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蒙于 1999 年进入中国市场，先后创建了欧蒙（北京）医学诊断技术有限公司和欧蒙（杭州）
医学实验诊断有限公司（下统称“欧蒙中国”）。欧蒙中国作为德国欧蒙医学实验诊断股份公司在
中国的全资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市场、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其总部设立于北京。
进入中国十余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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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的综合发展模式，并以先进的诊断技术、优质的检测产品和服务赢得了广
大客户的信赖。
欧蒙中国已成为中国自身免疫事业的引导者，标准规范化试剂的倡导者，实验室解决方案的推
行者以及医学诊断行业的领军者。在中国，超过 90% 的检验单位正在使用欧蒙的产品；几乎 100%
的全国重点实验室与欧蒙中国开展示范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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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 肺 军 团 菌 筛 查 专 家
■■ 欧蒙 LP 试剂盒抗原包被血清型 1-7
型脂多糖，全面提高嗜肺检出率。
■■ IgG/IgM 分型检测，有效区分当前
感染和既往感染，为临床诊疗提供实
验室依据。
■■ 提供 IgG/RF 吸附剂，有效消除 IgG
和类风湿因子（RF）干扰。
■■ 试剂稳定，保证结果准确性。

嗜肺军团菌感染阳性率通常为 5%-10%，有的阳性率甚至可高达 30%，由于临床上缺乏有效的诊断手段，
而造成医院和社区中不断发生军团菌感染的错觉 [1]。
在军团菌感染中，不同文献报道，嗜肺军团菌感染率并不相同，多由血清型 1 型和 6 型引起。
[1] Manual of Clinical Microbiology, 2005 第七版 第 4 卷 第 3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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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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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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业 要 闻 速 览

国务院组建食药总局 药监局再度独立
随着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 ( 以下简称“方案”) 的披露，国务院将组建的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 ( 以下简称“食药总局”) 浮出水面。这意味着，原先受卫生部管理的药监局再度独立出来，
与质检总局和工商总局分别参与食品监管整合，组成正部级单位，并拥有行政立法权。药监局直接对国
务院负责。根据最新方案，新组建的食药总局主要职责是对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食品安全和药品
的安全性、有效性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等，并将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相应的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队伍和检验检测机构划转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保留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具体工作由食品药
品监管总局承担。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加挂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牌子。同时，不再保留食品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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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蒙快讯》由欧蒙（北京）医学诊断技术有限公司于2010年创办，旨在为欧蒙公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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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动态、技术信息、专业知识以及欧蒙公司的最新产品信息和创新技术，为客户、读者及
企业搭建一个专业的信息沟通及宣传平台。《欧蒙快讯》每季度刊出一期，常设栏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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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两家医院也都予以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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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Mysterious Lost Month of Madness
By SUSANNAH CAHALAN
Last Updated : 6:01 AM, October 4, 2009
Posted : 3:49 AM, October 4, 2009
作者正照
My mysterious lost month of madness - NYPOST.com

IT was a cold March day as I walked to work from
my Hell's Kitchen studio. The weather was clear,
people were out in their coats and scarves, but
something did not feel right. The sky was so blue,
it hurt my eyes. The billboards in Times Square
assaulted me with violent reds,yellows and purples.
It was like the world had become brighter, louder,
more painful.
When I got to the Midtown newsroom of the New
York Post, where I was a year into my first full-time
reporting job, I asked a friend, "Have you ever not
felt like yourself? Have you ever felt completely
off?"

我的魔怔失忆岁月
My Mysterious Lost Month of Madness
【编译者推荐理由】
神经系统相关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诊断一直是个难题，由于缺乏明确的高特异性的诊断标志和诊断
方法，很多患者被误诊或者被作为病因不明的精神病患者而延误治疗时机，从而导致不可逆转的器
质性病变和无法挽回的后果，不少患者在精神病院度过余生，甚至也有患者因此失去生命。2003 年，
抗 NMDA 受体抗体的发现，开启了对特异性的自身免疫性的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指标的深入探寻，
是神经系统疾病实验室诊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随后一系列相应的指标被发现，完善了抗神经元自身
抗体谱（参见本期《抗神经元自身抗体—临床意义和检测方法》）。最重要的是，对于这类疾病，一
旦实验室检测结果确认，临床医生就可以立即采取免疫治疗，不仅能改善患者症状，甚至能挽救患者
的生命，这对于医学工作者和患者不能不说是一件鼓舞人心的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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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e," she laughed. "Of course. I hardly ever feel
like myself."
I laughed, too, but inside I worried. Lately, there had
been more and more days like this. I had started to
feel numb on the left side of my body. My arm and
leg on that side tingled.
Until recently, I had been a healthy 24-year-old,
happily starting a career in the Big Apple with a new
boyfriend. Now I spent sleepless hours wondering
what was happening to my body and my mind.

Updated: Sun., Oct. 4, 2009, 6:01 AM

My mysterious lost month of madness
By SUSANNAH CAHALAN
Last Updated: 6:01 AM, October 4, 2009
Posted: 3:49 AM, October 4, 2009

IT was a cold March day as I walked to work from my Hell's Kitchen studio. The weather was
clear, people were out in their coats and scarves, but something did not feel right. The sky
was so blue, it hurt my eyes. The billboards in Times Square assaulted me with violent reds,
yellows and purples. It was like the world had become brighter, louder, more painful.
When I got to the Midtown newsroom of the New York Post, where I was a year into my first
full-time reporting job, I asked a friend, "Have you ever not felt like yourself? Have you ever
felt completely off?"
"Sure," she laughed. "Of course. I hardly ever feel like myself."
I laughed, too, but inside I worried. Lately, there had been more and more days like this. I
had started to feel numb on the left side of my body. My arm and leg on that side tingled.
Until recently, I had been a healthy 24-year-old, happily starting a career in the Big Apple
with a new boyfriend. Now I spent sleepless hours wondering what was happening to my
body and my mind.
Then, one Friday at my desk, I cracked.
I had just finished an interview, was starting to write, and for no reason I began crying
hysterically. Co-workers gathered, wondering what was wrong. Moments later, I brushed it all
off, and skipped down an office hall, giddy with excitement.
Later, at home, I panicked. Was I going mad? Was I mentally ill?
I contacted a neurologist. He sent me to a litany of tests, including two MRIs. Nothing.
"Maybe it's mono," he suggested. "Or a virus."
He promised to follow up with more tests. In the meantime, I curled up with my boyfriend to
watch the PBS show "Spain -- On the Road Again." I remember thinking how much I disliked
Gwyneth Paltrow. Then, he would tell me later, I started grinding my teeth, moaning and
biting my tongue, until I finally passed out.
It was my first seizure. And the last thing I would remember for a month.
THROUGH interviews with family, my boyfriend and friends, I'm able to cobble together the
darkest moments of my life. My father kept notes in a spiral notebook, details of what was
happening that he could pass along to my mom as they took shifts caring for me.
From my boyfriend, I know that I awoke after the seizure at St. Luke's Hospital next to a
puking man.
Doctors ordered a CAT scan that came up clean -- but my behavior was becoming
increasingly bizarre.
"I'm dying of melanoma," I told my boyfriend. (I had been diagnosed with the skin cancer
five years ago and was convinced that was the cause of my seizure.) I started ranting about
suing the doctors and believed that they were out to get me.

上图：《纽约邮报》刊登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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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ents later, I brushed it all off, and skipped down
an office hall, giddy with excitement.
Later, at home, I panicked. Was I going mad? Was I
mentally ill?
I contacted a neurologist. He sent me to a litany of
tests, including two MRIs. Nothing.

Then, one Friday at my desk, I cracked.

"Maybe it's mono," he suggested. "Or a virus."

I had just finished an interview, was starting to write,
and for no reason I began crying hysterically. Coworkers gathered, wondering what was wrong.

He promised to follow up with more tests. In the
meantime, I curled up with my boyfriend to watch
the PBS show "Spain -- On the Road Agai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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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ember thinking how much I disliked Gwyneth
Paltrow. Then, he would tell me later, I started
grinding my teeth, moaning and biting my tongue,
until I finally passed out.
It was my first seizure. And the last thing I would
remember for a month.
THROUGH interviews with family, my boyfriend
and friends, I'm able to cobble together the darkest
moments of my life. My father kept notes in a spiral
notebook, details of what was happening that he
could pass along to my mom as they took shifts
caring for me.
From my boyfriend, I know that I awoke after the
seizure at St. Luke's Hospital next to a puking man.
Doctors ordered a CAT scan that came up clean – but
my behavior was becoming increasingly bizarre.
"I'm dying of melanoma," I told my boyfriend. (I
had been diagnosed with the skin cancer five years
ago and was convinced that was the cause of my
seizure.) I started ranting about suing the doctors and
believed that they were out to get me.
But even after the seizure and the paranoid delusions,
the neurologist didn't seem worried.
"It's probably alcohol withdrawal," he told my
stunned mother and me. He was convinced I was an
alcoholic; I barely drank.
My family packed up my clothes and took me to my
mother's home in New Jersey, where I continued to
deteriorate.
I stopped sleeping. Refused to eat. Paced the halls.
Couldn't control my rambling thoughts,
and ranted to my mother. I convinced myself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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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as bipolar and that I was having a nervous
breakdown.
Then I had a second seizure. Blood and foam spurted
out of my mouth onto the Oriental rug in my family
room.
Overwhelmed by my erratic behavior, my mom
dropped me off at my dad's house in Brooklyn
Heights for one night before my doctor's
appointment. My paranoid delusions got worse. I
refused to sleep and started banging on the locked
door, screaming, "Get me out of here!" I imagined
that my father had murdered his wife.
The next day, my mother, stepfather and boyfriend
took me back to the neurologist for an EEG, which
records the electrical activity of the brain. On the
ride there, I opened up the car door and tried to jump
out. My boyfriend held me down and my stepfather
child-locked the car. I screamed hysterically until we
got to the doctor.
Horrified by my increasing paranoia, and despite my
neurologist's hesitations, my mom and stepfather
took me immediately to the hospital. They demanded
that I not be placed in a psych ward.
There I had my third grand mal seizure while
waiting for a hospital bed, and was whisked up to
the epilepsy floor of New York University's Medical
Center.
For the first three days, I shared a room with three
other people, mostly suffering from epileptic
seizures.
Technicians glued EEG wires to my head, which
snaked into a child's pink backpack on the side of
my bed. I was monitored 24/7 by two video cameras
mounted on the ceiling.

Two times, I successfully ripped the electrodes off
my head, tugged at my IV as blood erupted from
my veins, and ran shrieking down the halls, trying
to find an exit. Nurses tackled me and stuck me with
a sedative. An imposing Jamaican nurse even sat
watch with me for 24 hours so that I couldn't escape
again.
I had to wear an orange wristband that said "flight
risk."
"The physical discomfort of not being able to shower
or wash her hair coupled with the fact that she was
tethered electronically to a monitor started to take
its toll," my dad wrote in his notebook. "She told me
she was dying a little bit every day. I told her to trust
me and I would get her out, but we had to find out
what was wrong with her. She said, no – get me out
now."
It's hard for me to hear about the things that I
believed during my madness. When I turned on the
TV, I imagined I was on the news and that satellite
trucks from all the major networks were camped out
outside of my hospital room waiting to interview me.
I imagined the woman beside me was tape-recording
my conversations and talking about me in Spanish
to her family. I was convinced that I could speak
Spanish and interpret her words.
Multiple times a day, residents, doctors and nurses
would ask me: "What day is it? Where are you?
What's your name?" Though it would take me over
a minute to answer, I did so correctly, albeit a little
pissed off.
One night a nurse came by to do my vitals and ask
the inane questions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I had
finally fallen asleep and was less than pleased. As
she bent down to take my blood pressure – which
was spiking due to the illness – I wound up and

slapped her across her chest. She gasped in disbelief
and fear.
Two weeks pass. Every day a new doctor comes
to visit. There are internists, infec tiousdisease
doctors, immune-system specialists, psychiatrists,
psychopharmacologists. They send me to MRIs,
sonograms, X-rays, CAT scans, PET scans,
multitudes of blood tests. All come back negative.
No one could give my parents an answer.
My dad came in the mornings, sat with me and
fed me breakfast. My mom would come in the
afternoons, and my boyfriend came in the evenings
and stayed with me until I fell asleep.
They never missed a day.
Two comforts for me were apples – which I
inexplicably craved, eating three a day – and my
boyfriend's iPod, on which he made a mix of mostly
Ryan Adams tunes, which helped me sleep through
the night.
My father prayed. "I would walk across town on 33rd
Street to catch the subway on Park Avenue South.
There is a chapel between 1st and 2nd Avenue that is
dedicated to Jesus and Mary. Each time I walked by
I begged God to help Susannah," he wrote. "I even
tried to make a deal. I asked God to take me right
there on the spot or do anything he wanted with me
if only Susannah could be helped."
The paranoid delusions started to wane as the
medications, anti-anxiety drugs Geodon and Ativan,
increased. But I was losing the battle. I could no
longer read. My tongue curled,making it hard to
speak. I had difficulty swallowing. It took me a
whole minute to answer the simplest questions.
Day after day passed with no answer. I became more
withdrawn. I found it hard to walk with my f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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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other around the hospital floor. Close friends
were alarmed at my passive and incoherent state.
Doctors secretly feared that they were losing me.
The head doctors started speaking of a mythical
miracle man named Dr. Souhel Najjar. "He would
find out what it is," they would say. They even
nicknamed him "Dr. House."
My mom requested that we meet this Najjar in
person. And after two spinal taps came back
with high white blood cell counts – an abnormal
occurrence that signifies brain swelling – the case
was officially passed on to Najjar, a Syrian-born
neurologist, neuro-pathologist and epileptologist at
NYU Medical Center.
When he came to speak with us, my family was
buoyed by his confidence.
He grasped my hands and said, "I'm going to find out
what this is and fix it."
Then he handed me a pencil and a piece of paper.
"Draw a clock," he said.
I grasped the pencil and made a circle. Feeling a
little confused and put on the spot, I drew in the
clock face.
My mother and father gasped.
All the numbers were written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clock face, and no numbers were on the left side.
NAJJAR now had five clues as to what was
overtaking me: the seizures, the catato nia, the high
blood pressure, the high white blood cell count in my
spinal taps and the bizarre clock. It
was preliminary proof that the right side of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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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in (which controls the left side of the body)
was inflamed. He believed it was some sort of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or the swelling of the brain
caused by an attack by rogue antibodies.
He decided to send my blood and spinal fluid to a
well-respected neuro-oncologist from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named Dr. Josep Dalmau to test to
see if rare antibodies were present.
But we had to wait two weeks for the results.
In the meantime, a brain biopsy would be necessary,
Najjar said. They would need to cut out a piece of
my temporal lobe, my horrified parents learned.
"I can remember being alone in her room when she
began to cry," my dad writes in his diary. "I went
over to her on the bed and hugged her when I began
to cry. Next thing I knew, Susannah was laughing. I
asked why. She told me it was the first time she ever
saw me cry and I must have looked pathetic."

