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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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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份军团菌疑似病人血清抗体水平检测结果
菌型抗体滴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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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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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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监局发布对维C银翘片甄别结果

血清检查可提高鼻咽癌早期诊断

北医三院牵头成立医联体方便患者转诊

疾病管理 -- 医疗服务新模式

目前，专家都认为鼻咽癌的发生与

社区医院可以直接转诊三甲医院，挂

在近日召开的“中国南方国际心

遗传、EB 病毒、环境致癌促癌物以及

专家号。这在以前完全不可能的事变成了

血管病学术会议”上，疾病管理这一新

自身免疫力 ( 抵抗力 ) 等综合因素有关。

现实。从即日起，海淀区蓟门里等 5 家社

观点被不少心血管病专家所认同。

有关专家介绍，因为 EB 病毒是鼻咽癌

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建成

北京市急性冠心病事件院外死亡

发生的原因之一，利用血清学检查技术

医疗共同体，由社区医院转诊到北医三院

占总急性冠心病死亡的 72.3%，也就是

检测 EB 病毒抗体是否存在，是最简单、

的病人可以直接在社区医院挂号。

说，超过 70% 的患者根本就没有机会

实用、有效的办法。“该方法非常安全，

据蓟门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

享受到现代医学的进步。在临床上，医

只需通过抽静脉血或扎手指采血 2-3 滴

雷介绍，“对于一些感冒发烧等常见病，

生即使应用多种治疗手段，也只能将患

化验是否存在 EB 病毒抗体，若检测到

居民来社区医院即可治疗，对于一些疑、

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心血管病高危人群

有 EB 病毒抗体，就说明有患鼻咽癌的

难、急、重症的诊治，我们可以转诊到北

的 5 年疾病风险降至 12%-14%。不少

可能，只要进一步作鼻咽部检查便可以

医三院的相关科室。省去了病人在转诊就

专家说，使整个社会人群远离心血管疾

发现是否患鼻咽癌。”

医时重新排队挂号，医生重复化验检查的

病的危险因素，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据介绍，血清学检查技术可使鼻咽
癌早期诊断率从 20%—30% 提高到 80%

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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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病预防的关键是健康的生活环

据了解，患者必须使用本人真实姓

境，例如限盐、禁烟和健康饮食与足够

以上，对该病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

名、联系电话，持社区医院转诊单、身份

的体力活动等。光靠医生治病，医生只

期规范治疗很有意义。

证、北医三院就诊卡、医保卡进行预约转

能是越来越忙，越来越累。

《欧蒙快讯》由欧蒙（中国）医学诊断技术有限公司于2010年创办，旨在为欧蒙公司客
户、广大检验医学领域技术人员、医学实验室科研人员、临床各科医师提供检验医学行业的

专家称近八成患者确诊时已属鼻咽

诊。每位患者可预约从次日开始 2 周之内

在欧美国家，疾病管理目前已成

癌中晚期。据该医师介绍，患者如果能

的北医三院大多数科室的普通号、专家号

为一项常规的医疗服务，它支持医生和

够早期发现、早期规范治疗，加上良好

和专科号。挂号费用需在社区医院支付，

病人建立一种交流的合作模式，医生可

的心态和康复护理，鼻咽癌早期治愈率

医保患者享受相应比例的报销。如果患者

对病人进行医疗知识教育，帮病人改变

行业要闻 —— 发布医学诊断领域的最新资讯

高达 90%。

预约的北医三院的医生临时停诊，社区医

生活方式，以此来预防和控制心血管病

技术交流 —— 探讨先进的诊断技术和发展

院的工作人员会通过电话或短信及时通知

的蔓延，并有人对医疗过程和结果进行

文献导读 —— 介绍优秀的学术文章

患者，并协助其改约其他医生。

持续评估。

新品速递 —— 介绍最新的检验产品与技术

数据显示，广西、福建等地为鼻咽
癌 多 发 区，90% 左 右 的 鼻 咽 癌 发 生 在
30-65 岁，以 40-54 岁的发病率最高。因

此次医疗共同体启动后，除了预约挂

此，30 岁以上的人应广泛接受鼻咽癌专

号转诊之外，社区居民还将享受到北医三

最有效的心血管病预防策略是“高危策

项检查或普查验血，特别是有疑似症状

院派专家下社区出诊、举办健康大讲堂等

略”( 只针对高危的患者 ) 和“人群策

或者有癌家族史者，应该尽早检查、定

医疗服务。

略”( 针对全体人群 ) 并举，两者不可

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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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 2013-06-21 19 版

