autoantibodies had developed diabetes, 70 did 
not develop diabetes, and 184 had not reached 10 
years of follow-up. Girls were more frequent among 
the children who developed diabetes within 10 years 
(151 of 331) than children who did not develop 
diabetes (21 of 70, P = .02). In the multivariable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n model, faster 
progression to diabetes after seroconversion was 
associated with younger age at seroconversion ( ＜
3 years vs ≥3 years; HR, 1.65 [95% CI, 1.30-2.09], 
P ＜ .001; 10-year risk of 74.9% [95% CI, 69.7%-

80.1%] at age ＜ 3 years vs 60.9% [95% CI, 51.5%-
70.3%] at age ≥ 3 years); HLA DR3/DR4-DQ8 
genotype (HR, 1.35 [95% CI, 1.09-1.68], P = .007; 
10-year risk of 76.6% [95% CI, 69.2%-84.0%] for 
HLA DR3/4-DQ8 vs 66.2% [95% CI, 60.2%-72.2%] 
for other HLA genotypes); and female sex (HR, 1.28 
[95% CI, 1.04-1.58], P = .02; 10-year risk of 74.8% 
[95% CI, 68.0%-81.6%] for girls vs 65.7% [95% 
CI, 59.3%- 72.1%] for boys). Within the subgroup 
of children with 2 islet autoantibodies, progression 
to diabetes within 10 years after seroconversion was 
increased in children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auto-
antibodies against insulin and IA2 (83.6% [95% CI, 
70.1%-97.1%]) than in children with autoantibodies 
against insulin and GAD65 (55.1% [95% CI, 41.4%-
68.8%], P = .006) and children with autoantibodies 
against GAD65 and IA2 (62.0% [95% CI, 43.3%-
90.7%], P = .002) (FIGURE 3A). In the Colorado 
and German cohorts, the addition of zinc transporter 
8 autoantibodies identified 7 more children (6%) 
who progressed to diabetes but did not substantially 
alter the estimates of diabetes progression: 10-year 
risk of 68.9% (95% CI, 55.5%-82.3%) in Colorado 
and 65.3% (95% CI, 54.9%-75.7%) in Germany.

Children with a Single Islet Autoantibody

The median age of seroconversion in the 474 chil-
dren with a single islet autoantibody was 4.8 years 
(range, 0.5-18.4 years; IQR, 2.1-7.7 years). Of these, 
206 had insulin autoantibodies; 231, GAD65 auto-
antibodies; and 37, IA2 autoantibodies. The median 
follow-up time after seroconversion in children with 
a single islet autoantibody was 5.5 years (range, 0.1-
16.5 years; IQR, 2.6-8.5 years; 2779 total follow-up 
years).

In total, 48 children (10%) progressed to diabetes 
(HR compared with children with no autoantibod-
ies, 52.7 [95% CI, 32.4-85.7], P ＜ .001) at a median 
follow-up time after seroconversion of 2.6 years 
(IQR, 0.6-4.1 years), and a median age of 5.2 years 
(IQR, 2.9-10 years). Progression to diabetes within 
10 years after seroconversion was 14.5% (95% CI, 
10.3%-18.7%). Ten-year risk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logrank test, P = .69) across the 3 cohorts: 
Colorado, 17.7% (95% CI, 4.1%-31.3%); Finland, 
13.3% (95% CI, 9.9%-17.7%); Germany, 14.7% 
(95% CI, 5.1%-25.3%). Progression to diabetes 
within 10 years was higher in children with IA2 au-
toantibodies (40.5% [95% CI, 17.7%-63.3%]) than 
in children with GAD65 autoantibodies (12.9% [95% 
CI, 5.1%-20.7%], P ＜ .001) and children with insu-
lin autoantibodies (13.1% [95% CI, 8.0%-18.2%], P 

= .005) (Figure 3B).