Penn's Dr. Dalmau had discovered these antibodies
in 2003. Until then, people suffering from my
madness were misdiagnosed, likely ending up in
mental hospitals, if not dead. Experts aren't sure
what causes it, though they believe it's genetic, not
environmental.
According to his studies, the median age for the
disease is 20. The youngest is 21 months.
About 75 percent of those affected by it are women.
All show forms of psychotic behavior,some show
signs of catatonia. About 80 percent of patients have
seizures and 70 percent of patients see psychiatrists
before any other doctors, according to Najjar.
Najjar estimates that nearly 90 percent of those
suffering from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go
undiagnosed.
"It's a death sentence when you're still alive," Najjar
told me. "Many are wasting away in a psych ward or
a nursing home."

The next day, I was taken to ICU for surgery. I
remember opening my eyes as they sliced into my
brain and saying something like, "I'm awake."

I was the first person in NYU Medical Center's
history to be diagnosed with NMDAR encephalitis.

The anesthesiologist looked at me and said, "Oh, s- -."

Najjar wasted no time. He immediately hooked me
up to an IV and started the treatments.

My mom thinks it was just another hallucination. It
seemed so real to me, but I couldn't trust my own
mind.

First came the intravenous immune globulin, which
reduces inflammation of the brain. Then came high
levels of steroids, which also reduce inflammation.
And finally he hooked me up to a plasmapheresis
machine, which flushes out the harmful antibodies
from your system, through an IV in your neck.

After the surgery, the blood work and spinal fluid
came back positive for rare antibodies called antiN-methyl-D-aspartic acid receptor, or anti-NMDAR
encephalitis. The name signifies that the receptors in
the frontal lobe, responsible for cognitive reasoning,
and the limbic system, or the emotional center of the
brain, are under assault by the immune system. My
body was attacking my brain.

At a medical conference last week at NYU, Najjar
presented my case and the wide spectrum of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disorders, saying that I was
back to "normal." A friend and coworker laughed.
"You're better, but you're not normal," she said.
My father reflected on my time in the hospital.
"Najjar told me she could have easily ended up in a
nursing home for the rest of her life. Najjar thought
she was extremely lucky. He was saying, with time,
she could get back 90 percent of her cognitive
abilities," he wrote.
I'm happy to say that today I'm at 100 percent,
and marveling at the lost month of my life, paging
through my father's diary like I'm reading about a
stranger.
"All I knew was that she was alive, and her spirit
was intact," he wrote at the end, words that bring me
to tears. "We had more hospital stays for treatments,
doctor visits, and lots of medications to deal with,
but my baby was on the way home."

NEW YORK POST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NYP
Holdings, Inc.nypost.com , nypostonline.com , and
newyorkpost.com are trademarks of NYP Holdings,
Inc.Copyright 2011 NYP Holding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rivacy | Terms of Use

The initial treatment took about a week, until I was
well enough to be released from the hospital. Six
months later, I'm still taking steroids, but I'm back
at work, back at home, seeing colors clearly and not
breaking down at my de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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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魔怔失忆岁月
选自《纽约邮报》（2009 年 10 月 4 日）
原文 | Susannah Cahalan
翻译 | 唐倩
三月的一天，天气阴冷，我从 Hell's Kitchen
工作室步行上班。天气晴朗，人们穿着大衣，戴
着围巾，但我总觉得有点怪怪的。天空是如此之
蓝，刺痛着我的双眼。时代广场的广告牌充斥着
暴力的红色，黄色和紫色。看上去世界变得更加
明亮，更加嘈杂，也更加痛苦了。
一年前，我在《纽约邮报》开始了第一份全
职工作。当我走进《纽约邮报》的新闻编辑室，
我问一位同事：“你有没有不喜欢自己的时候？
有没有灵感全无的时候？”
“当然有”，她笑道，“我几乎没有喜欢自
己的时候。”
我也跟着笑了，但心里却充满忧虑。近来，
越来越多的时候出现这种感觉：我左侧身体开始
感到麻木，左手臂和左腿也感到刺痛。不久前，
我还是一个 24 岁的健康人，刚刚和新男友在纽
约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可现在，我在无数个辗
转反侧的不眠之夜思考着我的身体和大脑究竟发
生了什么状况。
不久的一个星期五，我突然在办公桌前精神
崩溃了。
我刚做完一个采访，正要开始写稿，但却毫
无缘由并歇斯底里的哭了起来。同事们都围了过
来，想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过了一会，我关掉
电脑，走出办公室，兴奋得头晕。
后来，我独自回到家中，感到恐惧万分，我
是不是发疯了？是不是得了精神病？
我在神经科医生那里接受了一系列的检查，
包括两次核磁共振。一切正常。
“可能是一过性的”，医生解释道，“也可
能由病毒引发。”
医生答应继续跟进我的病情进展并帮我预约
了更多检查。我只记得，我当时正蜷缩着与我男
友在看 PBS 节目“西班牙—重新上路”，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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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想我是多么不喜欢格温妮丝·帕特洛。后来，
医生却告诉我，我当时一直在磨牙，呻吟并开始
咬自己的舌头，直到不省人事。
这是我第一次癫痫发作，也是这一个月中我
自己唯一记得的最后一件事。
通过我的家人、男友及朋友的描述，我拼凑
出了这段生命中最黑暗的岁月发生的所有往事。
感谢我的父亲将这段时间里发生的每件事情都逐
一记录在本子上并随时告诉我的母亲，以便于他
们俩轮流照顾我。
从男友那得知，癫痫症状缓解后，我在圣路
加医院里苏醒过来。
为了更清楚的探究病因，医生建议我接受
CAT 扫描检查。但是，我的行为却开始变得异常
古怪。
“我将死于黑色素瘤。”我对男友说。（五
年前我被诊断患有皮肤癌，并相信这是导致我现
在发病的原因。）我咆哮着控诉医生，认为是他
们把我搞成这样的。
不过即使在我癫痫和妄想症发作后，医生看
上去一点也都不担心。
“可能是戒酒的原因”，医生告诉我和吓坏
了的母亲，因为他坚信我是一个酒鬼，但事实上
我几乎从不喝酒。
家人打包好我的衣物，带我到位于新泽西的
母亲家。在那里我的病情继续恶化。
我不吃不睡，在客厅走来走去，无法控制的
胡思乱想，并朝母亲大吼大叫。我确信自己有双
重性格，并导致自己精神失常。
紧接着，我第二次癫痫发作。血和白沫从我
的口中喷到了房间的波斯地毯上。
一天晚上，母亲再也不能忍受我古怪的行为，
在取得医生预约前将我送到了位于布鲁克林高地
的父亲家中。我的妄想症变得愈加糟糕。我不肯

睡觉，拼命拍打已被反锁的房门，大声喊着：“放
我出去！”我臆想父亲谋杀了他的妻子。
第二天，母亲、继父和男友带我到医生处接
受脑电图检查（脑电图用于记录脑电波的活动情
况）。车在行驶的途中，我打开了车门，试图跳
出去。男友拦住了我，继父的孩子锁上了车门。
一路上，我歇斯底里的尖叫。
母亲和继父被我越来越严重的偏执行为吓坏
了，尽管医生还很犹豫，但他们立马带我去了医
院。但他们并不希望我住在精神病院里。
在等待病床的时候，我第三次癫痫大发作，
因而被迅速转移到了纽约大学医学中心的癫痫
科。
前三天，我与另外三个癫痫患者共用一个房
间。
检查人员将放置于床边粉红色背包中延伸出
的脑电图检查线贴在我的头上。此外，我被天花
板上的 24 小时全天候摄像机监控着。
我曾两次成功扯掉贴在我头上的电极，拔掉
静脉点滴。血从静脉中喷出来，我尖叫着跑到大
厅，试图找到出口。护士拦住我，并给我注射镇
静剂。一位身材魁梧的牙买加护士甚至 24 小时
看着我，以至我再也无法逃跑。
我不得不戴着表示有逃跑危险的橙色腕带。
“不能洗澡和洗头导致的身体不适，加上被
电线拴在监视器旁也开始对她造成了伤害。”父
亲在他的本子上写到，“她告诉我，她正一点点
地死去。我要她相信我，找到病因后立刻带她出
去。她说不，马上带她离开。”
在我发病期间，我难以相信我所听到的事
情。当我打开电视时，我想象自己出现在新闻中，
所有主要的媒体的卫星转播车在医院外等候采访
我。
我想象在我旁边的女人将我的话录音，并用
西班牙语与她的家人在议论我。我相信我会说西
班牙语，能听懂她说的每个字。
病友、医生和护士会在一天内多次问我：“今
天星期几？你在哪里？你叫什么名字？”回答这
些问题会占用我一分钟的时间，但我依然正确地
回答，虽然有点生气。
有一天半夜，护士来检查生命体征并询问愚
蠢的问题。我不太高兴，最终睡着了。当她弯下
腰为我测量血压时（由于疾病的原因导致血压升

高），我感到紧张，朝她胸口打了一拳。她喘着气，
露出一副难以置信和恐惧的表情。
两周过去了。每天都会有新的医生来看我，
包括内科、感染科、免疫、精神科和精神药理学
专家。我接受了核磁共振、超声、X- 射线、CAT
扫描、PET 扫描和大量的血液检查。所有的检查
结果为阴性。没有人可以给我父母一个答案。
父亲上午来，坐在我边上喂我早饭。母亲下
午来，男友晚上来待到我睡着。他们从没有任何
一天没来。
最令我感到舒服的是两个“苹果”。其中一
个是我渴望的，每天吃三次的苹果；另一个是男
友的 iPod，里面主要是瑞安·亚当斯音乐，它能
让我一觉睡到天亮。
父亲在他的本子上写到“我步行沿第 33 街
区穿过小镇到公园大道南乘地铁。在第一和第二
大道间有个小教堂。每次路过，我都祈求上帝帮
助苏珊娜。”“我甚至希望能与上帝交易，让我
身处危险中或做任何的事来换取对苏珊娜的帮
助。”
我的妄想症状因为服用抗焦虑药卓乐定和安
定片的剂量增加而有所缓解。但是我却在与疾病
的战斗中退缩了。我再也无法阅读。我的舌头卷
曲，说话和吞咽出现困难。我需要花整整一分钟
才能回答最简单的问题。
时间一天天过去，但依然找不到病因。我开
始变得孤僻。与父母在医院的楼层散步已经变得
困难。朋友们对我的消极和语无伦次的状态感到
震惊。医生也暗暗担心我的状况。
主治医生们开始谈论一位神奇的医生，苏海
勒·纳贾尔博士，“他也许能找到病因。”他们
甚至给他取了昵称“豪斯医生”
（美剧“豪斯医生”
的主角， 专门解决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诊断其
他医院或者部门不能做出诊断的病人）。
我母亲要求亲自见纳贾尔博士。他出生于叙
利亚，是纽约大学医学中心神经学家、神经病理
学家和癫痫病专家。我两次骨髓穿刺结果显示白
细胞数高（异常结果提示脑肿胀）。我的结果报
告终于发给了纳贾尔博士。
当他主动联系我们时，我们全家被他的自信
所鼓舞。他握住我的手，说：“我将找到病因，
并治好你。”
然后他给我一支铅笔和一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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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画一个钟。”
我拿起笔，画了一个圈。带着迷茫，我画了
钟面。
我的父母倒吸了一口气。
所有的数字被写在了钟面的右侧，而没有数
字在钟面的左侧。
纳贾尔博士现在有 5 条线索：癫痫、紧张症、
高血压、骨髓中白细胞高和怪异的钟。初步证明
控制左侧身体的右侧大脑有炎症。他认为这是由
自身抗体攻击导致的某种自身免疫性脑炎或脑肿
胀。
他决定将我的血液和脑脊液送到德高望重的
宾西法利亚大学约瑟夫·达尔莫博士那里进行检
测，看看是否有罕见抗体的存在。
两周后我们才能得到结果。
与此同时，纳贾尔博士说脑活检也是必要的，
他们需要切取我的一片颞叶。这吓坏了我的父母。
“我记得她独自留在房中，开始哭泣，”我
爸爸在日记中写道。“我走向她，并抱着她，一
起哭。苏珊娜开始笑了起来，我问她为什么笑。
她说这是她第一次看到我哭，我一定看起来很可
怜。”
第二天，我转到了 ICU 病房准备手术。我记
得当医生在我脑中切取组织片时，我睁开眼，说：
“我醒了。”
麻醉师看着我，说：“噢，糟糕。”
我妈妈认为这只是一个幻觉。但它对我来说
如此的真实，以至于我自己也感到难以置信。
手术后，血液和脑脊液检查的结果也出来了，
是阳性，他们找到了名为抗反 -N- 甲基 -D- 天冬
氨酸受体的罕见抗体，或称之为抗 NMDA 受体
抗体。该名称表明该受体位于额叶（负责认知推
理）和边缘系统（大脑情绪中心），会受到免疫
系统的攻击。我的机体正在攻击我的大脑！
2003 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达尔莫博士发
现了这类抗体。在此之前，很多像我一样的患者
都被误诊了。即使他们还活着，也很可能在精神
病医院度过余生。专家们并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
致了抗体的产生，但他们相信与遗传有关，而非
环境。根据达尔莫博士的研究，该病患者的平均
年龄约为 20 岁，最小的仅 21 个月。大约 75% 的
患者为女性。所有患者均表现为精神异常，有的
出现紧张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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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纳贾尔博士的经验，大约 80% 的该病
患者有癫痫，70% 的患者初次就诊为精神科。而
90% 的自身免疫性脑炎的患者都被误诊了。“虽
然活着，但却已经被判了死刑。”纳贾尔告诉我，
“很多人的时间被浪费在了精神病院或疗养院。
”
我是纽约大学医学中心第一例被诊断为
NMDA 受体脑炎的患者。纳贾尔没有时间，他立
即为我制定了治疗方案。首先是注射免疫球蛋白，
以减少大脑炎症反应；然后是高浓度的类固醇，
也用于减少炎症；最后使用了血浆置换机，清除
体内的有害抗体。
这样的前期强化治疗大约持续一周的时间，
直到 6 个月后，我恢复到足够好，可以出院了，
我仍然服用类固醇，但我已能回到家中，并重新
开始工作。我能清晰的看到色彩，不会在办公桌
前崩溃。上周，在纽约医学中心的医学会议上，
纳贾尔博士报告了我的病例和广泛的自身免疫性
脑炎，说到我已经恢复到“正常”。我的朋友和
同事们都笑了，“你的确变得更好了，但绝不是
普通人。”
父亲这样描述我在医院的那段时间，“纳贾
尔告诉我，你的女儿很可能需要在养老院度过余
生。医生说她是非常幸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能恢复 90% 的认知能力。”
我很高兴的说，今天我已经 100% 恢复了，
并对那发疯的一个月的生活感到惊讶，我阅读父
亲的日记就好像在看一个陌生人。
“我所知道的是，她还活着，她的精神是完
整的，”父亲最后写道。这些字句感动的我热泪
盈眶，“为了治病、就医和药物治疗，我们花了
大量的时间在医院，但令人欣慰的是，我的孩子
现在开始好转了。”