《中国健康界》 2013-6-21

《新浪中医》 2013-04-28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2013-06-20

6 月 20 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委派深圳市药品监督管理局赴香港卫生署进行了现场比对取证，
得到香港卫生署的支持和配合。根据香港卫生署提供的通报函，香港医院管理局所检验的产品样本是由患
者交给医院化验。香港医院管理局接收产品样本是已开封的产品塑料瓶，内装有一粒白色药片，没有外盒
和说明书，香港医院管理局在检验前已拍照留证。根据深圳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现场比对，深圳同安药业有
限公司生产的维 C 银翘片为绿色薄膜衣药片，香港医院管理局所检验的是白色药片（素片），二者的颜色
外观完全不相同。
深圳市药品检验所已对深圳同安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8 个批次维 C 银翘片进行了抽样检验 , 其中包含
与香港卫生署网上配发的图片显示相同批次产品。8 批样品检验全部符合规定，产品含有的三个有效成分“维
生素 C、对乙酰氨基酚、马来酸氯苯那敏”均已检出且含量均符合规定；对于香港方面检出的非法添加成
分“非那西丁”和“氨基比林”，深圳市药品检验所检验的 8 批样品中均未检出。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要求深圳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继续加强与香港卫生署的沟通，进一步查清事
实真相。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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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导航 —— 介绍欧蒙公司的新闻动态
专业英语 —— 介绍体外诊断领域最新的专业术语
感谢您对《欧蒙快讯》的关注和支持，愿本刊在您的工作与学习中助您一臂之力。

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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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过敏性疾病患病已达到某种流行病的
程度。这与长期的、持续的环境改变和生活方式
的转变有关。由于公共卫生意识以及整体卫生水
平的提高，感染病逐渐减少，从而导致人们的免
疫系统紊乱对过敏原过度反应。西方学者发现，
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在发达国家和地区高于发展
中国家，城市高于乡村，污染地区高于非污染地
区。在发展中国家，人们的免疫系统紊乱则与高
度城市化的“西方” 生活方式相关。在中国，随
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加快了城
市化进程，过敏性疾病的人群越来越多，有媒体
报道中国过敏性疾病发病率约达 30-40%。
2005 年，在世界首个过敏性疾病日，世界
变态反应组织公布了对 30 个国家进行流行病学
调查结果显示：在这些国家的 12 亿总人口中，
22%（2 亿 5 千万人）患有免疫球蛋白 E（IgE）
介导的过敏性疾病，如过敏性鼻炎、哮喘、结膜
炎、湿疹、食物过敏、药物过敏和严重过敏反应
等。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全球约有
1 亿 5 千万人患有哮喘，其中 50% 以上的成年患
者和至少 80% 的儿童患者发病均由过敏因素诱
发，而全球每年有约 18 万人死于哮喘。在中国，
过敏性鼻炎的患者超过 1 亿，过敏性哮喘的患者
近 2 千万。所以过敏原（变应原）的诊断十分重要。

过敏原诊断需注意的“树木”与“森林”
— — 专访 中国过 敏 （变 态）反应 学元 老 张宏 誉 教 授
文 | 蔡熙

内试验结果、体外试验结果及变应原的临床相关
性 ( 特别是暴露史 ) 综合分析做出 , 不能单纯根
据体内和 / 或体外试验阳性结果做出诊断。目前
国内许多单位已开展变态反应疾病特异性诊断 ,
包括各种体内试验和体外试验方法 , 但有时结果
不尽如人意 , 甚至使医生、患者均感到困惑 , 其
主要原因是诊断不够规范。变态反应疾病特异性
诊断必须规范化 , 应基于正确选择适应证、正确
选择检测方法、检测方法的操作应规范 , 对检测
结果的临床意义应给予正确解释 , 否则不可能做
出正确的诊断 [1]。过敏原（变应原）检测分为体
内检测与体外检测（血清学）。体内检测主要包
括：点刺试验、皮内试验、斑贴试验等。体外血
清学检测主要包括单个过敏原检测与多种过敏原
同时检测，方法学包括酶联免疫法、免疫印迹法、
荧光酶免法等。
过敏性疾病诊断在中国

目前，国内开展过敏原检测的诊室有变态反
应（过敏）科、检验科、皮肤科、儿科、呼吸哮
喘科、耳鼻喉科等。有的临床科室独立开展检测，
有的统一送到中心实验室检测或第三方试验室检
测。在方法学、过敏原检测方案以及指标选择方
面也各异。各种诊断试剂的质量也参差不齐，造
成假阳性或假阴性等现象。
过敏性疾病诊断的 “树木”与“森林”
过敏原检测方法、指标如何选择？怎样的诊
断流程更为科学？何为关于食物过敏的正确检
过敏性疾病（变态反应疾病）的诊断有其特
性 , 包括“非特异性诊断”和“特异性诊断”两部分 , 测？种种过敏原检测的问题给国内医务工作者的
非特异性诊断即常规疾病诊断；而特异性诊断则 日常工作带来困扰。近年来，国内还出现了生物
指进一步明确病因 , 即明确致敏过敏原（变应原）。 共振以及 IgG 检测，使医务工作者对过敏原检测
明确致敏变应原对于变态反应疾病的治疗非常重 的认识更加混乱。由于目前国内针对过敏原诊断
要 , 只有明确了致敏变应原 , 才能有效地采取变 的相关指南还属空白，为了帮助广大医务工作者
应原避免接触措施、决定免疫治疗方案 , 对于儿 解答过敏原检测中的常见问题，以及更加了解过
敏原检测中的“树木”与“森林”，《欧蒙快讯》
童还有助于预测其变态反应疾病的自然进程。
变态反应疾病的特异性诊断应根据病史、体 特对过敏反应学元老——张宏誉教授进行专访。
( 转下页 )