DISCUSSION

These data show that the detection of multiple islet 
autoantibodies in children who are genetically at risk 
marks a preclinical stage of type 1 diabetes. Only a 
minority of these children did not develop diabetes 
for more than a decade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 
had a family history of type 1 diabetes or a high-risk 
HLA genotype. Thus,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ple 
islet autoantibodies in children predicts type 1 diabe-
tes. While most children with multiple islet autoan-
tibodies progressed to diabetes, progression time to 
diabetes after seroconversion was heterogeneous. In 
our study, it ranged from weeks to 18 years and has 
been reported to take more than 2 decades in some 
individuals[15]. Variation in progression time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age of seroconversion, genetic 
markers, sex, and the type of islet autoantibody. A 
faster rate of progression in children with early 
seroconversion was previously reported in a subset 
of the German cohort[16]. Variation in risk depending 
on islet autoantibody type is consistent with findings 

in studies using cross-sectional screening to identify 
patients with islet autoantibodies[17-21]. 

Islet autoantibodies are generally considered mark-
ers, rather than mediators, of β-cell dysfunction. 
Exposure to islet autoantibodies is insufficient to 
cause disease because maternal transfer of autoanti-
bodies to the fetus does not increase the risk of type 
1 diabetes in offspring[22] . Moreover, none of the 
known islet autoantigens are expressed on the β-cell 
surface, and no direct effect of islet autoantibodies 
on -cell function has been reproducibly observed[23]. 
However, a pathogenetic role of the autoantibodies 
cannot be excluded. The observation made in this 
study that multiple islet autoantibodies are associ-
ated with highest risk of type 1 diabetes, together 
with previous indications that risk is associated with 
the titer of some islet autoantibodies, is consistent 
with a role in pathogenesis[19,20,24] . Autoantigens are 
released as a consequence of β-cell death, permitting 
islet autoantibodies to bind and form immune com-
plexes that are likely to promote islet inflammation. 
Specific islet autoantibody–antigen complexes may 
also accelerate the spread of autoimmunity to mul-
tiple targets via an opsonization-like process. IA2 
autoantibodies, which were associated with a higher 
risk than GAD65 autoantibodies or insulin autoan-
tibodies, may be particularly effective in epitope 
spreading because they not only bind to IA2 but also 
to IA2-β, which is also expressed in the β-cell and a 
target autoantigen[25].

Our study has important limitations. Data on poten-
tially relevant socio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Figure 2. Progression to Diabetes From the Time of Seroconversion in Children With Multiple Islet Autoantibo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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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factors were not collected in all 3 studies 
and could not be included in prediction analyses. 
It is possible that seroconversions were missed in 
children who may have had transient circulating au-
toantibodies between visits. This would mainly have 
affected estimates from the subset of children in the 
German study with visit intervals of up to 3 years. 
Relevant to this limitation, around 10% of children 
with islet autoantibodies who were screened at in-
tervals of 12 months or less had transient antibodies, 
and, consistent with a previous report[26] , almost all 
had single islet autoantibodies. The cohort enrolled 
only children who were genetically susceptible into 
follow-up, and entry criteria for islet autoantibody 
screening differed among the 3 studies. A sizeable 
portion of type 1 diabetes diagnoses will occur 

among children with lower genetic risk than those 
included in the cohort, and a relatively large number 
of patients with type 1 diabetes are diagnosed in 

adulthood. Thus,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findings may 
not be generalizable to all presentations of childhood 
type 1 diabetes and type 1 diabetes in adults.

Type 1 diabetes is currently not preventable in chil-
dren who develop multiple islet autoantibodies. Our 
findings highlight the need for research into finding 
interventions to stop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ple 
islet autoantibodies and to stop or delay progression 
to type 1 diabetes. Children with islet autoantibodies 
who do not develop diabetes for more than 15 years 
and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lower progression 
(such as sex and age at seroconversion) should also 
be studied, because it may be helpful for understand-
ing natural protective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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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石荷州新任州长参观欧蒙杭州生产基地
文 | Linde Xu