抗神经元自身抗体
— 临 床意 义 及 检 测方 法
Wenhan Li; Sandra Saschenbrecker; Kristin Rentzsch; Christian Probst; Lars Komorowski; Winfried Stöcker*
（欧蒙实验免疫研究所，德国吕贝克）
* 通讯作者 : Prof. Dr. med. Winfried Stöcker， 欧蒙实验免疫研究所， Seekamp 31， D-23560 Lübeck，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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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枢神经系统和外周神经系统的很多疾病与抗神经元自身抗体相关，相应的靶抗原包括神经元胞内神
经肿瘤抗原和神经元表面抗原。临床上，检测血清或者脑脊液中的这类自身抗体对于疾病诊断具有重
要意义。抗神经肿瘤抗原的自身抗体与不同恶性肿瘤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这样的实验室检验结果可
以为临床医生探查肿瘤提供指导和依据。一系列针对神经元表面抗原的自身抗体是新近发现报道的；
科研人员利用转染的人源化细胞，很快实现了在临床检验实验室中用间接免疫荧光法（IIFT）对这些
自身抗体进行单特异性的检测。临床数据显示，针对神经元表面抗原的自身抗体，其阳性发生率高于
已知的抗神经元胞内抗原的自身抗体，是其三倍左右；而抗谷氨酸受体（NMDA 型）抗体的阳性发
生率在这类抗体中最高，大概占所有神经元相关检测指标的 50% 以上。我们的临床经验显示，全面
检测抗神经元自身抗体谱可以大大提高血清检测命中率，比检测单一指标提高一倍多，往往可以获
得一些附加的更加特异性的重要线索，甚至能够挽救很多患者的生命。推荐的临床检测策略是，同步
检测所有与诊断和鉴别诊断相关的抗神经元自身抗体；结合天然与重组抗原基质建立的多参数检测系
统（如生物薄片马赛克和免疫印迹法）适用于对神经系统相关自身抗体谱的临床检测。

引言
神经和神经 - 肌肉综合征很多都有自身免疫致病机制的参与（1-4）。检测患者血清或者脑脊液中的自身
抗体谱对于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治疗及预测都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应该尽早检测。抗神经肿瘤
抗原的抗体类型和肿瘤类型具有相关性，抗体检测的阳性结果往往提示肿瘤的存在，有助于肿瘤的
早期发现和为肿瘤的探查提供线索 （5，6）。过去的十年中，医学家和科研工作者对于抗神经元自身抗
体的研究和探讨不断深入和完善，取得了很多突破性的进展，尤其是发现并明确了一系列致病性的自
身抗体，其靶抗原以神经元表面抗原（受体，通道蛋白及相关因子）为主。这一系列抗体与某些潜在
的可治愈性的中枢神经系统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相关（例如：自身免疫性脑炎）（7，8），对于这些抗体
的发现，使很多过去诊断不明的疾病得以明确诊断，从而使患者得到有效治疗。重组细胞为基质的
免疫方法，为这类抗体的检测提供了高灵敏度和高特异性的方法，并且实现了多项检测指标的整合（9，
10）
。由此诞生的平行检测神经系统全抗体谱的产品，能够显著缩短实验室检验的耗时，简化检测过程，
为临床提供强有力的诊断和鉴别诊断依据，最终实现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甚至挽救生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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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神经元抗体的分类

二、抗神经元自身抗体对应的临床综合征

根据抗原在神经元、胶质细胞 * 或肌肉细胞中的
定位，人们将抗神经元自身抗体分为（i）抗细胞
内抗原的抗体和（ii）抗细胞表面 / 突触抗原的抗
体（4），靶抗原分别是：

这里总结了一些具有重要诊断意义的抗神经
元自身抗体及对应的临床综合征，见表 1。
2.1 自身免疫性脑炎

经典的副瘤性自身免疫性脑炎主要表现为典
型的神经精神症状（失忆、中风、精神错乱、心
• 核 抗 原： 例 如 Hu，Ri，ANNA-3（PP），
理障碍）和抗神经肿瘤抗原 Hu，CV2，Ma，或
SOX1（AGNA）*
者 Amphiphysin 的副瘤性神经元自身抗体阳性（14），
• 胞 浆 抗 原： 例 如 Ma1，Ma2，Yo，PCA-2，
在超过 95% 的病患会探查到肿瘤（5，11）。早期诊
Zic4，CV2*，Titin
断并且尽早清除肿瘤可以有效地稳定病情，但是
• 胞内突触抗原：例如 Amphiphysin，GAD
免疫干预措施对于这一类疾病的疗效却十分有限
（14，16）
。相关的抗体还有，如抗 ANNA-3 抗体或
（ii）
者抗
PCA-2
抗体（17，18），这两类脑炎亚型比较罕见。
细
胞
膜
相
关
表
面
抗
原：
例
如
NMDA
受
体，
•
AMPA 受体，mGluR1，mGluR5，GABAB 受体， 报道较多的是与抗 GAD 抗体相关的脑炎综合征，
GLRA1，VGKC，LGI1，CASPR2，VGCC， 常伴发明显的颞叶癫痫和非副瘤性病因，患者血
清以及脑脊液中可以检测到高滴度的抗 GAD 抗
AQP4*，AChR，MuSK，DNER(Tr)
体（19）。
另一种分类是根据抗体对于肿瘤的预测价值
近年来，新定义的与非典型的副瘤性自身免
（1）。一类为典型的副瘤性神经元自身抗体，靶抗
疫性脑炎相关的自身抗体，则主要针对位于神经
原分布于神经元的胞内和异位的肿瘤组织中（例
如： 抗 Hu，Yo，Ri，Ma2，CV2，Amphiphysin， 元细胞表面的靶抗原，包括：谷氨酸受体（NMDA
（20）
； 谷 氨 酸 受 体（AMPA 型）；GABAB
Recoverin 的自身抗体）。这些抗体和副瘤性神经 型）
综合征相关——肿瘤疾病的并发症，但不是因为肿 受体以及主要以典型的边缘性脑炎为特征的钾离
（7，8）
；
瘤本身或肿瘤转移等引起的。这类抗体的出现提 子通道（VGKC）相关蛋白 LGI1 和 CASPR2
表现为
Ophelia
综合征（边缘性脑炎合并霍奇金
示有肿瘤新生物存在（典型的副瘤性神经综合征）
（21）
（1，5，11）
。
。病理机制可能是由肿瘤激活了细胞毒性 淋巴瘤）的代谢性谷氨酸受体 5（mGluR5）
这一类综合征的患者，如果能够早期得到适当的
T 细胞应答，导致了不可逆的神经元的损伤，通常
提示预后不良（12-14）。这类自身抗体的出现往往早 治疗，症状能够得到部分甚至完全的缓解，但存
（7）
于肿瘤典型的临床症状，因此是探查早期肿癌的重 在复发可能性 。

（i）

要信号。第二类为针对胞内定位的抗原的自身抗体，
2.2 脱髓鞘疾病
目前也被定义为“不典型的副瘤性神经元自身抗体”
这类疾病以进行性髓鞘脱失为典型特征，脱
（例如：抗 Tr，Zic4，PCA2，ANNA-3，AGNA 的
自身抗体）。由于这些抗体对于相应肿瘤的预测 髓鞘的区域定位于大脑和脊髓（中枢神经系统
价值尚不明确，人们把其暂且归纳为一个独立的 （CNS））。髓鞘脱失会影响神经元的信号传导，
群组（1）。第三类是针对谷氨酸受体（NMDA 型和 从而导致运动、视觉和感觉障碍。疾病主要包括
AMPA 型），GABAB 受体，LGI1，CASPR2 和其 视神经脊髓炎（NMO），临床表现为视神经和脊
（22）
。NMO 以及 NMO 系列疾病（NMOSD，
他表面蛋白的自身抗体，被定义为选择性副瘤性神 髓受累
经元自身抗体，因为这些抗体相关的神经症状既可 例如复发性视神经炎，长节段性横贯性脊髓炎等
能伴发肿瘤也可能不伴发肿瘤（1，10）。从这类综合 都与致病性抗体，即抗中枢神经系统水通道蛋
（23）
。这种高度特异性的血清
征的发病机制来看，抗体和补体均参与了致病机制 白 Aquaporin4 相关
（13，15）
学标记物使得对该疾病的早期诊断和鉴别诊断成
，因此免疫治疗在多数患者中能够取得良好
为可能，尤其是和该病最容易混淆的多发性硬化
的效果（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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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的鉴别。后者也是一种脱髓鞘疾病，主要与抗
髓磷脂蛋白的自身抗体，例如抗髓磷脂碱性蛋白
（MBP）抗体和抗髓鞘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MOG）
抗体（24-26） 相关，但是由于这些抗体对于疾病诊
断的特异性较低，专家们对其应用价值仍存在争
议。 研 究 称， 在 抗 AQP4 阴 性 的 NMO/NMOSD
患者（27）以及儿童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ADEM）
患者中也可检出抗 MOG 抗体（28，29）。

的自身抗体，对于多种形式的外周神经病的诊断
具有重要意义。抗神经节苷脂抗体是格林 - 巴利
综合征及其变异型（例如：急性轴突性运动神经病：
GM1-/GM1b-/GD1a-/GalNac-

GD1a-IgG； 密 勒 - 费 雪 综 合 征：GQ1b-/GT1aIgG） 以 及 多 灶 性 运 动 神 经 病（GM1-/GD1b-/
asialo-GM1-IgM）的重要诊断标志物。还有抗髓
磷脂相关糖蛋白（MAG）的 IgM 类抗体在临床
2.3 僵人综合征
上主要出现在脱髓鞘型多发性神经炎合并高丙种
球蛋白血症（41，42）的患者。自主神经失调的患者
僵人综合征（SPS）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疾病，
中 约 有 50% 为 抗 尼 古 丁 型 乙 酰 胆 碱 受 体（α3主要表现为躯干和 / 或四肢进行性肌肉僵硬以及
AChR）阳性（43）。副瘤性神经病也可能是和抗
阵发性或者刺激性痉挛。临床表现形式有僵肢综
Hu， CV2（44,45），Amphiphysin （38），Ma1/
合征（SLS），仅局限于单个肢体受累；有所谓的“复
Ma2（46），AGNA（47） 或者 ANNA-3（18） 等神经肿
合亚型”脑脊髓炎合并僵化以及肌阵挛（PERM），
瘤抗原的抗体相关。除此之外，自身免疫性神经
包括脑干和脊髓在内的所有的神经症状（例如：
病还可能合并其他系统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并且
眼球运动障碍、癫痫发作、锥体束现象、共济失调）
相应的自身抗体参与其致病机制（系统性血管炎：
（30，31）
。 大 约 80% 的 SPS 患 者， 血 清 中 可 检 测
抗 PR3 抗体，抗 MPO 抗体，cANCA，pANCA；
到高滴度的抗 GAD 抗体，脑脊液中也有抗体合
干燥综合征：抗 SS-A 抗体，抗 SS-B 抗体；乳糜泻：
成。大约 5% 的 SPS 患者是副瘤性的，多数和抗
抗肌内膜抗体，抗组织转谷氨酰胺酶抗体，抗麦
Amphiphysin 抗体相关（31-33）。个别 PERM、非典
胶蛋白抗体）（48）。
型的 SPS/SLS 或者遗传性过度惊跳综合征患者还
2.6 肌无力综合征
能检测到抗甘氨酸受体（GLRA1）抗体（34，35）。
2.4 小脑综合征
自身免疫性小脑共济失调（运动协调和行走
能力丧失，发音障碍，眼球震颤）的典型的运动
障碍大多是由副瘤性小脑退行性病变引起的。
这类疾病通过其临床表现、预后以及相关
的肿瘤和抗体，可以分为不同的异质性亚型（36）。
涉 及 的 自 身 抗 体 其 靶 抗 原 包 括：Yo，Hu，Ri，
CV2，Ma1/Ma2，DNER(Tr)，mGluR1（36），Zic4
（37）
，Amphiphysin（38），VGCC（39），ANNA-3（18），
PCA-2（17），和 AGNA（40）。在非典型的副瘤性
小脑病变的患者中可能偶尔还能检出抗 GAD 抗
体（高滴度，颅内合成）（33）。
2.5 自身免疫性神经病变
外周神经也可能成为自身免疫反应攻击的对
象，病变可能累及神经、胶质细胞或者髓鞘。临
床上多表现为肌肉运动瘫痪，感觉障碍或者自主
神经失调等。抗神经元细胞膜上糖脂或者糖蛋白

重 症 肌 无 力（MG） 和 Lambert-Eaton 肌 无
力综合征（LEMS）都是以肌肉无力为主要症状，
由抗体介导的神经肌肉接头突触处的传导障碍引
起的疾病。
大约 85-90% 的全身性 MG 患者为抗尼古丁
型乙酰胆碱受体抗体（AChR）阳性；其余的抗
乙酰胆碱受体阴性的患者中，取而代之的是肌肉
特异性酪氨酸激酶（MuSK）抗体或者低密度脂
蛋白受体相关蛋白 4（Lrp4）抗体（49，50）。除此之外，
横纹肌抗原的反应（例如：Titin）常与一些肿瘤
相关（约 15% 的肌无力综合征患者伴发胸腺瘤），
而且一般病程较重（51）。
大约 90% 的 LEMS 患者中可以检出致病性抗电
压依赖性钙离子通道（VGCC）抗体。如果同时
还 检 测 到 抗 胶 质 细 胞 核 抗 体（AGNA）， 则 提
示 LEMS 可能伴发肿瘤（约占 50% 的比例）（52，
53）
。偶尔在个别患者中还可检出其他如抗 CV2
抗体（54） 和抗 PCA-2 抗体（17） 等抗肿瘤神经抗原