[1] 王良录 . 变态反应疾病特异性诊断的规范化 [J]. 中华临床免疫和变态反应杂志 . 2008.7(2):9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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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1965-1968 年
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病理生理系做研究
生，导师为我国著名的病理生理学家华光教授。文革期
间下放到湖北工作。1978 年重返中国医学科学院，在
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做研究生，从师于我国变态反
应学的奠基人张庆松教授和叶世泰教授，1981 年获得
免疫学硕士学位。1985-1986 年在美国达拉斯环境卫生
中心做访问学者；1994 年起任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
会变态反应学分会前任主任委员。曾担任协和变态反应
科主任一职，2006 年从北京协和医院退休后，任中国
武警总医院特聘专家和博士后研究生导师。曾任多届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原 SDA）药品审评专家，

张 宏 誉 教授
男，1941 年 10 月出生，天津籍。我国变态反应
学（过敏反应学）知名专家；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
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原科主任；中华医
学会变态反应分会第一届、第二届主任委员；《中华
临床免疫和变态反应学杂志》名誉主编。

是国内最早将过敏原体外诊断技术引入我国的专家，也
是我国变态反应学界著名的医学教育家之一。
在过敏（变态）反应学的基础理论及专业知识方
面掌握全面，有 50 年以上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于各
种过敏性疾病的诊治，特别是在外源性哮喘、阿司匹林
性哮喘、季节性过敏性鼻炎（花粉症）、常年性过敏性
鼻炎、皮肤变态反应、药物变态反应、遗传性血管性水
肿及食过敏等方面有独到之处。

《欧蒙快讯》 ：针对国内过敏性疾病患者日益激
增的现状，中国过敏原诊断的新形势是怎样的？
张宏誉教授：以前我们传统使用点刺法检测过敏
原，10 多年前我在协和的时候最早把 CAP 引入
中国，开始了中国血清学体外诊断先河。随着体
外诊断的发展，更多方法学涌入中国，我根据目
前中国体外诊断的情况大致划分了两大类：一大
类是选择性检验，即单个指标检测，如同对一棵
大树整体的描述；另一大类是成组检验，代表试
剂是欧蒙的“优敏 ® 系列”，即多个指标同时检测，
如同是描述一大片森林。这种两种诊断模式是互
补的关系。同时，皮肤实验与点刺实验也是互补
关系。我一直提倡过敏原诊断的确诊一定要慎之
又慎，因为一旦确诊，有的病人就要开始长期使
用脱敏药物治疗，时间和经济上要求我们对病人
的最终诊断负责。所以一定要根据患者的病史以
及实验室检测才能最终判断。检测流程大体如右
图所示：
以前我们凭经验可能只单单检测一种过敏原，单
一过敏的患者可以这样，但是实际上许多食物过
敏原与吸入过敏原有联系，这就是所谓的交叉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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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也很低调的一家踏实做事的公司。欧蒙是全
球自身免疫诊断试剂的领军者，变态反应也属于
一种自身免疫系统的反应，欧蒙不仅在专注于自
身免疫试剂，同时利用德国的先进技术平台开拓
了感染和过敏原诊断市场。

食物不良反应

免疫介导
（食物过敏和乳糜泻）

非免疫介导
（基础食物不耐受）

IgE 介导
（如：急性荨麻疹，口腔
过敏症状）

代谢因素
（如：乳糖不耐受）

非 IgE 介导
（如：食物蛋白引起的肠
病，乳糜泻）

药理因素
（如：咖啡因）

IgE 及非 IgE 混合介导
（如：嗜酸细胞性胃肠

毒理因素
（如：鲭鱼毒素）

之前我奉国务院之托，撰写医学书籍中关于过敏
原诊断的篇章，涉及目前市场上常见的过敏原诊
断方法。当时我第一次听说欧蒙印迹法，很感兴
趣。当时欧蒙公司为了让我更客观的描述这种先
进的方法学，特意为我们提供了一批过敏原诊断
试剂并提供全自动操作仪操作。我的博士后研究
生使用完欧蒙试剂的最深感受是“太方便了！”，
当时她在使用另一家试剂并进行了对比，她做完
实验后和我说：“用完欧蒙的全自动操作系统再
使用作其他手工操作试剂，感觉简直是到了万恶
的旧社会！”
此外，欧蒙公司在中国设有生产，研发，销售，
客服和物流中心，这一点对于我们客户来说是十
分欢迎的，不管是技术问题还是产品咨询，在服
务和沟通时都十分方便，所以我对欧蒙产品一直
都有好感。
《欧蒙快讯》 ：作为行业专家及用户，您对过敏
原检测产品的生产者有哪些建议及期望？