2013 年 11 月 20 日上午， 德国石荷州新任州长 Dr. Torsten Albig 在浙江省政府外事办官员的陪同

下，携石荷州经济、技术、劳务及交通部的官员和吕贝克应用科技大学、北德电视台、北德无线广播台、

德新社的贵宾一行 30 人参观了欧蒙医学诊断（中国）有限公司在杭州的生产基地。

自 1986 年浙江省与德国石荷州缔结姐妹省州友好关系以来，双方在经济、科技、文化、卫生等

领域展开了广泛的合作。作为德国石荷州在浙江省的优秀企业，欧蒙公司成为本次德国代表团在浙

江省的重点参观企业。

欧蒙中国区总裁王晶教授向代表团一行介绍了欧蒙全球 25 年以来快速发展的历程和卓越的产品

技术，展示了欧蒙中国的成长经历和近十年以来取得的辉煌成果，展示了欧蒙中国团队意气风发、

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作为一家秉承科技领先、品质卓越的创新型企业，欧蒙公司一直致力于开发

先进的诊断技术和诊断产品，引领行业的发展，造福人类健康。

德国代表团和陪同的浙江省政府官员在参观中对欧蒙先进的生产设备、完善的工艺流程和高效

的企业管理赞叹不已，赞扬了欧蒙公司追求卓越的理念以及国际化运营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肯定了

欧蒙公司在促进中德经济和技术合作领域方面作出的努力，希望欧蒙在未来取得更大的成就。

自 2006 年以来，历任德国石荷州的州长均拜访了欧蒙公司， 其中前任德国石荷州州长

Carstensen 先生分别于 2006 年 6 月和 2010 年 10 月两次造访欧蒙中国在杭州的生产基地，这充分证

明了欧蒙公司在中德友谊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欧蒙公司将以此作为动力，秉承顾客至上的工作理念，

坚持科技创新，努力奉献，继续为中国医学诊断事业的发展，为提升人类健康水平贡献积极的力量！

石荷州州长访问欧蒙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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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关注中国市场 重视客户需求差异