19

EUROIMMUN Express | 封面故事
体，若结果阴性，再用 RIA 通过 125I 标记的绿
窄头眼镜蛇毒素免疫沉淀 VGKC 复合物进行检测，
三、抗神经元自身抗体的实验室检测
因为这种方法可以检测到直接和 VGKC 亚单位
自身免疫性神经 / 神经肌肉综合征的诊断依 （Kv1.1/1.2/1.6）以及至今尚不明确的 VGKC 复合
（56）
结合的抗体。
据包括典型的临床症状，不同的辅助诊断方法（如 物蛋白
MRT， EEG，肌电图，脑脊液常规等）的检查
与胞内神经肿瘤抗原发生的阳性反应者，可
结果，排除可能引起类似症状的其他致病因素（如
以用免疫印迹法进一步确认靶抗原：采用小脑
感染，肿瘤，外伤，代谢或者毒性因素等），在
以及海马的提取物作为基质的 Westernblot 或者
血清或者脑脊液中检测到特异性自身抗体（1，2）。
以重组抗原为基质的线性印迹法（30，57）。相对于
临床症状复杂多样，有的表现为单一的特异性症状，
Westernblot 上面复杂的抗原谱，线性印迹法仅仅
然而更多的是混合性（例如副瘤性小脑退行性病
选择具有重要诊断价值的重组抗原，其结果更加
变合并 LEMS（55） 的重叠综合征）或非特异性症
明确。
状，这时可以通过血清学检测予以鉴别，进而依
据检测结果给予相应的治疗。另外，在某些患者 3.2 重组细胞为基质的免疫方法—检测抗神经元
中，还可能同时出现多种抗胞内抗原自身抗体和 表面抗原抗体的最佳选择
/ 或抗细胞表面抗原自身抗体。
IIFT 采用转染的人源细胞作为基质，是目前
3.1 自身抗体检测
检测抗神经元表面抗原自身抗体的最佳方法，因
为在这个应用领域中（i）分离和纯化抗原难度较
近年来，神经科医生对自身抗体检测的认识
大，而且耗时较长；（ii）破坏性提取蛋白的方
和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检测抗神经元自身抗体金
法有可能导致抗原构象发生无法预知的变化，不
标准是采用不同的灵长类动物的冰冻组织（海马、
利于捕获抗原或者抗体特异性结合能力下降；（iii）
小脑、大脑、外周神经、肠、胰腺）切片作为基
抗原表达通过其他的（如细菌）表达系统无法实现。
质的 IIFT（见图 1A/B）。作为补充，还可选用
膜相关蛋白（例如受体或者通道蛋白）与相应自
体外培养的海马神经元细胞作为基质检测某些抗
身抗体结合的位点通常是糖基化位点组成的构像
体（见图 1C）。对于大部分疾病相关抗体，这
表位。转染的 HEK293 细胞表达这类抗原，作为
样的天然抗原基质具有较高的检测灵敏度，而且
基质用于 IIFT 检测，这种技术平台一方面避免了
抗原的呈现方式以及抗原与特征性的抗体结合的
繁琐的蛋白质纯化的过程，另一方面最大程度保
荧光模式典型，结果可靠；其局限性在于，在少
证了蛋白翻译后修饰和构象表位形成（58）。人们
数情况下，某些抗体和组织切片结合的模式对疾
可以根据需要，表达个别已经明确定义的靶抗原
病的特异性较低，有时荧光模式也会受到其他同
及其亚单位（例如 NMDA 受体的 NR1 亚单位）
时存在的自身抗体的影响而难以鉴别，特别是抗
或者共表达多个抗原（例如 AMPA 受体 -GluR1/
核抗体和抗线粒体抗体。
GluR2，AChR/Rapsyn），进行抗原修饰（例如
人们将生物薄片马赛克技术应用到抗体检测 相关表位的优化，非特异性表位的剪切等），用
中，采用 IIFT 方法检测，以转染的 HEK293 细 这样重组设计的抗原来检测抗体不仅具有高灵敏
（10，59）
。相对
胞（人胚肾细胞）作为检测基质，每个生物薄片 度，而且其高特异性也得到了保证
上面包被有表达单一的特异性神经肿瘤抗原的细 于以纯化抗原为介质的检测系统，这种以细胞为
胞（9，10）（见图 1D）。这一技术平台的建立是 基础的分析手段通常更迅速也更简便，也因此能
一项重大的技术革新，部分检测指标还可以选择 够更快地将新的诊断标志物应用于临床检测，满
（9，10，60）
。以前重组细胞
性 地 采 用 酶 联 免 疫 法（ELISA:GAD65）， 免 疫 足临床检验的各种需求
印迹法或放射性免疫方法（RIA:GAD65，AChR， 为基础的免疫方法对于技术要求高，而且耗时较长，
MuSK，VGCC，VGKC，AQP4）作为补充。例 仅有个别科研实验室中能够开展。重组细胞基质
如，对于疑似抗 VGKC 抗体阳性的患者，建议 的生产原理是，将携带特定靶抗原或者表位合成
首 先 采 用 IIFT 联 合 检 测 抗 LGI1 和 CASPR2 抗 信息的质粒转染到 HEK293 细胞中进行表达；这
的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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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HEK293 细胞，其细胞胞浆或者细胞表面表达
高浓度的重组靶抗原，使其生长在生物薄片上面
或者人为将其包被在生物薄片上面。用 IIFT 检
测待检患者样本，样本中如果存在相应的自身抗
体，就会和细胞表达的特异性抗原或者表位结合，
这种结合再通过荧光标记的抗人的抗体呈现出荧
光反应（图 1 和图 2）。

IgG 来检测特异性结合的抗体，再用 NBT/BCIP
显 色）（57）。 而 某 些 反 应 如 抗 PCA-2 抗 体， 抗
MAG 抗体和抗髓磷脂抗体以及 C3c 反应等则只
能用组织切片的反应（IIFT）来鉴定。

这样，每个样本（不局限于送检单上的指定
检测项目）都是同时和多种生物薄片马赛克（全
部完整的抗原谱，最大检出率）温育，不仅检测
了送检单上的勾选的指定项目，而且出现了大量
3.3 生物薄片马赛克
的非指定检测项目（附加检测项目）阳性的状况。
生物薄片马赛克是全面检测和筛查自身抗体 （详细数据总结参见表 2/ 图 3，4，5 和 6，阳性
谱的最佳方法：多达二十余种甚至更多的来自组 检出率数据来自专业实验室，涉及所有新定义的
织切片以及不同重组细胞的基质，可以组合在一 检测参数，数据可能受实验室专业性影响。）
个或者相邻的反应区中，与待检患者样本发生反应。
统计结果表明，全部 4122 例要求检测抗神
利用这种方法只需一次检验步骤，可以同时筛查
多种诊断和鉴别诊断相关的自身抗体，通过综合 经元抗体的送检样本中，15.5%（638/4122）的
判读不同基质上的检测结果可以推定针对单个表 样本为自身抗体阳性，84.5%（3484/4122）的样
面抗原发生单特异性反应的靶抗原。这种多参数 本为阴性；全部 638 例阳性样本中，41.4%（264/638）
分析方法优于成熟的单参数检测方法，具有得天 的确为送检单上明确要求的单一检测项目结果阳
独厚的优势，具有更大的临床诊断应用潜力，能 性（指定检测项目阳性）；而另外同样 41.4% 的
够提升诊断速度和效率，是神经系统实验室检测 样本为非指定检测项目以外的项目阳性（附加项
的突破性进展，尤其对于单个病例单个患者都是 目阳性）；而剩余的 17.2%（110/638）的阳性样
本为勾选了全部相关检测项目（即“抗神经元抗
可能救命的重要依据。
原抗体谱”）的送检单。
3.4 抗神经元自身抗体的阳性检出率
其中，抗谷氨酸受体（NMDA 型）和抗 VGKC
我们位于吕贝克的参考实验室，在 2012 年 复 合 物 抗 体（LGI1/CASPR2） 的 阳 性 检 出 率 在
5 月 1 日至 2012 年 7 月 31 日期间，共收到 4122 所有阳性病例中有明显优势。这一结果和现有文
例要求检测抗神经元抗体的血清及脑脊液样本。 献中的报道基本吻合，至 2012 年全球共计诊断
对这些样本，我们使用的检测方法是：生物薄片 出 500 余例的抗谷氨酸受体（NMDA 型）脑炎和
马赛克的 IIFT，基质包含了组织切片（海马，小 600 余例抗 VGKC 抗体阳性的边缘性脑炎，而相
脑，外周神经，肠，胰腺）和表达不同重组抗原 对而言，其他类型的自身免疫性脑炎相关抗体较
的 HEK293 细胞基质：包括谷氨酸受体（NMDA 型； 为鲜见，抗谷氨酸受体脑炎（AMPA 型，n=14），
NR1 亚单位），谷氨酸受体（AMPA 型；GluR1/ GABAB 受体（n=25）或者 mGluR5（n=2），都
GluR2 亚单位），代谢性谷氨酸受体（1 型和 5 较为少见（2）。
型），GABAB 受体（B1/B2 亚单位），甘氨酸
结论
受 体（GLRA1b），LGI1，CASPR2，GAD65，
Aquaporin-4（图 2A）。平行检测抗体 IgA，IgG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人们对疾病认识
和 IgM 型；并且采用人的 C3c 补体和抗人 C3c- 的不断深入，神经系统自身免疫性疾病谱（伴发
FITC 平行的检测补体依赖性的反应。对于抗体 或不伴发肿瘤）和神经元抗原谱都持续得以丰富
包 括 抗 Hu，Yo，Ri，Ma2，CV2，Amphiphysin， 和完善。不久前人们还只知道抗神经元胞内抗原
SOX1（AGNA）和 Titin 的抗体，则结合了组织 的自身抗体，现在，我们不仅认识了抗神经元表
切片上的典型的荧光模式和单特异性的线性印迹 面抗原抗体，而且证实，其阳性检出率是前者的
法检测结果（图 2B）（线性印迹法是将纯化的 三倍以上。这类抗体的单特异性检测方法也已经
靶抗原包被在膜上，用碱性磷酸酶标记的抗人 应用于临床，就是采用重组细胞基质的间接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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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检测法。临床实验室的检测结果不仅能为临床医生提供诊断依据，而且还可能发现新的有重要
临床意义的靶抗原。由于这类疾病的临床表现和症状经常存在交叉重叠，不容易鉴别，我们建议平行
检测已知的相关重要指标，以明确诊断和排除肿瘤。生物薄片马赛克技术可以将多种组织切片和不同
的重组细胞固定在一个反应区，是平行检测多种抗神经元自身抗体的高灵敏性和高特异性的检测方法，
非常适用于全面检测抗神经元自身抗体谱。这种将多项参数整合的多参数检测系统有利于快速准确的
诊断疾病，更为重要的是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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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在全部 638 例阳性样本中，
IgG 类阳性的样本为 294 例，各个
单一抗神经元自身抗体的阳性检出
率如下：

图示
图1

间接免疫荧光法（IIFT）检测抗谷氨酸受
体（NMDA 型）抗体所用的基质分别是：（A）
大鼠海马，（B）大鼠小脑，（C）体外培养的大
鼠的海马神经元和（D）表达谷氨酸受体（NMDA
型）的转染的 HEK293 细胞

图4

在全部 638 例阳性样本（IgA
类，IgG 类，IgM 类以及 C3c）中，
各个单一抗神经元自身抗体的阳性
检出率如下：

图2

检测抗神经元自身抗体（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脑炎相关指标）：（A）IIFT 检测抗神经元表面
抗原的抗体和抗 GAD 抗体，基质包括组织、特异性转染的 HEK293 细胞和对照转染的 HEK293 细胞
（阴性对照）（B）抗胞内抗原的抗体 Hu 在 IIFT 中的阳性反应和在线性印迹法中的阳性结果。
图5

在全部 264 例指定检测项目
阳性的结果中，各个单一抗神经元
自身抗体的阳性发生率如下：

图6

在全部 191 例附加检测项目
阳性（全部 Ig 类型）的结果中，各
个单一抗神经元自身抗体的阳性发
生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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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神经 / 神经肌肉自身免疫病及其相关抗体。ADEM，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LETM，长节段性
横贯性脊髓炎；PERM，进展性脑脊髓炎伴发僵化和肌阵挛。
表2

神经系统相关自身抗体的阳
性发生率（2012.05.01-2012.07.31，
欧蒙德国参考实验室）

自身抗体的靶抗原

例数

比例

神经系统相关检测样本总数

4.122

100.0%

阴性结果样本

3.484

84.5%

阳性结果样本

638

15.5%

注明检测“抗神经元抗原谱”的样本

110

2.7%

指定检测项目阳性的样本

264

6.4%

附加检测项目阳性的样本

264

6.4%

■ 重大诊断意义的身抗体

□ 诊断相关的自身抗体

胰腺胰岛 (ICA)
GAD
横纹肌
Titin
MuSK
乙酰胆碱受体
神经节苷脂乙酰胆碱受体
Beta- 受体 （心脏 )
钙离子通道 (VGCC)
Hu (ANNA-1)
Ri (ANNA-2)
ANNA-3 (PP)
CV2 (CRMP5)
Ma1, Ma2 (Ta)
AGNA (SOX1)
Yo (PCA-1)
PCA-2
Tr
Zic4
Amphiphysin
Recoverin
Aquaporin-4
谷氨酸受体，AMPA 型
谷氨酸受体，NMDA 型
代谢性谷氨酸受体 1
代谢性谷氨酸受体 5
GABAB- 受体
甘氨酸受体
钾离子通道 (VGKC)
LGI1
CASPR2
髓磷脂 / 髓磷脂碱性蛋白 (MBP)
髓磷脂相关糖蛋白 (MAG)
髓鞘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 (MOG)
神经节苷脂

免疫荧光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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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腮腺炎是全球流行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我国于 1989 年将其列为丙类传染病。2007 年，
我国将麻腮风联合疫苗列入国家计划免疫。血清
抗体阳转率是评价疫苗免疫原性及评价人体对疫
苗反应性的一项重要指标。免疫持久性也是评价
疫苗效果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本文通过 Meta 分析，
系统评价流行性腮腺炎减毒活疫苗免疫学效果和
保护效果，为完善流行性腮腺炎减毒活疫苗免疫
策略提供依据。结果显示血凝抑制抗体阳转率为
23.21％～ 93.18％，IgG 抗体阳转率为 83.2％～
97.7％；3 年后抗体阳性率保持＞ 75％；Meta 分
析显示，疫苗的保护效果为 85％。结论，我国应
用的 MuV 短期内有良好的免疫原性和免疫反应，
疫苗近期保护率和抗体阳转率均较好，但疫苗持
久性一般。

究设计方法不限，接种对象为中国儿童（＜ 15
岁），且免疫前、后均检测腮腺炎抗体；③检测
方 法 为 血 凝 抑 制（Hemagglutination Inhibition，
HI）试验或酶联免疫吸 附试验（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
；④抗体阳转情况，
包括免疫前抗体阴性免疫后抗体阳性，或免疫前
抗体阳性免疫后抗体滴度≥ 4 倍增长。

流行性腮腺炎（腮腺炎）是由腮腺炎病毒
感染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临床表现除
腮腺炎外，还可伴随或单独发生脑膜炎、感觉神
经性耳聋、睾丸炎、卵巢炎和胰腺炎等 ［1-2］，危
害严重。该病易在儿童中广泛流行，世界各国均
有病例报道。我国大陆 2004 年和 2005 年腮腺炎
的发病率分别是 17.52/10 万和 22.55/10 万［3］。
1991 年，国际消灭疾病特别委员会提出，通过使
用疫苗腮腺炎是可以被消灭的［4］。我国自 20 世
纪 90 年代开始在儿童中接种腮腺炎减毒活疫苗
（Mumps Attenuated Live Vaccine，MuV） 包 括
麻疹 - 腮腺炎 - 风疹联合减毒活疫苗（Measles，
Mumps and Rubella Combined Attenuated Live
Vaccine，MMR）］，2007 年将腮腺炎列入国家
免 疫 规 划（National Immunization Programme，
NIP）控制疾病［5］，至今已有＞ 1 亿剂的疫苗用
于中国儿童预防腮腺炎［6］。但 MuV 在易感人群
应用后的免疫学效果和保护效果的系统评价报道
较少。为此，对我国已公开发表的 MuV 效果的
相关研究进行系统评价，以了解 MuV 对＜ 15 岁
儿童的免疫学效果和保护效果，为完善 MuV 的
免疫策略提供依据。

3.1 计算机检索 以疫苗、流行性腮腺炎、效果
为检索词，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ternet，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1994
～ 2011 年）及其世纪期刊（1979 ～ 1993 年）和
万方学术期刊数据库（1982 ～ 2011 年）中，进
行关健词和（或）中文主题词、题名、中文摘要
检索。