皮试结果

血清学成组检验

选择性检验
应。所以食物过敏原与吸入过敏原一起检测，可
以避免漏掉其他可能引起致敏的过敏原是目前最
科学的检测方法。
后来，我提出“过敏原谱”的概念，英文叫：
spectrum，其实成组检测还算不上真正的“谱”，
这种谱实质上是指组份。欧蒙已有的过敏原组份
谱的产品应该能够更准确的指导治疗。
《欧蒙快讯》 ：您怎样看待食物不耐受及食物过
敏诊断？
张 宏 誉 教 授 ： 这是两种不同的指标，食物过敏

细胞介导
（如：皮肤接触过敏）

其他 / 特发的 / 未定义的
（如：亚硫酸盐）

（2010 年 12 月 2 日，美国国立过敏及感染性疾病研究所
（NIAID）公布了首个食物过敏指南）

一般指 IgE 介导的Ⅰ型变态反应，食物不耐受多
数人指 IgG 介导的。但是关于食物不耐受的概念
及检测目前国际上还存在着争议。目前比较权威
的论著可以参看 2010 年 12 月 2 日，美国国立过
敏及感染性疾病研究所（NIAID）公布的首个食物
过敏指南。指南制定专家小组将食物过敏定义为暴
露于特定食物时由特异性免疫应答所致的可重复性
不良健康效应。

张宏誉教授：欧蒙过敏原检测除了应用在皮肤科
领域外，同时应该重点应用在耳鼻喉科。因为皮
肤的斑疹不一定都能检测出过敏原，疾病影响因
素比较多，所以皮肤科的过敏原阳性率可能会低。
而耳鼻喉科常见的过敏性鼻炎一般都能检测出明
确的过敏原。
针对欧蒙过敏原检测试剂的注册证相对齐全，试
剂基本上已经覆盖了中国人常见的过敏原。期望
欧蒙开发出更多新产品，为中国的变态反应诊断
提供更多有力工具。

《欧蒙快讯》：您对欧蒙过敏原检测产品的评价？
张宏誉教授：欧蒙公司给我感觉是十分学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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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果是我国十类主要过敏食物之一，水果过敏与人体遗传、环境和水果种类等多因素相关，常
与花粉过敏发生交叉反应，是影响农产品安全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新问题。水果过敏症状包括轻微的口
腔过敏综合症和较严重的全身系统性反应。水果中过敏蛋白是过敏疾病的诱因，主要为病程相关蛋
白、抑制蛋白和一些酶类物质。早期应用免疫学方法鉴定了一些水果过敏原的分子量范围，近几年
通过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研究。确定其蛋白性质和结构特性。苹果和桃过敏原基因家族的不同成
员已定位到国际参照连锁图谱上，这为研究不同品种的过敏性差异以及选育低过敏品种奠定了基础。
人们已通过 RNA 干扰等基因工程技术获得苹果和番茄等作物的低过敏植株。首先简要介绍水果过敏
的历史、发病机制、国内外临床数据和过敏症状，其次以蔷薇科为例论述相关过敏蛋白家族以及结构，
重点介绍了过敏原基因组学最新研究成果，并探讨了低过敏品种培育的新途径以及过敏诊断和治疗
新方法。
关键词：水果过敏；过敏原；基因定位；重组蛋白
中图分类号：S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9980(2010)02 － 281 － 08