                                              ——德国总部产品经理中国行后记

文∣陈楠

11 月 6 日，三位来自欧蒙公司德国总部的

产品经理抵达中国，展开为期一周左右的学术交

流、技术探讨、客户拜访等系列活动。本次来访

的内容主要聚焦于过敏原和仪器自动化两大产品

线，交流内容包含国内外市场发展现状、前沿技

术介绍和行业未来发展趋势。

来自过敏原产品线的产品经理 Alf Paul Wei-
mann 和 Thomas Löwe 参加了在杭州举行的首届

全国皮炎湿疹与变态反应高峰论坛。他们代表欧

蒙公司与国内专家深入交流了国内外过敏原应用

情况和发展方向，从过敏基础应用入手，深入浅

出，重点分享了德国过敏原研发进展、CCD 使用

价值和自动化发展方向，并着重介绍了过敏原检

测的新台阶——分子组分诊断技术与国外应用、

剖析交叉反应在现有诊断中的影响，内容提升到

了分子组分研究。同时结合中国人群特点，进行

适宜组分的可行性讨论，更加重视不同市场对产

品的特殊需求，提供更专业的过敏原诊断产品，

帮助医务工作者高效洞悉人类疾病真相。

而来自仪器与自动化事业部的产品经理 Dr. 
Felix Asche 应邀参加了中国免疫学会临床免疫

分会 2013 学术年会。作为学术专题的讲者，Dr. 
Asche 针对免疫荧光法在临床的应用进展及规范

进行演讲，演讲以实验室对信息化及自动化需求

为依托，重点介绍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免疫荧光

核型及滴度判读系统，剖析荧光方法学的检测现

状，突出荧光判读标准化及规范化的趋势。

本次中国行活动在 11 月 14 日画上句点，并

取得圆满成功。

欧蒙公司一直高度重视并密切关注中国市

场的发展情况，积极致力于将先进的诊断技术推

广到国内市场。在本次交流活动中，三位产品经

理不仅将德国最前沿的研究分享给国内专家，同

时也倾听并学习了来自国内的研究成果和市场需

求。

作为医学诊断行业的领军人，在新的一年里，

欧蒙公司会继续努力，用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回

报广大客户多年来的信任与支持！

全国皮炎湿疹与变态反应高峰论坛 - 德国专家授课

全国皮炎湿疹与变态反应高峰论坛 - 专家合影 中国免疫学会临床免疫分会 2013 学术年会 - 活动现场

中国免疫学会临床免疫分会 2013 学术年会 - 德国专家演讲

中国免疫学会临床免疫分会

2013 学术年会在杭州圆满落幕
图∣文 梁静茹

为了加强免疫相关领域的临床医技人员与科

研人员的交流，促进科研向临床应用的转化和合

作，中国免疫学会临床免疫分会 2013 学术年会

于 11 月 8-9 日在杭州成功召开。来自国内外临床

免疫相关领域的 300 多位专家和学者共赴此次学

术盛会。

本次大会以临床免疫为主题，分别从基础研

究、临床研究和实验（检验）免疫等多方面展开

了学术专题报告和交流。大会报告部分以中国免

疫学会临床免疫分会主任委员栗战国教授的精彩

专题报告——《风湿免疫病相关自身抗体的临床

应用及研究现状》开场，接下来，国内外的学术

带头人分别分享了各自研究领域内的研究成果。

欧蒙医学诊断（德国）有限公司产品经理 Dr. 
Felix Asche 应邀作为大会专题发言人，就《免疫

荧光法在临床的应用进展及规范》主题做了精彩

的报告。报告涉及了欧蒙现有四大产品线的自动

化仪器综合解决方案的进展，其中，能同时自动

化处理三大方法学血清样本的 EUROBlotHandler
成功地引起各参会者的关注。

在此次大会上，欧蒙公司展示了间接

免疫荧光方法学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产品——

EUROPattern 全自动免疫荧光核型及滴度判读系

统，现场工作人员对参观者提出的关于产品技术

特点、实际应用等问题进行了专业的解答。

在丰富的学术专题之后，代表们就临床免疫

学的热点问题和各项临床免疫学术专题的最新研

究进展等问题进行激烈讨论。大会最终在热烈的

气氛中落下帷幕。

欧蒙公司展台    

欧蒙公司自动化仪器全线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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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10 月 10 至 13 日，第二十四届长城

国际心脏病学会议、亚太心脏大会在国家会议中

心召开，国际心血管病预防与康复会议首次加盟，

进一步强化了长城会预防与康复内容。长城会与

32 个国际著名学会、协会、医院联合，在为期 4
天会议中共有来自 39 个国家和地区的 12000 余

名代表参加，踊跃参与了学术交流、专题会、培

训工坊及展览展示学术活动，其中主席团2116人，

国际专家 602 人 。长城会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的

医学领域会议，欧蒙医学诊断（中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欧蒙公司”）参与了开幕日备受瞩目的 “抗