材料与方法
1

文献纳入的研究对象

①中国（未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
区）接种 MuV 预防腮腺炎效果研究文献；②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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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料分析方法

采用 Stata10.0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6

保护率计算方法

疫苗保护率（％）=（对照组发病率 - 接种组发
病率）/ 对照组发病 ×100％ =［1- 优势比（Odds
Ratio，OR）］×100 ％ 。

排除标准
结果

①动物试验研究；②分子生物学研究；③国外研
究；④药理学研究；⑤文献综述、讲座、评论类
文章；⑥信息少，数据不全和重复发表的论文（含
相同数据，不同作者发表的论文）。
3

5

检索策略

1 文献检索、质量评价及纳入情况 CNKI 全文
数据库共检索到相关文献目录 182 条，万方学术
期刊数据库共检索到 79 条，其中 52 条与 CNKI
重复，两个资源库共获得 209 条目录，通过阅读
题目和摘要排除 165 条，留存 44 条。通过查阅
全文，对其研究设计的合理性、试验分组、样本
含量及疫苗受种者的情况、接种史等方面进行质
量评价，排除与 MuV 保护效果无关文献 21 篇，
最终纳入 23 篇［7-29］。23 篇文献分别发表于 15
种杂志，发表时间分布为 20 世纪 90 年代 4 篇，
2000 年后 19 篇，分别占 17.39％、82.61％。其

中 16 篇 涉 及 MuV 免 疫 学 效 果 研 究，3 篇 涉 及
MuV 免疫持久性研究，4 篇为病例对照研究。
2 MuV 免疫学效果血清抗体阳转情况收集有关
MuV 血清抗体阳转情况研究 16 篇，研究采用 HI
试验或 ELISA 试验检测 8 月龄～ 14 岁儿童免疫
前、后腮腺炎抗体的水平，免疫后 4 ～ 6 周抗体
阳转情况（表 1）。
在 16 篇文献中，11 篇采用了 HI 试验检测抗体阳
转情况，免疫后 HI 抗体阳转率最低 23.21％，
最高为 93.18％；5 篇应用 ELISA 试验检测腮腺
炎 IgG 抗 体， 最 低 阳 转 率 为 83.2 ％， 最 高 97.7
％。10 篇文献研究了免疫前抗体阴性儿童的免疫
效果，其 HI 抗体阳转率为 23.21％～ 97.7％，腮
腺炎 IgG 抗体阳转率为 83.2％～ 93.18％。4 篇
分别研究了免疫前抗体阴性及免疫前抗体阳性儿
童免疫后抗体阳转情况；其中，免疫前抗体阳性
儿童免疫后抗体≥ 4 倍増长率为 45.8％～ 68.0％。
3 篇文献报道了接种人群总体阳转率为 83.2％～
90.0％。

3.2 手工检索 浏览特别相关的期刊，如《中国
疫苗和免疫》等，提取相关资料；同时对参考文
献进行引文检索。
4

文献质量评价与提取

4.1 研究筛选 阅读文献的题名、摘要，按排除
标准进行筛选，对难以筛选的文献下载全文，通
读后再给予选定。
4.2 文献质量评价 依据相关专业知识，制定疫
苗效果评定标准，分别由两名研究人员独立对所
收集的文献进行质量评价。主要评价文献报告的
研究设计是否合理、信息是否全面包括：疫苗受
种者的年龄范围、接种史、样本含量、分组情况等。
从中剔除不满足标准的研究，留存符合标准的文
献资料，以确保 Meta 分析的质量。
4.3 提取资料 将所提取资料录入专门设计的数
据提取表。资料提取内容包括：作者、发表时间、
刊名、研究设计、研究对象、接种疫苗、抗体阳
转率、检测方法、发病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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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V 免疫持久性研究

在 23 篇文献中，有 3 篇文献探讨了 MuV 免疫持久性（表 2）。免疫 3 年后，0 ～ 4 岁儿童抗体阳性
率为 75.19％～ 92.16％，2 ～ 9 岁儿童为 75.19％。

4

MuV 保护效果 Meta 分析

在 23 篇文献中，有 4 篇针对疫苗预防腮腺炎效果进行了对照研究（表 3）。经齐性检验，4 篇文献具
有异质性（异质性检验 χ2=14.86，P=0.002），经过 Begg’s 检验，P ＞ 0.05（P=0.174），无发表偏
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OR 值为 0.15，95％ 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为 0.11 ～ 0.20，合
并效应量检验 Z=12.13，P ＜ 0.05（P=0.000）（图 1），合并的 95％ CI 菱形与无效线不相交，且位
于无效线的左侧，故接种组和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可以认为接种组腮腺炎的发病率低于对照组，
与对照组比较，接种疫苗可以降低腮腺炎的发病率，疫苗保护效果为 85％。MuV 对预防儿童腮腺炎
有保护作用。

技术交流 | EUROIMMUN Express
讨论
腮腺炎是全球流行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在
人群拥挤的环境中，其发病率可达 100/10 万，特
殊人群中发病率可达 10％，且每 2 ～ 5 年出现一
次流行［3，30］。我国于 1989 年将其列为丙类传染
病。目前，接种 MuV 是预防和控制腮腺炎的最
有效手段。2007 年，我国将 MMR 联合疫苗列入
NIP。近年，随着 MuV 接种的推广，对其免疫效
果的研究逐渐增多。本文利用以往公开发表的研
究结果，系统评价了 MuV 预防腮腺炎的免疫效
果，对完善 MuV 的免疫策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血清抗体阳转率是评价疫苗免疫原性及评价
人体对疫苗反应性的一项重要指标。本文共收集
16 篇有关 MuV 血清抗体阳转的研究。系统分析
表明，15 项研究结果显示，免疫前腮腺炎抗体阴
性的≤ 14 岁儿童，接种疫苗 4 ～ 6 周后，腮腺炎
HI 抗体或 IgG 抗体阳转率最高均＞ 80％，疫苗
具有较好的免疫原性。仅有一项研究结果 HI 抗
体阳转率为 23.21％，可能与疫苗质量或 HI 试验
检测的敏感性有一定关系。目前，腮腺炎抗体血
清学检测方法应用较多为 HI 试验和 ELISA 试验。
其中，HI 试验易受操作者、鸡血球、pH 等诸多
因素影响，结果容易产生偏差。陈慷凯对两种方
法进行比较后认为：ELISA 试验特异性、敏感性
及重复性均优于 HI 试验［31］。本系统文献分析
可见，免疫后 HI 抗体阳转率最低为 23.21％，最
高为 97.7％，区间较大；而 ELISA 试验检测 IgG
范围仅为 83.2％～ 93.18％，结果较为均衡。由
此可见，疫苗效果评价中试验方法的规范和统一
还有待改善。
免疫持久性也是评价疫苗效果的一个重要指
标。本系统文献仅收集到腮腺炎疫苗免疫持久性
研究 3 篇，均追溯了免疫 3 年后血清抗体阳性率，
最低为 75％。孟丽等研究认为，MuV 初次免疫
后抗体阳转率＞ 86％，2 年后迅速下降至＜ 80％，
随后则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抗体水平。随着免疫
时间的推移，抗体仍不断降低。而经过再免疫后，
抗体阳性率可回升到 95％左右，再过 9 年时间抗
体仅缓降至 85％，而且再免疫 4 年以后的平均抗
体滴度仍高于初免时的水平［32］。一般认为，群
体免疫率应在＞ 90％ 可阻止腮腺炎的流行［33］。
我国自 2007 年开始将 MMR 联合疫苗列入 N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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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24 月龄儿童接种 1 剂。但≥ 3 岁儿童未普遍
接种过 MMR，所以腮腺炎仍在易感人群中流行，
托幼机构和小学易发生爆发［29］。由此可见，我
国在制定 MuV 免疫策略时应考虑，免疫 3 年后
加强免疫一次。
Meta 分析是循证医学的重要研究手段和方
法。它不仅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最佳证据，也
可在疫苗效果和安全性的研究中推广应用［34］。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Meta 分析在国外疫苗学领
域已得到广泛应用。在疫苗学研究中，Meta 分析
主要用于疫苗的效果评价，在疫苗的免疫原性、
不良反应、佐剂效果等方面也有报道。本次系统
评价检索到 4 篇关于 MuV 保护效果的对照研究，
由于应用的是全文数据库检索方式，所以未公开
发表的文献、学术会议资料等未包括在内，还由
于对入选标准的严格限制，因此入选文献数量较
少。建议在开展疫苗相关的
研究时，进行严格的试验设计，采用标准的
检测方法，撰写高质量的研究报告。经齐性检验，
4 篇文献具有异质性（异质性检验 χ2=14.86，P
=0.002），且无发表偏倚。因 OR 合并的 95％ CI
菱形与无效线不相交，且位于无效线的左侧，故
接种组和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可以认为接
种组腮腺炎的发病率低于对照组，证明我国应用
的 MuV 对于预防腮腺炎具有保护作用。
综上所述，我国应用的 MuV 短期内有良好
的免疫原性和免疫反应，疫苗近期保护率和抗体
阳转率均较好，但疫苗持久性一般。建议 MuV
免疫策略可为初免后 3 ～ 4 年进行加强免疫。儿
童实施 MuV 初免后可获得有效的保护；3 ～ 4
岁时再进行加强免疫［23-25］，可预防腮腺炎在学
校中的爆发。

本文节选自《中国疫苗和免疫》
2011 年 10 月第 17 卷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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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 光 图 集

样本 3
稀释度 1:100

稀释度 1:1000

前几期我们推出了一系列荧光图片集，包括抗核抗体、呼吸道病原体等等，但无一例外都是模
板片。然而，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样本成分复杂，往往会出现一些不典型的荧光模式，让我们在报
告结果时举棋不定。为了更好的了解荧光判读的要点，从本期起，我们将连续展示一些常规图片，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阅片。
下面是 4 份样本的抗核抗体的结果，它们分别是什么核型呢？

样本 1
稀释度 1:100

样本 2
稀释度 1:100

样本 2
稀释度 1:100
感谢各位的参与。答案如下：
【答案】
样 本 1 ： 核均质 + 核颗粒（均质判读要点：HEp-2 细胞分裂期浓缩染色体阳性，荧光更强，猴肝肝
细胞核也呈现均匀荧光。）
样 本 2 ： 核点（判读要点：HEp-2 细胞中呈现大小数目不均匀的点状荧光，分裂期浓缩染色体阴性，
猴肝中亦可见大小数目不等的点状荧光。注意与抗着丝点抗体区分开。）
样 本 3 ： 胞浆颗粒 + 中心粒（判读要点：当稀释度为 1:00 能看到 HEp-2 细胞胞浆颗粒样荧光，但感
觉荧光强度较弱，可能会报告为阴性。当稀释度为 1:1000 时，此时却能看到明显的胞浆颗粒。这主
要是由于高滴度抗体在低稀释度时容易被非特异性抗体封闭，因而一些强阳性血清在稀释不充分时结
果会受到影响。 欧蒙建议，每个标本至少平行做两个稀释度。抗中心粒抗体：分裂间期在细胞核内
能见到 1 或者 2 个荧光点，而分裂期细胞中荧光点位于细胞的两极。注意和抗纺锤体纤维抗体区分开，
抗纺锤体纤维抗体仅见于分裂期细胞。）
样 本 4 ： 核均质 + 核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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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ness of Different Methods for Anti-Sm Antibody
Identification. A Multicenter Study
抗 Sm 抗体的多种确认方法的检测效能的多中心研究
推 荐 理 由 ： 本文对市场上常见的可对抗 Sm 抗体进行确认的多种检测方法做检测效能的比较。文章
指出自身抗体的检测在不同的方法学中常常出现矛盾的结果，因此开展多中心评价实验室自身抗体
检测项目在不同检测方法学的检测效能十分必要。文章所用研究方法对于其它特异性自身抗体的多
方法学的检测效能具有借鉴意义，检测方法间的效能评介有助于制定适合的自身抗体检测产品的临
床应用策略。文章中关于抗 Sm 抗体的检测方法结果讨论及存在的问题均值得关注。以抗 Sm 抗体为例，
研究发现多数 ELISA 方法及条带印迹都是可靠的抗 Sm 抗体的检测方法，都可用做抗体的分析及确
认实验。当同时使用两种方法测定抗 Sm 抗体时，文章在研究结论中建议首先选用 ELISA 法筛查（高
敏感性），再用条带印迹法确认（高特异性）。
Abstract:
Methods for the measurement of autoantibodies
frequently provide controversial results. The
objective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Spanish Clinical Laboratories in the
measurement of anti-Sm antibodies. A total of 23
laboratories participated, analysing 30 serum samples
from patients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and
other autoimmune and non-autoimmune diseases.
The laboratories used four extractable nuclear
antigen screens, eight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s (ELISAs) specific for anti-Sm, one lineblot, one dot-blot and one double immunodiffusion
assay, from 15 different manufacturers. A total of
871 results were obtained. In general, very good
sensitivity was obtained (95-100%), but specificity
was moderate (52-86%) and must be improved.
Most ELISAs and the line-blot were valid assays for
anti-Sm detection and could serve as tests both for
analysis and/or confirmation. The likelihood ratios
indicated that both methods can be considered very
useful or useful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anti-Sm
antibodies. Nevertheless, the analytical quality of the
methods for the measurement of anti-Sm antibodies
could probably be improved by standardisation of
the methods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laboratories in
external quality control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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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身抗体的检测方法常出现相互矛盾的结果。本
研究的目的在于评价西班牙临床实验室抗 Sm 抗
体检测方法学的性能。共有 23 家实验室参加，
30 例用于测试分析的血清样本来自系统性红斑狼
疮、其它自身免疫疾病及非自身免疫疾病。参加
的实验室采用的检测方法分别为 4 种可提取核抗
原筛查方法、8 种抗 Sm 抗体特异性酶联免疫吸
附法（ELISAs）、1 种条带印迹法（line-blot）、
1 种点印迹法（dot-blot）及一种双免疫扩散法，
检测产品来自 15 个厂家。全部实验共产生 871
个结果。从整体而言，抗 Sm 抗体检测结果的敏
感性相当好（95-100%），但特异性只有中等水
平（52-86%），有待提高。对于抗 Sm 抗体检测
而言，大多数 ELISA 方法和条带印迹法均可靠，
可用于抗体的分析及确认实验，但是，抗 Sm 抗
体测定方法的分析性能的提高有赖于方法学的标
准化及实验室室间质评项目。
Discussion (Para 4) 讨论第四段
It has been pointed out that ELISA kits for the
detection of autoantibodies against Sm antigens
must be improved in terms of their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In our study, the commercial kits used
by the participating laboratories were acceptably
valid for nearly all of the methods. Good sensitivity