Fruit allergy and genomic research on their allerg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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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uit is one of the ten major sensitizing foods in China. Fruit allergy is a new health problem
related to food safety that affects the quality of life. The occurrence of fruit allergy involves many factors，
including human heredity, environment, fruit species and variety. Fruit allergy is often cross-reactive
with pollen allergy; its symptoms are divided into two classes: mild reactions limited to oral cavity and
systemic reactions. Fruit allergens are distributed into few protein families, such as pathogenesis related
proteins, profilins and protease. Early studies identified the molecular weight of several fruit allergens
with immunological methods. Recent studies identified some fruit allergens and their primary amino acids
by genomic and proteomic tools. Apple and peach allergen genes have been mapped on the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linkage maps. These results lay a foundation for analysis of allergenicity differences in cultivars
and for breeding towards hypoallergenic cultivars. Hy- poallergenic transgenic apple and tomato have
been obtained by RNA interference approach. This review firstly introduces the history and immunological
mechanism of fruit allergy, the prevalence and symptoms i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secondly it
discusses fruit allergen families, the structure and epitopes in Rosaceae fruits; then the latest progress in
genomic study will be presented; and finally the perspectives in hypoallergenic plant breeding, diagnosis and
therapy of fruit allergy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Fruit allergy; Allergen; Gene mapping; Recombinant aller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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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因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以及愉悦的风味
而被人们推荐为健康食品，但伴随人们消费水果
的种类和数量的增加，水果生产专业化以及销售
网络遍及世界各地，水果过敏逐渐成为全球性问
题。水果过敏研究最早于上世纪 50 年代在欧洲
开展，在近 10a 采取多学科交叉模式的欧盟两个
框架计划（EU-PROTALL 和 EU-SAFE）中把水
果过敏列为改善和提高生活品质的优先主题，取
得了重要进展。我国在水果过敏基础研究方面尚
处于起步阶段，可以借鉴国外研究经验开展相关
研究。我们根据国内外水果过敏研究动态和最新
成果，简要介绍与水果过敏发生相关知识基础上，
着重评述水果过敏原基因组学研究进展以及遗传
育种应用前景。

1 水果过敏疾病的临床免疫学研究

技术交流 | EUROIMMUN Express
合症（Oral Allergy Syndrome，OAS）[7]。后者
可在多种器官中观察到，例如皮肤（局部或全身
荨麻疹，遗传性过敏湿疹），胃肠道（腹部绞
痛，腹泻，呕吐），鼻和肺（鼻炎和哮喘），心
血管系统（过敏性休克）等。但有学者认为，国
内水果过敏症状与国外不同，主要为全身性表
现，仅为口腔症状者罕见 [8]。如国内报道杧果过
敏症状为接触性皮炎 [9]。患者在接触部位出现红
色斑疹、丘疱疹、水疱疹，有不同程度的瘙痒
或灼热感，严重时会出现休克等系统症状。荔枝
（Litchichinensis）可引起过敏性哮喘、荨麻疹、
过敏性紫癜、过敏性皮炎、搔痒症和呼吸困难等 [10]。
另外，菠萝 [11]、猕猴桃 [12]（Actini-diachinensis）、
香蕉 [13]（Musasapientum）等均有皮肤、消化道
及过敏性休克症状出现。
1.2 水果过敏反应发生机理

水果过敏是患者的免疫系统（由免疫球蛋白
IgE 介导）对水果中的一些蛋白成分（过敏原）
人们对水果过敏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
发生的过激反应而导致的病理损伤。水果过敏属
阶段。1819 年 JohnBostock 首先描述了枯草热
I 型或速发型超敏反应（TypeIhypersensitivity），
（Hayfever）。1942 年首次发现了花粉过敏与水
这一类型疾病影响全球大约 25% 的人口 [14]，包
果过敏间的关联，报道症状和枯草热相似但发病
括致敏阶段、激发阶段和效应阶段。在婴幼儿时
部位仅局限于口腔周围 [1]。后来发现，一些水果
期，由于胃肠道尚不健全，通透性高，水果或花
与许多常见花粉间都存在较高的交叉过敏现象，
粉中的过敏原进入到体液中，可以选择性诱导抗
并且发病部位也扩大到了另一些器官。例如 1982
原特异性 B 细胞产生 IgE 抗体应答，活化浆细胞
年在欧洲中北部统计发现有 70% 对桦树花粉过
产生特异性 IgE，后者与嗜碱性粒细胞及肥大细
敏的患者经常对一些水果、蔬菜以及坚果过敏 [2]。
胞表面的 IgEFc 受体结合完成致敏过程。正常人
1995 年，靠近地中海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大量报道
群可产生免疫耐受。激发阶段，过敏原进入体内
了桃过敏导致的较严重的全身系统性症状 [3]。
与结合在肥大细胞或嗜碱性粒细胞表面的 IgE 抗
引发过敏反应的水果种类分布广泛，常见于
体特异性结合，使之脱颗粒，释放出组胺、5- 羟
苹果（Malusdomestica）、桃（Prunuspersica）
色胺、白三烯、前列腺素及嗜酸性粒细胞趋化因
等蔷薇科水果以及菠萝（Ananascomosus）、杧
子等大量生物活性介质，作用于效应组织和器官，
[4]
果（Mangiferaindica）等 。水果过敏的发生与
引起局部或全身过敏反应。过敏性疾病是由多基
水果种类、地理位置、环境条件、加工程度、人
因控制的遗传病 [15]，其发生是一个多因子互作的
类种群等差异有关。据调查估计，欧洲大约有
结果，主要取决于人本身的遗传、环境影响的免
2% ～ 5％的人口对蔷薇科水果过敏。据估计，
疫系统和食物中特定蛋白质的性质和数量，涉及
我国食物过敏总人数约有 4000 ～ 5000 万人，占
过敏原、过敏性抗体（主要是 IgE）、细胞、受
总人口的 3% ～ 5％，其中水果是十类主要致敏
体和细胞成分 5 个环节 [16]。
食物之一 [5]。我国尚无系统的水果过敏统计数据 [6]，
1.3 水果过敏与花粉等过敏的交叉反应
相关文献以病例报告居多。
在调查中发现，一些过敏患者不仅对同一科
常见水果过敏症状可分为轻微口腔反应和全
（或属）内水果有普遍的过敏反应，而且对非同
身系统性反应。前者症状仅出现在口腔周围，发
科蔬菜、草木花粉或乳胶（Latex）也有过敏反应。
病轻微，表现为发痒、肿胀等，称为口腔过敏综
应用 RAST 抑制试验和免疫印迹等技术，发现有
1.1 水果过敏的流行病学调查和临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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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有几种共同的过敏蛋白组分。进一步研究表
明，过敏蛋白高级结构中的表位结构域是其免疫
原性及其与 IgE 相互作用的决定因素，并构成免
疫交叉反应的基础。常见交叉反应包括花粉食物
综合症（Pollenfoodsyn-drome，PFS）和乳胶－
水果综合症（Latex-fruitsyn-drome）[17] 等。前者
主要涉及桦树、艾蒿和牧草等花粉 [18]，因花粉致
敏并由水果、蔬菜同口腔粘膜接触而引发。后者
常发生在猕猴桃、香蕉、杧果、菠萝等水果中 [19]。