凝抗栓”论坛。

10 月 11 日上午的“抗凝抗栓”论坛紧密围

绕大会“医学整合、全程关爱”的主题，以临床

血栓相关疾病的应用实践为方向，以临床诊断与

治疗决策为核心，组织 301 医院老年科主任王玉

堂教授、北京协和医院血液科主任赵永强教授、

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董可辉教授等国内

顶尖专家，针对《老年患者的抗栓治疗》、《缺

血或出血性卒中》、《妊娠期抗栓治疗的相关临

床问题》等一系列血栓栓塞疾病临床难题做了主

题学术报告。随着血栓疾病的日益增多，临床医

生对其关注度越来越高，有 200 余名临床医生来

到血栓论坛会议现场听取专家们的学术报告。

自 2012 年 11 月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血

栓与止血学组发布了《易栓症诊断中国专家共识》

以来，易栓症在心脑血管疾病中被越来越多的临

床医生所重视。北京协和医院血液科主任赵永强

教授，即亚太地区血栓与止血学会理事、中华医

学会血液学分会血栓与止血学组副组长、《易栓

症诊断中国专家共识》的执笔者，在会上作了题

为《不明原因的血栓：易栓症》的学术报告。赵

教授对专家共识进行了详尽的解读，同时对临床

易栓症让心内科认识磷脂检测

——第二十四届长城会报道

图 | 文 丁小娜

北京协和医院血液科主任赵永强教授

题为《不明原因的血栓：易栓症》的学术报告

血栓论坛现场火爆

血液

血小板减少
溶血性贫血

下肢深静脉血栓

心血管

动静脉栓塞性疾病、
冠心病、心瓣膜疾病

产科       
反复流产、早产、死胎、
子痫、前兆子痫

皮肤   
网状青斑

神经   
卒中、癫痫、血管性痴呆、
舞蹈病、脊髓炎

呼吸   
肺栓塞

诊断有重要意义的血清学抗磷脂抗体做了详细介

绍，使得对筛查心梗、心梗复发、冠状动脉狭窄、

心内膜炎、瓣膜疾病的预防及诊断具有临床意义

的血清抗磷脂抗体指标进入广大心血管医生的视

野。为了向广大未能到会的医生同仁分享报告内

容，现整理现场讲座内容如下：

易栓症 (Thrombophilia)是指存在抗凝蛋白、

凝血因子、纤溶蛋白等遗传性或获得性缺陷，或

者存在获得性危险因素而具有高血栓栓塞倾向，

并非一个独立的疾病，可以是生理或病理状态。

易栓症分遗传性和获得性两类，其中遗传性易栓

症常由遗传性抗凝蛋白缺陷、遗传性凝血因子缺

陷如抗活化的蛋白 C 症、遗传性代谢缺陷组成。

最常见的获得性易栓症是抗磷脂综合征

（antiphospholipid syndrome, APS）。APS 是由抗

磷脂抗体介导的以血栓形成为主要病理特征的系

统性自身免疫疾病，既可引发静脉血栓也可引发

动脉血栓。其中静脉血栓栓塞症（VTE）包括深

静脉血栓栓塞（DVT）和肺血栓栓塞（PTE），

约占抗磷脂综合征引发血栓的 70%。动脉血栓如

缺血性脑卒中、急性心肌梗死（AMI）。

括细胞的凝血活性、止血的各环节、激活补体等，

其中 β2-GPI 可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从而

间接导致动脉血栓事件的发生。

目前，抗磷脂抗体在我国的人群检出率尚无

相关数据。澳大利亚开展过的一项大宗人群调查

结果显示，抗磷脂抗体的总人群检出率高达 2%。

表 1 抗磷脂抗体的人群检出率 *

西方 国内

总人群 2% 暂无数据

SLE 患者 ~50% ~80%

VTE 患者 4~20% 32.0%

＜ 45 岁 AMI 患者 20% 暂无数据

＜ 50 岁 TIA/ 脑梗死 40% 50%

习惯性流产患者 近 50% 近 50%

* 邬志伟，吴竞生 血栓与止血学 2005；闫振宇，赵永强 中华血液学杂志 2007

小于 45 岁的急性心梗患者中有 20% 的患者

抗磷脂抗体阳性，小于 50 岁的脑梗死和短暂性

脑缺血发作（TIA）患者抗磷脂抗体阳性率高达

40%~50%。因此对于中青年动脉血栓患者，尤其

应该警惕抗磷脂综合征的发生。此外，反复发生

病理妊娠如习惯性流产、胎停育等也与抗磷脂综

合征有高度相关性。因此，下列情况 * 应检测抗

磷脂抗体，以除外 APS：

①原因未明的特发性静脉血栓；

②多次发生病理妊娠（流产、胎儿发育停滞、死

胎等）；

③年龄 <50 岁的脑梗死和心肌梗塞；

④血栓事件伴不能解释的血小板减少和 / 或体外

依赖磷脂的凝血试验（如：APTT、PT）凝固时

间延长。
*2012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血栓与止血学组专家共识

目前，国内大多数医院能检测 LA、aCL、
β2-GPI 这三种抗磷脂抗体。抗磷脂抗体阳性

直接导致 VTE 危险度升高，其中 LA 阳性可使

VTE 危险度高达 16 倍，aCL 阳性导致 VTE 危险

度至 2.5 倍。

除抗磷脂综合征外，恶性肿瘤也是获得性

易栓症较为常见的原因。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在

与临床关系最为密切的抗磷脂抗体主要包

括三类抗体：狼疮抗凝物（LA），抗心磷脂抗

体（aCL），抗 β2 糖蛋白 I 抗体（β2-GPI）。

抗磷脂抗体能够对凝血功能造成多方面影响，包