(low rate of false positive results) was obtained,
but specificity should be improved (important
percentage of false positive results). Specificity
improved when equivocal or borderline results were
considered negative, which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confirming the cut-off values proposed by the
manufacturers.
有 人 曾 提 出 Sm 抗 原 特 异 性 的 自 身 抗 体 检 测
ELISA 试剂盒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需提高。本研
究显示参加实验室所用商业试剂盒的几乎全部方
法学的结果可靠。敏感性好（假阳性结果的比率
低），但是特异性有待提高（假阳性结果的比较
很重要）。当临界结果做为阴性结果时，特异性
得到提高，表明厂家提出并进行阈值验证的重要
性。
Discussion (Para 5) 讨论第五段
Line-blot (15.3% of the tests) was a method with
high sensitivity and highest specificity (86%).
Likewise, it permitted the detection of antigenic
subdeterminants (SmD, SmB) and revealed reactivity
combinations not observed with other methods.
条带印迹法（占测定方法学的 15.3%）具有高敏
感性及最高的特异性（86%）。同时，它可测定
抗原的亚特异性（SmD, SmB），而其它方法不
能显示抗原反应性的组合。
Discussion (Para 7) 讨论第七段
One of the main problems in result interpretation,
both in studies analysing the validity of different
assays and in clinical practice, is the lack of a
reference method for extractable nuclear antigen
determination that could allow accurate assignment
of an actual value for each patient.
在做不同测定方法的可靠性分析及临床应用中，
进行结果解释中的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可提
取核抗原测定的参考方法得出准确的患者实际测
定值。

To conclude,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e
commercial kits used in clinical laboratorie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anti-Sm antibodies are effective,
although specificity must be improved. Most of the
ELISA assays analysed in the present study show
a similar validity to that of line-blot. Both methods
have shown likelihood ratios that can be considered
as very useful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anti-Sm
antibodies. Dot-blot could also be a promising
alternative as an easy-to-perform method; however,
we cannot validate our results regarding this method,
as it was only used by one laboratory. At present
we cannot recommend DID for anti-Sm antibody
detection. As two methods must be used to assess
specificity for a given serum, the best option for us
would be to first perform a highly sensitive ELISA
and then confirm the results with line-blot (high
specificity). Methods of confirmation should be used,
especially for patients with a high clinical suspicion
of 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 and negative or weakly
positive results and for serum from patients with
borderline results. Despite the promising results, the
analytical quality of the assays for the measurement
of anti-Sm antibodies would probably benefit
from standardisation of the methods and greater
participation of laboratories in external quality
control programmes.
总结如下：
本研究说明临床实验室用于测定抗 Sm 抗体的商
业试剂盒性能表现均有效，但是特异性有待提高。
多数 ELISA 测定方法结果的可靠性与条带印迹
相似。通过或然比值可用于考察抗 Sm 抗体的非
常有价值测定方法。点印迹可做为一种简单易行、
有前景的替代方法，但是本研究的结果未能证实
该方法，仅有一家实验室采用该方法。目前，我
们不推荐使用双免疫白扩散（DID）用于抗 Sm
抗体的检测。对于临床高度疑似结缔组织疾病病
例、阴性或弱阳性结果、临界值结果的病例血清，
应使用确认实验。尽管检测效能结果较好，但是
抗 Sm 抗体测定分析性能的提高有赖于方法学的
标准化及更多实验室参加室间质量控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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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使用 EUROLINE ANA Profile (IgG) 试剂盒在 EUROBlotMaster 全自动免疫印迹仪上检测 150 例
临床血清样中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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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抗体水平，共计 2250 例检测。上机试验完成后，
分别使用连接有 EUROLineScan 判读软件的平板扫描仪和 EUROBlotCamera 对实验膜条进行成像分析，
两套判读成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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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与讨论】
对两种成像方法给出的 2250 例检测结果进行一致性分析，计算两者的成像符合率，检验水准
α=0.05。
平板扫描仪与 EUROBlotCamera 成像分析判读结果见下表
Flatbed scanner × EUROBlotCamera 交叉制表
Flatbed scanner

合计

O
(+)
+
++
+++

O
1989
15
4
1
0
2009

(+)

EUROBlotCamera
+
++
18
3
1
37
6
0
1
45
3
0
0
29
0
0
0
56
54
33

+++

1
0
0
6
91
98

合计
2012
58
53
36
91
2250

对称度量
自动化操作结束的温育槽，晾干膜条

放置在该设备下，推入

几 秒 钟 后 自 动 成 像， 结 果 自 动 传 输 入
EUROLineScan 判读软件，进行判读分析

EUROBlotCamera 与 FlatbedScanner
在免疫印迹法结果判读方面的一致性检验
文 | 刘靓

【前言】
免疫印迹法是自身抗体检测的一种常用方法。一条检测膜条可同时检测多种自身抗体，其浓
度与患者疾病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目前国内外很多实验室通过 EUROIMMUN AG 公司提供的
EUROLineScan 软件配合平板扫描来分析不同阳性等级的半定量结果。该方法自动化程度低，需要手
工对膜条进行粘贴处理，当一次性标本数量较大时，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对膜条进行处理，从而降
低了工作效率。应用 EUROBlotCamera 进行成像，无需手工粘贴膜条，大大节约成像时间，提前出
报告，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本研究对实验膜条同时采用 平板扫描仪和 EUROBlotCamera 进行成像，
对两者的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和比较，探讨这两种方法的一致性，为以高度自动化的 EUROBlotCamera
替代需要手工操作的平板扫描仪提供实验依据。

36

渐进标准误差 a

值
一致性
Kappa
有效案例中的 N

.868
2250

.016

近似值 Tb

近似值 Sig.
62.330

.000

对 150 例患者血清中的 15 项指标进行配对分析，结果显示，两种成像方法判读结果符合率为
97.38%(2191 ／ 2250)，两成像方法一致性判断 Kappa 值为 0.868，Ρ=0.00 ，表明两种成像方法的
检测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在结果不一致的 59
例检测中，有 3 例结果两种扫描方法的差异较
两种扫描方式的结果一致性分析
大，其中 2 例扫描仪成像后判读结果为阴性，而
完全一致判读结果
判读结果在相邻等级
EUROBlotCamera 成 像 后 判 读 结 果 分 别 为 ++、
判读结果在不相邻等级
+++，1 例 EUROBlotCamera 成像后判读结果为
阴性，扫描仪成像后判读结果为 ++, 其余所有
检测结果均在相邻级别或阳性不同等级间变化，
这主要是由于两种扫描设备扫描方法的差异所
造成的。若以目前使用的扫描仪成像为判读标
准，EUROBlotCamera 成像分析与其符合率高达
99.9％ (2247 ／ 2250)。
【总结】
2 种成像方法的判读分析结果具有高度一致
性，EUROBlotCamera 完全可以替代平板扫描仪
对膜条进行自动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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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诊断指南
2011 年末，欧洲儿科胃肠病学、肝病学和营养协会（ESPGHAN）修订了新版的 CD 诊断指南。
随着特异性抗体及基因检测的不断发展，其在 CD 诊断中的重要性也逐渐被认识，使得 CD 的诊断有
了重大的进展，且已被列入了新的诊断标准中。新的诊断标准包含两部分：一部分针对典型症状患者，
另一部分针对不典型症状患者。

CD 疑似症状的儿童 / 青少年
* 或特异性抗体 IgG 检测

Anti-TG2 IgA & total IgA*
Anti-TG2
positive

Anti-TG2
negative

如为以下情况，需考虑进一步诊断：
IgA 缺陷
年龄少于 2 岁
既往有：- 低麸质摄入
- 药物干预
- 严重症状
- 相关疾病

通过患者疾病史和 anti-TG2 滴度，同家庭成员讨论患者的胃肠道
表现，以及 2 种诊断路径和结果

阳性的 Anti-TG2，小于 10 倍正常值

阳性的 Anti-TG2，大于 10 倍正常值

EMA & HLA DQ8/DQ2
EMA pos.
HLA pos.

CD+

去麸质饮食及随访

考虑 HLA 检测
假阴性，可继续
组织活检

麸质敏感性肠病

OEGD & biopsies

没条件检测

EMA pos.
HLA neg.

EMA neg.
HLA neg.

Not CD

EMA neg.
HLA pos.

Marsh 病理分型 0-1

Marsh 病理分型 2 或 3

CD+

未明病例
考虑 anti-TG2
假阳性

考虑血清学假阳性，组织学假阴性，潜伏期
CD，进一步评估 HLA/ 血清学 / 组织活检

去麸质饮食及随访

有 CD 遗传风险的无症状患病
可对阳性检测结果进行解释及符合

文 | 王松

HLA DQ2/DQ8 (+/- TG2)
HLA positive
DQ2 and/or DQ8

疾病简介
麸质敏感性肠病又称为乳糜泻（CD)，是一种由有遗传易感性人群进食含麸质的谷物引起的自身
免疫性疾病，其特点为小肠炎症引起小肠绒毛萎缩，最终导致小肠营养吸收减少。临床症状主要表
现为疲乏、腹痛、腹泻、吸收不良综合征，如体重减轻、贫血，在儿童表现为发育迟缓、呕吐、便
秘及骨痛等。
CD 曾经一直被认为是罕见的儿童肠道疾病，现在已被更多的认识到是一种常见的多器官疾病。
全球患病率大约为 1/100~1/300，其中典型的 CD 患者仅占约 0.1%。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不
典型的 CD、静止期 CD、迟发型 CD 和隐匿存在的 CD 更为常见。
通过严格的终生无麸质饮食，大部分患者症状可以改善或治愈，否则将增大罹患其他恶性疾病
的风险。

HLA negative
DQ2 and/or DQ8

定期检测或者疑似症状

TG2 & total IgA*
阳性的 Anti-TG2，大于 3 倍正常值

阳性的 Anti-TG2，小于 3 倍正常值

OEGD（食道、胃、十二指肠镜检）及
组织活检。从十二指肠球部到降部，行
正确的组织学检测流程。

Marsh 病理分型 2 或 3

非 CD，
无 CD 患病风险

TG2 negative

Not CD

EMA
EMA positive

EMA negative

考虑假阴性结果，排除 IgA 缺陷
以及低麸质摄入史或药物干扰

Marsh 病理分型 0-1

CD+
去麸质饮食及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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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饮食后随访，考虑血清学假阳性、
组织学假阴性，或者潜伏期 CD。

考虑暂时性 / 假阳性的 anti-TG2，正常
饮食后进行血清学检测随访。

* 或特异性抗体 IgG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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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的实验室检测
近年来， CD 实验室诊断的进步已经改变了该疾病的诊断及监测的方式，血清学检测比内镜及活
检更经济，并且结果具有几乎同样的可靠性。

欧蒙优敏系列之“小蒙星”

CD 相关自身抗体

专为儿童设计的过敏原血清学检测产品

抗体

亚型

灵敏度

特异性

抗组织谷氨酰胺转移酶抗
体（anti-tTG）
抗肌内膜抗体（Anti-EMA）

IgA

90-100%

95-100%

IgG

10-40%

95-100%

52%-100%
（儿童）

92%-97%
（儿童）

65%-100%
（成人）

71%-97%
（成人）

同上

50%

抗麦胶蛋白抗体（AntiGliadin）

IgA

IgG

临床意义

文 | 蔡熙

anti-tTG（IIFT）是 CD 最重要的血清学
标志物。根据检测方法的不同，也被称
为 anti-EMA（ELISA）

抗体阳性可帮助 CD 的诊断，也可适用
于去麸质饮食或麸质载量检测的疾病活
动度评估

吸入性和食物性过敏原特异性 IgE 抗体检测试剂盒（欧蒙印迹法）
商品名称：小蒙星
订货号： DP-3713-1601-5E
注册证号：国食药监械（进）字 2012 第 3402928 号
检测项目：尘螨组合（屋尘螨 / 粉尘螨 )、猫毛、狗上皮、屋尘、

注：1、小于两岁儿童，Anti-Gliadin 检测更有效；2、选择性 IgA 缺乏时，在有症状的 CD 患者血清中更易出现 I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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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黄豆、蟹、虾、海鱼组

欧蒙 CD 血清学检测全线产品取得国内首家进口注册证

合（鳕鱼 / 龙虾 / 扇贝）、CCD 标记物、质控带

• 适合筛查，完全满足《WGO-OMGE 实践指南》要求
• 利于早期诊断，减少疾病漏诊率及活检给患者带来的痛苦
• 特异性高、敏感性好

欧蒙优敏系列过敏原特异性 IgE 全自动化检测系统 （欧蒙印迹法）

订货号
FA 1911/1913/1914 A
FA 1911/1913/1914 G

Oesophagus

Intestine

Liver

Anti-Endomysium IIFT
订货号
EA 1910-9601 A/G/N
EV 3011-9601 A/G

GAF-3X*

1、独家包被有 CCD 指示带，解释交叉反应产生与临床试验不符的现象。
2、特别针对中国市场设计的过敏原中国组合，提高特异性检出率。
3、配套自动化的操作仪器、汉化操作软件，简单便捷，一次可同时处理 30-44 份标本。
4、提供 3 种温育方案可供选择，一次血样可同时测 8-30 种过敏原。
① 时间优化法——60 min，1ml 未稀释血清温育（快捷）
② 体积优化法——过夜，100μl，1:11 稀释血清温育（特别适用于儿童采血）
③ 时间体积优化法——60 min，400μl 未稀释血清温育（使用欧蒙特制温育槽，省时省血）
5、操作简单、操作仅需 4 个步骤，2.5 小时完成全部实验。
6、采用国际专利的欧蒙免疫印迹技术，大大地提高了反应的敏感度和特异性。
7、通过欧盟 CE 质量认证并通过 UK NEQAS, INSTAND 等国际质控及 SFDA 进口注册证。
8、一定浓度内的脂血、溶血不影响检测结果。
9、显色步骤无需暗室避光操作。

Anti-Tissue Transglutaminase ELISA
Anti-Gliadin (GAF-3X*)EL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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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免疫规划政策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中国通过接种牛痘消灭了天花。2000 年，中国实现了无脊髓灰质炎目标。2002 年，
国家免疫规划由接种 4 种疫苗预防 6 种传染病，扩大到接种 5 种疫苗预防 7 种传染病。2007 年，国
家决定实施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增加到 14 种，预防 15 种传染病，免疫规划人群
也从儿童扩展到成人。
扩大国家免疫规划疫苗与预防疾病对应表
疫苗种类

监测个人免疫状态
评估人群免疫保护力水平

预防传染病种类

备注

1

乙肝疫苗

1

乙型病毒性肝炎

原免疫规划疫苗

2

卡介苗

2

结核病

原免疫规划疫苗

3

脊灰减毒活疫苗

3

脊髓灰质炎

原免疫规划疫苗

4

百白破疫苗（基础）

4

百日咳

5

白破疫苗（加强）

5

白喉

6

破伤风

6

麻疹疫苗

7

麻疹

8

风疹

9

流行性腮腺炎

新疫苗替换
原免疫规划疫苗
原免疫规划疫苗

以上为原国家免疫规划疫苗

快速 安全 高效

7

麻腮风联合疫苗
（麻风、麻腮联合疫苗）

8

乙脑减毒活疫苗

9

A 群流脑疫苗（基础）

10

A+C 群流脑疫苗（加强）

11

甲肝减毒活疫苗

新加入疫苗

10

流行性乙型脑炎

11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12

甲型肝炎

新加入疫苗
新加入疫苗
新加入疫苗
新加入疫苗

以上为儿童免疫规划疫苗，以下为重点人群接种的疫苗
12

出血热双价纯化疫苗

13

出血热

13

炭疽减毒活疫苗

14

炭疽

新加入疫苗；疫情控制储备疫苗

14

钩体灭活疫苗

15

钩体病

新加入疫苗；疫情控制储备疫苗

免疫效果监测平台意义

“免疫效果监测平台” 导读
文 | 刘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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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入疫苗