2 水果过敏原研究现状
2.1 过敏原的鉴定与命名
过敏原（allergen）是指能刺激机体发生过敏
反应的物质。过敏原诱发机体产生高水平的特异
IgE（即其免疫原性）是发生过敏反应的关键。
过敏原的鉴定源自临床免疫医学，鉴定内容主要
包括蛋白分子大小测定、结构分析、理化属性、
IgE 结合位点以及致敏性的鉴定等 [20]。经典的方
法通常是从致敏材料中分离提取过敏原，通过
SDS-PAGE 确定分子量，然后利用过敏患者血清
通过 Westernblotting 免疫印迹技术，鉴定其免疫
活性，双向电泳的应用使同一类过敏原的不同成
员可按其等电点和分子量分离。而近 10a，基因
克隆和质谱测序技术的应用加快了过敏原鉴定的
步伐，通过分子生物学和临床免疫学较全面地鉴
定了过敏原蛋白组分和性质，水果过敏原数据库
内容也迅速增加。
国际免疫学会联合会（I.U.I.S）下属的过敏
原命名专门委员会（AllergenNomenclatureSubcommit-tee）（http://www.allergen.org）制定了系
统的命名规则 [21]。命名主要根据过敏原来源物种
的拉丁名，如桃（Prunuspersica）过敏原用 Prup
符号表示，再根据蛋白类型以及序列相似度又细
分为同工型（Isoaller-gen）和变型（Variant）。
主要过敏原（Majorallergen）是对 50% 以上的过
敏病人血清均能发生明显反应的一类过敏原，低
于 50% 的为次要过敏原（Minoral-lergen）。广
泛分布于植物王国并存在交叉过敏的过敏原称为
泛过敏原（Pan-allergen）。
2.2 水果过敏原蛋白家族聚类
基于已知的基因编码序列和部分过敏原的三
维结构信息，大多数过敏原均可按照相似的空
间结构和结构域归类到少数有共同生物学特性