图：抗磷脂综合征各系统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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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独是一种填数字游戏，源自拉丁方块，由十八世纪瑞士数学家欧拉发明。

数独的 9×9 个格子里，已有若干数字，其它宫位留白，玩家需要自己按照逻辑推敲出剩下的空

格里是什么数字，使得每一行与每一列都有 1 到 9 的数字，每个小九宫格里也有 1 到 9 的数字，并

且一个数字在每个行列及每个小九宫格里都只能出现一次。

益智游戏 - 数独

答 案

6 3 5 2 4 1

8 2 7 4 9 6 3

4 1 3 2 8

4 2 5

3 1 5 9 8 6

5 8 9

9 6 5 7 2

8 7 3 9

2 7 9 4 3 796385241

582741963

413629857

649817325

371592486

258436719

934168572

865273194

127954638

诊断静脉血栓的同时发现恶性肿瘤的比例最高可

达 20%。有些患者可在肿瘤确诊前一年至数年中，

发生一次或多次静脉血栓或血栓性静脉炎。目前

国内不推荐 VTE 患者接受撒网式肿瘤筛查，但

当患者的病史、体格检查及辅助检查提示有肿瘤

可能性的时候，需注意对肿瘤进行排查。此外，

获得性易栓症也可存在于某些生理状态中，如高

龄、长期制动、妊娠和产褥期，口服避孕药。

受篇幅所限，本文仅摘取了这场学术报告

的主要内容，相信对此感兴趣的医生会继续通过

多渠道关注磷脂抗体与易栓症的学术进展。至此，

各地心内科医生通过长城会这个全国最大的医学

平台，透过“易栓症”认识了磷脂抗体。易栓症

的学术报告使来自全国各地的临床医生了解到在

心血管科、神经内科、妇产科检查抗磷脂抗体，

对疾病预警和诊断，合理采取预防措施和制定治

疗方案均有重要意义。随着临床医生对易栓症的

深入认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磷脂的检测将为

提升我国血栓人群的病因诊断、制定更有针对性

的血栓治疗方案发挥重大的作用。

专 业 英 语

Professional English

文 | 唐劼博士   傅继欢博士   刁智娟博士

Pertussis

Pertussis, also known as whooping cough, is a highly 
contagious respiratory disease. It is caused by the 
bacterium Bordetella pertussis. Pertussis most com-
monly affects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and can 
be fatal, especially in babies less than 1 year of age. 
Symptoms are initially mild, and then develop into 
severe coughing fits, which produce the namesake 
high-pitched “whoop” sound in infected babies 
and children when they inhale air after coughing. 
The coughing stage lasts approximately six weeks 
before subsiding. The best way to protect against 
pertussis is immunization.

Pertussis toxin

Pertussis toxin is a large protein produced by Bor-
datella pertussis, the causal agent of whooping 
cough. Also known as PT, the toxin is a large protein 
comprised of six subunits. It is an exotoxin and is 
released from the bacterial cells in an inactive form. 
Once taken up into cells, it is activated, disrupting 
the intracellular signaling mechanisms of its host 
cells and facilitating the bacterial colonization of the 
infected person. This bacterial disease is one of the 
contagious diseases that strikes both children and 
adults, despite the existence of a vaccine against the 
organism.