监测疫苗接种后免疫成功率

新一轮医改启动以来，国家免疫规划内容不
《预防接种工作规范》规定，需要监测疫苗
断扩大，对于减少传染病发生、保护公众身体健 接种后免疫成功率。免疫成功率监测对象是乙肝
康起到了积极作用。目前多数疫苗可预防传染病 疫苗、脊灰疫苗、百白破疫苗、麻疹疫苗分别为
的发病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完成基础免疫（初种）后 1 个月，卡介苗完成接
但是受疫苗本身特性和人体的个体差异等 种后 12 周的儿童。
《计划免疫技术管理规程》规定，
因素影响，接种后抗体阳转率并不能达到 100%。 省、地区级和具备实验室条件的县级卫生防疫机
少部分接种后不产生免疫力，不能抵御传染病侵袭。 构应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有计划、有目的
地区城乡差异也可导致接种后阳性率的不同。因此， 地对本地区进行免疫成功率监测。 免疫成功率监
接种疫苗，并不意味着 100% 保护。
测人数根据免疫监测的要求，每年应对上述疫苗
的免疫成功率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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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健康人群免疫水平

断增加。尤其是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对免疫规划政
策了解不够，意识不强，加上居所不定，流动性
《预防接种工作规范》规定，需要监测健康 大，他们的孩子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率较低，由
人群的免疫水平。人群免疫水平监测内容是乙型 于不能形成有效的人群免疫屏障，这些儿童一旦
肝炎、脊髓灰质炎、麻疹、白喉、百日咳、破伤 接触传染病源，疾病极易在他们中间引起暴发流
风以及纳入省级增加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所针对 行。针对流动儿童进行免疫水平检测，发现抗体
的传染病。监测对象是小于 1 岁、1-2 岁、3-4 岁、5-6 水平低下的区域和人群及时采取积极措施进行补
岁、7-14 岁、15-19 岁、大于等于 20 岁年龄组健 种补救，对提高流动儿童免疫水平，预防传染病
康人群。《计划免疫技术管理规程》规定，人群 暴发具有重要意义。
免疫水平监测可根据计划免疫针对疾病防治规划，
血清学特异性 IgG 抗体检测具有技术原理明
各省有计划地开展人群免疫水平监测。各省可根 确，抗原制备技术成熟，操作简便，实验流程自
据实际情况，确定监测对象、人数以及评价指标。 动化程度高等优势，是免疫效果监测最简便易行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年来流动人口不 的方法。

交叉反应
交叉反应不一定都有临床症状
在血清学检测中会遇到由于交叉反应而导致几种过敏原特异性 IgE 同时为阳性的情况，其原因主
要有两种：
一种是由于这几种过敏原具有高度相似的蛋白成份，因此这些过敏原均能引起临床过敏症状，
体外血清学检测结果与临床症状相符。
明确有交叉反应的变应原如下：
变应原
尘螨 屋尘螨

交叉变应原
粉尘螨、粮仓螨、肉食螨、有时：叶螨（果园里常见）
桤木、榛木、山毛榉、红山毛榉、鹅耳枥属树和栗树的花粉。有时：岑木花粉，苹果、

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

桦木花粉
货号

靶抗原

生番茄、芹菜

检测
方法

抗体
类型

杨木花粉

柳木 / 阔叶柳花粉
黑麦花粉、生土豆、大豆、豌豆、花生

抗麻疹病毒抗体检测试剂盒

EI2610-9601 G

麻疹病毒

ELISA

IgG

禾本科花粉

抗流行性腮腺炎病毒抗体检测试剂盒

EI2630-9601 G

流行性腮腺炎病毒

ELISA

IgG

蒿属花粉

抗风疹病毒抗体检测试剂盒

EI2590-9601 G

风疹病毒

ELISA

IgG

抗百日咳杆菌抗体检测试剂盒

EI2050-9601 G

百日咳杆菌毒素

ELISA

IgG

抗白喉类毒素抗体检测试剂盒

EI2040-9601 G

白喉类毒素

ELISA

IgG

抗破伤风类毒素抗体检测试剂盒

EI2060-9601 G

破伤风类毒素

ELISA

IgG

产品优势
• SFDA 注册认证受理，使用安心。
• 德国原装进口试剂，质量保证。
• WHO 国际标准品供应中心 NIBSC 结果符合率高。
• 试验时间短，步骤精简，室温操作，方便快捷。
• 全面的免疫效果监测平台后续产品，满足多种检测需求。

桃子、樱桃等新鲜水果、坚果（特别是榛果、同样存在于巧克力、曲奇等中），胡萝卜、

春黄菊属和母菊属、向日葵、菊属的花粉。有时：豚草花粉、卫矛木、芹菜、胡萝卜、
荔枝

丁香花属花粉

桤木、橄榄树的花粉

芹菜

胡萝卜、西瓜、黄瓜

粉类

黑麦粉、燕麦粉、玉米粉、稻米、黑麦麸、芝麻

明胶（粘性物）

改良明胶（血浆增溶剂等）

乳胶（家用手套、安全套等）

安息香树胶、进口水果如鳄梨、香蕉、番木瓜、猕猴桃

另一种是由于几种过敏原都含有同一糖基化结构，此时虽然血清学检测结果阳性，但大多不会
引起临床过敏症状。这是因为过敏原的抗原表位是二价的时候才能使效应细胞上的 IgE 受体发生交联，
使效应细胞释放产生过敏症状的介质；而此糖类结构为一般为单价的，因此虽然能在体内引起特异
性 IgE 的表达，但却不能激活效应细胞，所以不会使机体表现出症状。 此种糖类结构称之为 CCD（引
起交叉反应的糖类抗原决定簇），它普遍存在于植物、植物类食物或动物类过敏原中。在过敏原体
外血清学检测中，确定 CCD 引起的假阳性已成为临床过敏原检测的关键问题之一。
欧蒙印迹法引入的抗 CCD 特异性 IgE 抗体的检测在很大程度上为正确的结果判读提供了有用的
信息，尤其当 IgE 阳性结果与临床表现不符时，会为我们解释检测结果提供帮助，并帮助减少医患纠纷。
含有典型 CCD 的物质包括植物花粉、植物性食物、植物乳
胶、昆虫毒液。

M

如我们常见的柳树 / 杨树 / 榆树，普通豚草，艾蒿，屋
尘螨 / 粉尘螨，蟑螂，点青霉 / 分支孢霉 / 烟曲霉 / 交链孢霉，
律草，花生，黄豆，鱼类，虾，蟹等过敏原均含有 CCD 成分。

M
M

G
X

G

N

Asn

F

因此，sIgE 检测中加入 CCD 的检测才算是完整的检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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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蒙过敏原产品临床应用
有奖征文活动通知
为了推动我国皮肤科变态反应方面的研究，欧蒙（中国）公司特联合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
性病专业委员会举办“欧蒙过敏原产品临床应用有奖征文”活动。凡是 2013 年内使用欧蒙过敏原诊
断试剂参加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环境与职业性皮肤病学组组织的 “中国皮炎湿疹
患者常见过敏原的检测和监测研究”的单位均可以参加本次活动。
奖励办法
已发表于国家级期刊或至少获得文章接受函的科学论文，经过确认即可获得欧蒙公司给予的
2000 元 / 篇的论文发表奖励。每家参与单位奖励限 2 篇 / 年。年终在所有论文中评选出 20 篇获得“优
秀论文奖”。欧蒙公司给予每篇优秀论文现金奖励：一等奖（2 篇）：奖金 5000 元 / 篇；二等奖（3 篇）：
奖金 3000 元 / 篇；三等奖（5 篇）：奖金 2000 元 / 篇；四等奖（10 篇）：奖金 1000 元 / 篇。
参与方式
参 加 者 请 将 文 章 发 表 证 明 材 料 传 真 至：010-58045144； 或 扫 描 件 或 照 片 请 发 送 到：xi.cai@
oumeng.com.cn；或邮寄至：北京朝阳区北辰东路 8 号北辰时代大厦 4 层，北京欧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蔡熙收，电话：010-58045284，邮编：100101。
来信请注明：“欧蒙优秀论文评选活动”以及注明发信人详细联系方式。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
属于北京欧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活动时间：2013 年—2014 年。

北京欧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013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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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 2013 年全国变态反应学术会议
征文通知
医学术便函 [2013] 第 23 号

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定于 2013 年 11 月 8-10 在广东省
深圳市举办“中华医学会 2013 年全国变态反应学术会议”。届
时国内外从事该领域的诸多专家将参加会议，就变态反应领域诊
断和防治的最新进展和热点问题进行学术交流和讨论。
我们热诚的邀请从事该领域（包括变态反应科、呼吸科、儿科、
耳鼻喉科、皮肤科、免疫科以及基础研究）的医师和研究人员积
极参加并投稿。

欧蒙携手迪安诊断
拓展特殊项目诊断业务

先将征文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征文内容：近年来过敏性疾病临床及基础研究的最新成
果，包括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皮肤病、食
物过敏、药物过敏、过敏性休克等疾病的诊断、治疗、
发病机制、流行病学及基础方面的研究。
2、 征文要求：（1）未在国内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论文；

2013 年 1 月 9 日 , 北京欧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 简称“北京欧蒙”) 与迪安诊断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摘要一份，1000 字以内，摘要正文格式包括：目的、
方法、结果和结论四部分。
3、 本次大会只接收网站投稿，请登陆大会网站：www.csallergy.org。第一次登陆本注册网站的
参会人员，请先填写个人信息注册用户后进行投稿；已经进行过用户注册（参加过 2010 年
昆明年会、2011 年成都年会、2012 年先年会）的参会代表，则直接使用原来的用户名和密
码登陆后投稿。
4、 投稿时间：2013 年 2 月 16 日 -8 月 15 日。
5、 请作者自留底稿，文责自负，恕不退稿。
6、 继续教育学分：全体参会代表可获得国家级 I 类继续教育学。
7、 论文评奖：我们将对论文进行评审，对于获奖论文将奖颁发获奖证书并给予奖励。
8、 壁报评奖：参加壁报交流的论文，内容和制作优秀者，可获得优秀壁报证书和奖励。
9、 联系人：陈晨 北京市东四西大街 42 号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联系电话：010-85158148；
E-mail:chenchen@cma.org.cn。

北京欧蒙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标准化规范化试剂盒的中型跨国企业，在自身免疫性疾病诊
断检测产品及实验室整体解决方案产品上，具备成熟的市场管理，以及规模化发展格局，而迪安诊
断是一家提供诊断服务外包为核心业务的独立第三方医学诊断服务机构，两家企业平台优势、品牌
优势接轨，必将为中国自身免疫性疾病诊断产业发展带来积极、健康的影响
合作建立后，北京欧蒙作为中国自身免疫性疾病诊断事业的领军者 , 将运用自身技术创新，产品
研发，专业服务的优势，协助迪安诊断建立特殊项目诊断实验室 ; 同时迪安诊断将利用自身营销网络
代理北京欧蒙在安徽、江西两省的产品销售。
欧蒙通过与迪安诊断的战略性合作，将在江西、安徽两省建立更加稳定、可靠、通畅的销售渠道，
同时也将提供更加专业的技术服务和销售服务。欧蒙此举无疑将进一步扩大其在行业内的领先优势，
成为客户首选的优质合作伙伴。
欧蒙公司与迪安诊断的合作关系，将以合作共赢、有序发展为目标，将不断推进中国自身免疫
性疾病诊断事业的发展广度和深度。双方将整合优质市场资源，充分发挥品牌效应和运营管理优势，
与中国广大客户共同发展，为中国自身免疫性疾病诊断技术发展起到长效、稳健的促进作用。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
2013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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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华
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消化分会委员，天津市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委员，原天
津市人民医院消化科主任，现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结肠病门诊专家。主要研
究并擅长消化系统疾病，特别是炎症性肠病的诊治，对溃疡性结肠炎的诊治亦有
独到的见解和丰富的诊治经验。共撰写及发表相关论文 30 余篇。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兄弟联”活动后记
“炎症性肠病实验室检测的临床应用”检验与临床沟通研讨会
文 | 丁晓娜
2013 年 1 月 10 日，由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检验科发起，联合天津市中山医院、天津中医院、
天津市儿童等多家医院检验科，并携手上述多家
医院的消化科、普外科等临床科室举办，欧蒙（中
国）医学实验诊断股份公司承办的“炎症性肠病
实验室检测的临床应用”研讨会在天津医科大学
总医院医学模拟中心会议室召开。有 50 余名检
验及临床科室医生参会。

治疗效果。最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检验科主
任技师胡志东教授做了题为《麸质敏感性肠病的
实验诊断》讲座，向天津各医院的检验和临床科
室医生介绍了麸质敏感性肠病的特点和诊断要点，
进一步为临床医生对麸质敏感性肠病的认识拓展
了视野。专题报告后检验科室和临床科室的主任
们、医生们就各诊断指标的开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胡志东主任现场为医生解答了实验室指标的相关
问题。

会议主要由三部分内容构成。首先，天津医
本次检验与临床沟通研讨会已经是天津医科
科大学总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谭华教授做了题为
《克罗恩病的临床诊疗》报告，介绍了临床医生 大学总医院组织的第七次双方的学术交流会议，
在诊断和治疗克罗恩病过程中的经验，并分享了 参加本次沟通会议的临检人员在提高对炎症性肠
阿米巴肠病、肠结核与克罗恩病误诊的临床病例。 病及麸质敏感性肠病的疾病认识同时，明确了临
后由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的李月博士做了题为 床医生关注的重点，解答了临床医生对实验室指
《CIBD 生物学标记物及治疗研究新进展》的报 标的疑问。同时，临床医生通过这次交流平台对
告，从实验室结合临床的角度阐述了炎症性肠病 检验科室提出了对相关指标的需求，也加深了对
（CIBD）的经典指标及前沿指标的应用。报告指 指标意义的认识并了解诊断领域的前沿知识。胡
出，抗酿酒酵母抗体（ASCA）和核周型抗中性 主任表示，今年还会开展两次临床沟通研讨会并
粒 细 胞 胞 浆 抗 体（pANCA） 对 CIBD 有 预 测 作 举办国家级继续教育培训，将“以患者为中心，
用；抗胰腺滤泡抗体（PAb）与 CIBD 起病年龄早、 以疾病的防治为目的，实验室不只是报告数据，
肠外表现相关联；pANCA 对 CIBD 患者手术并 而是为临床提供更多诊治信息”的全新检验医学
发症有预测作用，亦可预测类克对 CIBD 患者的 服务理念贯彻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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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科主任医师谭华采访
本刊记者：您认为这种临床与检验的沟通学术研
讨会，对临床工作有何影响？

本刊记者 : 能介绍一下天津 IBD（炎症性肠病）
俱乐部吗？

谭老师：临床的诊断和治疗离不开检验科室的支
持。临床科室与检验科室的沟通对于临床工作有
很大促进作用，对病人的诊治有很大好处，各项
指标的开展可减少临床工作走弯路，推进临床工
作前进。