的蛋白家族中。根据 I.U.I.S. 过敏原命名官方网
站、Allfam 数据库（http://www.meduniwien.ac.at/
allergens/allfam/）和 Allergome 数据库（http://
www.allergome.org/）分析，水果过敏原只分布
于少数限定功能的蛋白家族中（表 1）。这些蛋
白主要为病程相关蛋白（PR 蛋白）、蛋白酶及
蛋白酶抑制剂（如几丁质酶）、运输蛋白（如脂
质转移蛋白）、结构蛋白（如抑制蛋白）等。另
外，部分水果过敏原来源于其他一些非聚类蛋
白，如甜瓜（Cu-cumismelo）过敏原 Cucm1 为碱
性丝氨酸蛋白酶（Alkalineserineprotease），番茄
（Lycopersiconescu-lentum）过敏原 Lyce2 为 β呋喃果糖苷酶。
病程相关蛋白（Pathogenesis-relatedproteins）
是植物体在受到外界逆境、病原菌刺激后产生的
一种或几种上调蛋白，目前发现它的 14 个家族
中 5 个成员为过敏原（表 2）[22]。PR 蛋白是导
致许多交叉过敏现象发生的原因，因其在水果过
敏中占据重要地位，人为选育的对环境逆境和病
原菌有较高抵抗能力的栽培品种可能会导致这些
水果致敏性的增强。水果多种蛋白酶都可诱发
过敏反应，如半胱氨酸蛋白酶就包括菠萝蛋白酶
（Bromelain）、猕猴桃蛋白酶（Actinidin）、木
瓜蛋白酶（Papain）以及无花果蛋白酶（Ficin），
但相关致敏研究少见报道。水果过敏蛋白家族以
蔷薇科果实研究最为深入，主要有 4 类蛋白家族，
包括病程相关蛋白第 10 家族（PR-10），非特异
脂质转移蛋白（nsLTPs，PR-14 蛋白），抑制蛋
白（Profilin）和类甜蛋白（TLP，PR-5 蛋白）。
每个家族由多个基因成员编码，同一种果实中含
有潜在的多种过敏原种类和同工型。本文以这 4
类家族为例加以介绍。
2.2.1 病程相关蛋白第 10 家族（PR-10）花粉食物
综合症所涉及最多的一类病程相关蛋白是 PR-10
家族，它由细胞内的一些具有酶活性的蛋白组
成，广泛分布于植物界并具有高的保守性，受微
生物侵染、伤害和胁迫条件诱导表达。桦树主要
过敏原 Betv1 是这个家族的代表性成员，有 70%
的桦树花粉过敏患者对一些食物有交叉过敏。许
多蔷薇科水果中所含过敏原与 Betv1 有较高的同
源性，如苹果的主要过敏原 Mald1 与 Betv1 同源
性达 63%。这些过敏原包括苹果（Mald1）、梨
（Pyrc1）、杏（Pruar1）、甜樱桃（Pruav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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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属于病程相关蛋白的过敏原
Table 2 Allergens of pathogenesis-related proteins

表 1 主要水果过敏原蛋白家族
Table 1 Major fruit allergen families
Bet v 1 同 源
蛋 白 Bet v 1
homologous
proteins

类甜蛋白
脂质转移蛋 抑制蛋白
Thaumatin-like 白 Lipid-transfer Profilin
proteins
protein

几丁质酶
Chitinase

美味猕猴桃
Actinidia deliciosa

Act d 8

Act d 2

Act d 10

Act d 9

Act d Hevein*

中华猕猴桃

Act c 8

Act c 2*

Act c 10

Act c 9* Man i 3*
Ana c 1

过敏水果
Allergen source

Actinidia chinensis
杧果
Mangifera indica
菠萝
Ananas comosus
西瓜
Citrullus lanatus
甜瓜
Cucumis melo
鳄梨
Persea americana

欧洲李
Prunus domestica

Man i 14 ku*

Act d 1
Act c 1* Ana c 2

Examples

PR-2

β-1，3-glucanases

Vit v Glucanase 葡 萄 Grape

PR-3

class I chitinases

Pers a 1 鳄 梨 Avocados

PR-5

TLPs

Mal d 2 苹 果 Apple，Pru av

PR-10

Bet v 1 homologous proteins Mal d 1 苹 果 Apple，Fra a 1

PR-14

nsLTPs

草 莓 Strawberry

Cuc m 3

Pru p 4

梨 Pear

Pers a 1
Mus a 2

Mal d 1

Mal d 2

Mal d 3

Pru p 1

Pru p 2*

Pru p 3

Pru ar 1
Pru d 1*
Pru av 1
Pru du 1*
Fra a 1

Pyr c 1

Pru p 3 桃 Peach， Pyr c 3

Mal d 4

Pru ar 3

Pru d 4* Pru av 4
Pru du 4

Mus a
Glucanase*

Mus xp Hevein*

Fra a 4

Pyr c 4

Pru d 3
Cit s 2
Pru av 2

Pru av 3

Pru du 2*

Pru du 8*
Fra a 3

Pyr c 3

Lit c 1

Cit s 3

Lyc e 1

Cit r 3
Cit l 3

Ziz m 1

Vit v 4*

Lyce 3
Lyc e
Glucanase* Vit v
Glucanase*

荔枝
Litchi chinensis
番茄
Lycopersicon
esculentum
葡萄

Vit v 1

Vit v TLP*

Vit v
Endochitinase*

注 : 过敏原数据主要来源于 I.U.I.S. 官方过敏原列表 ，其 他 数 据 （以 * 表 示 ）来 源 于 AllFam 和 Allergome 数 据 库 。
Note: Allergens mainly come from the official list of I.U.I.S. ， others marking with a asterisk come from the AllFam and Allergome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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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樱 桃 Cherry

Mus xp 1

Prunus dulcis
草莓
Fragaria ananassa
枣
Ziziphus mauritiana
梨
Pyrus communis
甜橙
Citrus sinensis
宽皮桔
Citrus reticulata
柠檬
Citrus limon

Vitis vinifera

病程相关

Mus a 1

甜樱桃
Prunus avium
扁桃

β-1，3- 葡 聚
糖酶
Beta-1，
3-glucanases

Cit la 2* Cuc m 2

水果野蕉
Musa acuminata
香蕉
Musa sapientum
苹果
Malus domestica
桃
Prunus persica
杏
Prunus armeniaca