百日咳

百日咳也被称为鸡鸣样咳嗽，是一种高度传染性

的呼吸道疾病，由百日咳鲍特菌引起。婴幼儿，

特别是不到 1 岁的宝宝都是易感人群，可能引起

致命性感染。患者起始症状轻微，进而发展为严

重的阵发性咳嗽，咳嗽之后吸气可产生与疾病同

名的声音高亢的“鸡鸣”声。咳嗽期约持续 6 周

直至消退。免疫接种是预防百日咳的最佳方法。

百日咳毒素

百日咳毒素又被称为 PT，它是百日咳的主要致

病因子，由百日咳鲍特菌产生的六个亚基组成的

大蛋白。它是一种由细菌释放出来的非活性形式

的外毒素。一旦进入细胞即被激活，破坏其宿主

细胞的胞内信号转导机制，促进细菌在患者体内

定植。尽管已存在相应的疫苗，这种细菌性疾病

仍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可感染儿童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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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ory T (Treg) cell

Treg cells expressing the transcription factor fork-
head box P3 (FOXP3) are naturally present in the 
immune system. They are indispensable for the 
maintenance of dominant self-tolerance and immune 
homeostasis. Their dysfunction (for example, owing 
to FOXP3 gene mutation) cause fetal autoimmune 
disease, immune-pathology and allergy. FOXP3+ 
Treg cells, most of which are CD4+ T cells that 
express CD25 (the IL-2 receptor α-chain), can 
suppress the activation, proliferation and cytokine 
production of a wide range of immune cells includ-
ing CD4+ and CD8+ T cells, natural killer (NK) 
and NKT cells, B cells and antigen-presenting cells 
(APCs) in vitro and in vivo. As a double-edged 
sword, Treg cells can also suppress anti-tumor im-
mune response and favor tumor progression. Rec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CD4+FOXP3+ T cells are 
not homogenous in gene expression, phenotype and 
suppressive function, and indicated that a new basis 
for reliable fine delineation of human Treg cells is 
required.

SIT (also termed desensitization)

SIT is a potentially curative treatment approach in al-
lergic diseases. In desensitization immunotherapy the 
aim is to restore tolerance to the allergen by reducing 
its tendency to induce IgE production. Patients are 
desensitized by injection with escalating doses of 
allergen, starting with tiny amounts. The induction 
of peripheral T cell tolerance and promotion of the 
formation of regulatory T-cells are key mechanisms 
in allergen-SIT

Anaphylaxis 

Anaphylaxis is a rapidly progressing, life-threaten-
ing allergic reaction. It typically causes a number of 
symptoms including an itchy rash, throat swelling, 
and low blood pressure. Common causes include 
insect bites/stings, foods, and medications. Ana-