谭老师：IBD 俱乐部是以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为
主的天津市多家医院组建的面对医生的交流平台，
定期做 IBD 相关学术交流，目前已成功举办了三
期。鉴于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医生对 IBD 的认识
程度不够，IBD 俱乐部通过定期组织学习 IBD 诊
断治疗指南、国际前沿知识和病例讨论，有效地
本刊记者：在您的讲座中提到了克罗恩病与阿米
提升了基层卫生服务工作人员 IBD 方面的知识水
巴肠病、肠结核发生误诊导致外科手术的病例，
平。同时，参与交流的医生不限于消化科，随着
您认为 pANCA、ASCA 等血清学免疫标记物对
医生对 IBD 的认识日益加深，目前很多科室的医
克罗恩病的诊断和治疗有何意义？
生都积极参与到俱乐部中来。
谭老师：肠结核与克罗恩病的相互误诊率高达
50%~70%，这样就需要更新的诊断指标来协助临 本刊记者：在本次研讨会上，胡志东教授介绍了
床做判断。在本次临床与检验沟通交流会上讲到 麸质敏感性肠病，您对此病是否有新的认识？
的 p-ANCA、ASCA（抗酿酒酵母抗体）、GAb
谭老师：从前对麸质敏感性肠病的认识大多停留
（抗小肠杯状细胞抗体）、PAb（抗胰腺滤泡抗体）
在杂志、教科书上，认为仅国外这种患者多而国
指标及 T-SPOT 检测（结核感染 T 细胞检测），
内很少，并没有在临床上引起足够的重视。通过
若能开展则对临床工作大有帮助。如国内外临床
胡教授的讲解，加深了对麸质敏感性肠病的认识，
数据都显示 ASCA 对克罗恩病的特异性较高，尽
若检验科开展血清 Anti-GAF-3X（抗麦胶蛋白抗
管其敏感度不够高，但该指标对临床诊断的辅助
体）、Anti-tTG（抗组织谷氨酰胺转移酶抗体）
作用不容忽视。
检测，将对临床诊断麸质敏感性肠病起到关键作用，
此外还能进一步辅助 IBD 的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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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对象】
实验室主管

陈黎勤老师

陈黎勤，女，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主管检验师，致力于小儿呼吸道感染、内分泌等方
面的研究。从业至今共发表论文 40 余篇，SCI 收录 3 篇，近年参与课题： 09 年 <IL-18 基因多态性
与儿童 1 型糖尿病发病机理相关性的研究 >，获浙江省医药卫生创新奖二等奖；09 年《唾液 SIgA 含
量与儿童复发性腮腺炎关系的研究》；12 年《孕母和新生儿维生素 D 水平及其相关因素的分析》。

本刊记者：您对目前过敏原检测及临床应用的看法
陈老师：目前罹患过敏性疾病的人越来越多，过
敏原检测为临床诊断提供必不可少的依据。常见
的除了点刺、斑贴等传统体内检测方法，还有过
敏原血清学检测的体外诊断方法。过敏原血清学
检测的出现不仅弥补了点刺、斑贴检测前必须停
药的弊端，还为老人、小孩以及疾病急性期患者
的检测提供安全有效的检测手段。
过敏原的种类也日益繁多，多种过敏原同时检测
是临床所需求的。随着标本量的不断增加，手工
操作远远不能不满足临床需求，实验室的过敏原
检测对自动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过敏原血
清学检测种类的多样化以及前自动化是今后过敏
原诊断发展的趋势及方向。
上图左：陈黎勤

本刊记者：作为使用者您对欧蒙过敏原检测的建议
陈老师：欧蒙过敏原血清学检测试剂性价比高，
希望能有更多的过敏原种类提供给客户，并大力
进行推广及培训工作，让更多客户受益。同时，
目前国内对 CCD（交叉反应碳水化合物决定簇）
的认识较少，所以希望欧蒙公司关于 CCD 的解
释以及临床应用多做培训及宣传，让更多的中国
临床医生以及实验室人员认识并很好应用到实际
工作中。

右：本刊记者

专访浙江省儿童医院

【采访背景】
随着感染性疾病的控制和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在全世界范围内呈逐年增高趋势。过敏性疾病世界
发病率约 15-30%，而且正以每年大于 1% 的速度增加。由于儿童免疫力相对较低，容易受到各种过
敏原的侵扰以及遗传易感因素等影响，以儿童患者的发病率上升最为明显。儿童的健康问题，成为家
长的关注的焦点。过敏原检测已经成为临床诊疗必要的手段之一。
本刊记者今天走进浙江省最大的儿童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中心实验室，对大家
关心的儿童过敏原检测的使用情况进行独家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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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随着新院的启用，欧蒙过敏原血清学检测能
够得到进一步的应用及认可。

本刊记者：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欧蒙过敏原检测在
贵医院的使用情况。
陈 老 师： 我 们 现 在 的 检 测 量 已 经 达 到 10001500test/ 月，由于新的院区在今年 7 月多竣工，
到时随着科室的扩增，这个量还会扩大，预计能
达到 2000test/ 月以上。目前，我们中心实验室承
担着全院过敏原的检测。标本主要来自呼吸科、
皮肤科、耳鼻喉科等，以呼吸科为主，因为儿童
哮喘等呼吸道疾病往往与过敏原接触有关。
我们实验室目前使用的是欧蒙过敏原中国组合，
并配套使用 2 台 EBM 全自动操作仪，使用是 400
微升血清量，2.5 小时完成实验的操作方案。欧蒙
产品使用起来十分方便、准确、性价比高，并独
家包被有 CCD 交叉反应指示带，实验操作员以及
临床医生反馈良好。儿童一次采血就能检测 20 多
项指标，同时也受到患者的欢迎。欧蒙售后服务
也越来越到位，每周都有欧蒙代理商操作人员来
协助工作以及欧蒙原厂的同事经常来探访。

上图：实验人员在操作欧蒙印迹仪

本刊记者：贵科对欧蒙快讯的看法。
陈老师：欧蒙快讯是很好的一本学术类期刊，每
季度发送给我们一次。欧蒙公司甄选出一些技术
类文章以及提供新的产品信息传递给客户，同时
上面也展示了同行们的想法及风采，为我们了解
最新学术动态和产品信息提供平台，并为了解和
学习同行的一些经验提供方便。希望欧蒙公司继
续办这类期刊，把信息传递的工作坚持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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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介绍】
浙 江 大 学 医 学 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院 附 属 儿 童 医 院 2 项；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551 篇，SCI 收录
（ 浙 江 省 儿 童 医 院、 论文 249 篇。在人才重点培养、储备、引进以及
浙江省儿童保健院） 人才梯队的建设方面，医院逐步培养了一支兼具医、
坐落在美丽的杭州 教、研综合能力和创新意识的拔尖人才队伍。至
西 子 湖 畔， 目 前 是 2012 年底，医院职工总人数 1817 人，其中：医
浙江省最大的三级 生 540 人，护士 797 人，医技人员 213 人；正高
甲 等 综 合 性 儿 童 医 级职称人员 84 人，副高级职称人员 124 人；博
院，承担着全省儿 士学位人员 78 人，硕士学位人员 410 人；博士
科医疗、教学、科研、 生导师 16 人，硕士生导师 53 人。
儿童保健及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任务。年门
位于杭州滨江区钱塘江畔的新院区建筑面积
急诊病人约 181 万人次，年住院病人 4.3 万人次，
159140 平方米，设置床位 1250 张，一期工程于
年开展手术 2 万余台。
2009 年底奠基，2011 年底结顶，计划 2013 年竣工。
近五年，医院共获得各类科研课题 413 项， 秉承“病人至上，质量为本，科教兴院，服务第一”
其中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3 项；获得国家自然 的宗旨，医院力求打造总体规模国内领先、并具
科学基金项目 58 项，并从 2010 年起保持两位数 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现代化儿童医疗、科研、教学、
水平。在科研成果方面，医院近四年共获得科技 保健中心，为保障儿童健康、推动儿科学发展做
奖励 22 项，其中“宋庆龄儿科医学奖”2 项，浙 出更大的贡献。

【中心实验室简介】
中心实验室成立于 1976 年。开展的检查项
目从最初简单的几项发展成 100 多项，涉及免疫、
血液生化、放射免疫、骨髓、分子生物、营养分
析及出溶血等科目。91 年实验室在全省最早开展
了 PCR 技术的临床检测工作；98 年引进荧光定
量 PCR 仪，率先开展荧光定量核酸检测；2003
年通过卫生部检验中心认证，成为全国第一批
PCR 示范实验室。

自 2000 年 以 来， 在 尚 世 强 主 任 的 带 领 下，
实验室共获得各级基金资助项目达 30 余项，包
括省“九五”、“十五”、“十一五”攻关项目、
浙江省人才培养项目、省自然基金项目、卫生部
科研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厅局级
项目等。共获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11 次（其中省
科技进步二等奖 3 次），发表论文 150 余篇（其
中被 SCI 收录 11 篇），2008 年年产值达近 3000 万。
2004 年开展分子细胞遗传学和基因芯片研究 与此同时，根据工作性质与任务的需要，实验室
和临床工作，通过荧光原位杂交技术（FISH）分 进行了结构调整，分成营养分析组、血液肿瘤组、
别检测染色体 7q11.2 上有否基因缺失，诊断威廉 免疫生化组及分子生物组，同时成立了浙江省新
斯综合征（Williams syndrome, WS）和 22q11 微 生儿疾病筛查中心和浙江省基因诊断中心等两个
缺失综合征。对感染性疾病尤其是病毒及细菌， 实验中心，简称“四组两中心”，工作场所面积
自行设计并建立能对常见细菌病毒检测的基因芯 达 1000m2。目前正式人员 20 人，临时聘用人员
片技术，为临床的早期、快速、准确诊断提供了 17 人，高级职称人员 4 人，副高级职称人员 4 人。
有力的依据。2008 年，开展串联质谱技术对 30
总之，中心实验室已逐步形成了一个较大规
余种遗传代谢性疾病进行筛查及临床检测，使遗 模的完善的集临床、科研、教学于一体的综合性
传代谢病的诊断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同时还开展 实验室。
脆性 X 综合征的诊断研究和性别基因的临床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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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儿童医院荣誉及中心实验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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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English
专 业 英 语

欧蒙有你 精彩无限
欧蒙中国 2013 年会后记
文 | 朱香玉
光阴荏苒，我们依依惜别已成过往的 2012；岁月如梭，我们深情拥抱如约而至的 2013。回首过去，
我们热情洋溢；展望未来，我们斗志昂扬。2013 年 1 月 25 日和 2 月 1 日，欧蒙中国分别在北京和杭
州隆重举行 2013 年会。
回顾 2012 年欧蒙的大事记：参考实验室的搬迁、空港物流中心的落成、新建办公区投入使用、
欧蒙迎来了 25 岁的生日，业绩突飞猛进，公司成员逐步增加，专业化团队逐步成型，都离不开公司
全体成员的耕耘和付出；会上颁布了 2012 年度优秀员工、优秀合理化建议、五年成就和十年成就奖
名单，公司全体员工为获奖的员工献上了最真诚的祝福和最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是年会派对。各位帅哥美女们盛装走过红毯，象征着走过收获的昨天，迈向更加辉煌的
明天。快乐生活、高效工作是欧蒙的文化，欧蒙始终认为，唯有快乐的员工才有满意的服务。大家
用心投入的表演无不展现着欧蒙人创新、智慧、自信的风采：一组舞蹈“开门红”，伴随着阵阵的
掌声火热了气氛，也拉开了表演的序幕；幽默搞笑的“欧蒙好声音” “因为爱情”，动人心弦的 “童
年的回忆” “那些年我们错过的女孩”，热辣劲爆的“东南 style”、“Dream”，文艺的“如果的事”
……整个年会的节目形式各异，中间穿插着新颖别致的游戏，精彩纷呈，好戏连台，让人目不暇接。
派对之后大家欢聚一堂共进晚餐，大家为新的一年举杯同庆。宴会上还安排的抽奖环节，随着
三等奖、二等奖、一等奖的揭晓掀起了年会的高潮。
激情还在燃烧，但欢庆悄然落幕。光辉灿烂的 2012 年过去了，充满希望和挑战的 2013 磅礴而来。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微笑过、艰难过、收获过；在 2013，我们满怀憧憬，激情澎湃，有更优秀的产
品等着我们去研发、更广阔的市场等着我们去开拓、更壮观的事业等着我们去挥洒智慧，让我们欧
蒙人去书写一个更加辉煌的 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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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pitope spreading is the process in which specific antivirus immune responses in the early stage of infection
become less sharply defined and extended to auto-antigens.
Due to epitope spreading, an exaggerated local activation
of antigen presenting cells will raise the probability of activation of auto-reactive T cells by which an autoimmune
disease is prone to develop.

表位漂移指在感染早期阶段发生的病毒特
异性免疫应答所针对的靶抗原变得更加宽
泛，甚至累及自身抗原的过程。由于表位
漂移，抗原呈递细胞在感染灶局部出现过
度激活，增大了活化自身反应性 T 淋巴细
胞的可能性，而引起自身免疫疾病的发生。

2. Molecular mimicry refers to the condition that the antigen determinant of infectious agent or vaccine contains
a sequence of amino acids sufficiently similar to a selfantigen to produce cross-reactivity.

分子拟态指病原体的抗原决定簇所包含的
一段氨基酸序列与自身抗原极其相似，以
至于产生交叉反应的情形。

3. Desmosome is a cell structure specialized for cell-to-cell
adhesion. A type of junctional complex, they are localized
spot-like adhesions randomly arranged on the lateral sides
of plasma membranes. Desmosomes help to resist shearing forces and are found in simple and stratified squamous
epithelium. The intercellular space is very wide (about 30
nm). Desmosomes are also found in muscle tissue where
they bind muscle cells to one another.

桥粒（Desmosome）是一种相邻细胞之间
连接的结构。作为连接复合体的一种，以
局部斑点样粘连的形式随机分布于质膜侧
面。桥粒有助于抵抗剪切力，可见于单层
或 多 层 鳞 状 上 皮 组 织， 胞 间 距 离 可 远 至
30nm。此外，桥粒也存在于肌肉组织中，
帮助肌细胞间相互连接。

4. Nikolsky's sign is a clinical dermatological sign, named
after Pyotr Nikolsky. The sign is present when slight rubbing of the skin results in exfoliation of the outermost
layer, forming a blister within minutes. Nikolsky's sign is
almost always present in toxic epidermal necrolysis and is
associated with pemphigus vulgaris. It is useful in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pemphigus vulgaris (where it is present)
and bullous pemphigoid (where it is absent).

尼氏征（Nikolsky's sign）是一种临床皮肤
病体征，以 Pyotr Nikolsky 命名。当轻微摩
擦皮肤，尼氏征阳性者该处出现最外层角
质层成片脱落，与数分钟内形成水疱。尼
氏征通常出现在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
并与寻常型天疱疮相关，其有助于寻常型
天疱疮（阳性）和大疱性类天疱疮（阴性）
的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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