调节性 T（Treg）细胞

表达叉头转录因子 P3（FOXP3）的 Treg 细胞是

免疫系统内天然存在的免疫细胞，它们在维护主

动自身免疫耐受和免疫稳态中发挥重要作用。

Treg 细胞有功能障碍，例如 FOXP3 基因突变，

可以引起致命的自身免疫疾病、免疫病理状态

和过敏反应。FOXP3+ T 细胞中绝大多数是表达

CD25（即白介素 IL-2受体α链）的CD4+ T细胞，

能够广泛抑制包括 CD4+ T 细胞、CD8+ T 细胞、

NK 细胞、NKT 细胞、B 细胞、抗原呈递细胞在

内免疫细胞的活化、增殖和细胞因子的产生，这

种抑制作用无论在体外和体内都得到证据支持。

然而，任何事物都存在两面性，Treg 细胞也可以

抑制抗肿瘤免疫反应，有利于肿瘤的发展。新近

的研究表明，在 CD4+ FOXP3+ T 细胞中有在基

因表达、表型和功能上不同的亚群存在，这就必

须建立细致可靠的 Treg 细胞分类新标准。

特异性免疫治疗（也称为脱敏）

是一种针对过敏性疾病的有潜力的根治性治疗措

施。脱敏免疫治疗过程旨在通过降低诱导 IgE 产

生的倾向，而恢复针对过敏原的耐受。从极少剂

量开始，患者通过注射逐渐增加剂量的过敏原进

行脱敏。其主要机制为诱导外周 T 细胞耐受和促

进调节性 T 细胞的产生。

严重过敏反应

严重过敏反应是一种进展迅速，并可威胁生命的

过敏反应。其典型表现可有多种症状，包括发痒

的皮疹、喉头水肿和低血压。常见原因包括昆虫

叮咬、食物和药物。严重过敏反应是由某种类型

的白细胞通过免疫学或非免疫学机制被激发后释

phylaxis is caused by the release of mediators from 
certain types of white blood cells triggered either 
by immunologic or non-immunologic mechanisms. 
The primary treatment is injection of epinephrine by 
intravenous fluids.

Anti-citrullinated protein/peptide antibodies 
(ACPA)

ACPA is the serological hallmark for rheumatoid 
arthritis (RA). Citrulline is a modified form of the 
amino acid arginine and the importance of citrulline 
for the epitopes bound by ACPA was first described 
in 1998. In addition to citrullinated proteins/peptides, 
cyclic citrullinated peptide (CCP) can also be used 
as test substrates for detecting ACPA. The popular 
test for these autoantibodies is the second genera-
tion CCP (CCP2) test, which is one of the best in 
terms of specificity and sensitivity. The production 
of ACPA is an early event in the disease course, and 
is dependent on the presence of certain MHC class 
II alleles. ACPA in the inflamed synovium have been 
shown to associate with citrullinated antigen to form 
immune complexes, resulting in progression of the 
inflammatory process. The involvement of ACPA 
in the chronicity of RA is probably the reason why 
ACPA-positive patients have a more erosive disease 
course than ACPA-negative patients. Owing to the 
widespread use of testing for anti-CCP antibodies 
and other ACPA in routine settings, testing this kind 
of autoantibodies has been included as a new sero-
logical criterion in the latest 2010 RA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formulated by American College of Rheuma-
tology (ACR) and European League Against Rheu-
matism (EULAR). On the basis of accumulating 
evidences that the recognition of citrullinated antigen 
by ACPA contributes to the disease course in patients 
with ACPA-positive RA, it is tempting to speculate 
about new therapeutic strategies that focus on inter-
fering with the production of citrullinated antigen or 
ACPA, or blocking their interaction.

抗瓜氨酸化蛋白 / 肽抗体（ACPA）

ACPA 是类风湿性关节炎（RA）的血清学标志

物。瓜氨酸是精氨酸的化学修饰产物，ACPA 识

别的抗原表位含有瓜氨酸的现象在 1998 年被发

现。除了瓜氨酸化的蛋白质 / 肽以外，环形瓜氨

酸肽（CCP）也可以作为底物用于 ACPA 的检测。

第二代 CCP 抗体（CCP-2）检测方法是目前较受

欢迎的方法，在检测敏感度和特异性方面有比较

明显的优越性。ACPA 产生于疾病早期，与特定

MHC-II 基因型有关。在发生炎症反应的关节滑

膜内，ACPA 与瓜氨酸化修饰的抗原结合，形成

免疫复合物，促进炎症过程的发展。ACPA 参与

RA 患者慢性迁延的病程，这可能是 ACPA 阳性

RA 患者比 ACPA 阴性者更发生严重的侵蚀性关

节病变的原因。鉴于 CCP 抗体和其它 ACPA 抗

体在临床上已经作为常规检测项目广泛使用，在

最新的由美国风湿病学学会（ACR）和欧洲抗风

湿病联盟（EULAR）联合制定的 2010 年类风湿

性关节炎分类标准中，ACPA 已经被列为血清学

诊断标准之一。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ACPA 结

合瓜氨酸化修饰的抗原在 ACPA 阳性 RA 患者疾

病发展过程中有重要的致病作用，由此，干预瓜

氨酸化抗原或 ACPA 的产生以及阻断两者的相互

作用或许是 RA 治疗的新策略。

放的多种介质而引起。首选治疗方案为静脉给予

肾上腺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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