半胱氨酸蛋
白酶
Cysteine
protease

分子量约为 18ku，二级结构预测存在几乎相同的
结构元素，特别是“P- 环”区，为花粉相关食物
过敏原和发病机理相关蛋白的共同区域。
2.2.2 类甜蛋白（ThaumatinLikeProtein，TLPs，
PR-5 蛋白）由于与甜蛋白的高度相似性，病程
相关蛋白第 5 家族也被称为“类甜蛋白”。它是
一类在胁迫条件下大量积累的抗真菌蛋白，可以
增强植物抵抗冰冻和干旱逆境的能力，但全部功
能尚不清楚。TLP 作为水果过敏原首次在苹果
（Mald2）中发现。在甜樱桃（Prunusavium）中，
一个 23ku，pI4.2 的 TLP 蛋白（Pruav2）被认为
是主要过敏原。TLP 和 nsLTP 具有相似的二硫键
结构，使蛋白分子具有热稳定性并能抵抗酶的水
解。
2.2.3 非特异脂质转移蛋白（Nonspecificlipidtrans
Ferprotein，nsLTPs，PR-14 蛋白）nsLTPs 是一类
小分子可溶性蛋白，隶属于病程相关蛋白第 14
家族，在高等植物中占全部可溶性蛋白的 4%[23]。
根据分子量的大小，植物 nsLTPs 可分为 2 大类，
即 nsLTP1 和 nsLTP2，分子量分别为 9 和 7ku。
nsLTPs 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在 4℃可贮存数月之
久，在高温下也有较好的稳定性，能耐 100℃高
温而结构不发生变化，即使在有变性剂存在情况
下也十分稳定。植物 nsLTPs 参与多种生物学过
程，可能具有的生理功能包括在体内参与角质单
体合成、表层蜡质的生成、体细胞胚胎发育、开
花、抑制半胱氨酸蛋白酶以及对各种环境胁迫，
如干旱、热、冷、盐和温度变化的适应性应答。
蔷薇科水果中的 nsLTP 蛋白是主要过敏原，属于
nsLTP1 类，含有 91 个氨基酸残基，pI ≥ 9，包含
由 4 个高度保守二硫键连接的 4 个 a- 螺旋结构的

稳定球状体。地中海地区报道很多水果过敏患者
有轻微口腔过敏综合症，但并不对花粉过敏，同
时严重的系统性症状常有报道 [24]，这种现象可能
与 nsLTP 蛋白有关。涉及的过敏原有桃（Prup3）、
苹果（Mald3）、杏（Pruar3）和李（Prud3）等。
这些过敏原同源性较高，且主要分布于果皮 [25]，
如苹果与桃的 nsLTP 蛋白同源超过 90%。
2.2.4 抑制蛋白（Profilin）抑制蛋白是一个小的
细胞溶质蛋白（Cytosolicprotein），具有结合肌
动蛋白功能（actin-binding）。存在于所有真核
细胞中。在植物中抑制蛋白序列的同源性很高，
一般为 71% ～ 85%，并且其序列长度也很保守，
大约 14ku。其在真核细胞中主要是控制肌动蛋
白的聚合 [26]。1991 年，桦树的次要过敏原 Betv2
被鉴定为 profilin，从而引起了过敏研究者的关注。
大量的 profilin 基因在不同的植物，如小麦、菜豆、
西红柿、牧草中被克隆，其免疫学特性也有研究。
Profilin 不仅在花粉中存在，而且在水果和蔬菜中
也都存在，如梨 Pyrc4、樱桃 Pruav4、桃 Prup4 等。
水果中抑制蛋白较难纯化，仅有少数重组蛋白报
道。
2.3 过敏原结构及与抗体结合表位鉴定
过敏原表位（Epitope）是指过敏原中参与结
合免疫系统的免疫细胞或抗体的组成部分。水果
过敏原中不同类型的表位存在着差异，是导致水
果过敏复杂性的关键物质基础之一，而不同植物
过敏原分子结构上共同的表位则是免疫交叉反应
的基础。根据过敏原表位与细胞结合方式的不同
可分为 B 细胞表位和 T 细胞表位；根据表位结构
的不同，又可分为连续性过敏原表位（线性表位）
和不连续性过敏原表位（构象型表位）。线性表
位主要是识别过敏原中的特定的氨基酸序列，一
般比较多见，而且易于定位；而构象型表位是一
些不连续的氨基酸通过分子内及分子间相互作用
形成，一般不稳定，随着三级结构的破坏，其表
位也会破坏，同时可能会产生新的表位。
水果中 nsLTP 家族的过敏原表位研究比较深
入。苹果、梨、杏和李等水果的 nsLTP 蛋白 IgE
表位占过敏原分子表面 40% 以上，已经鉴定 4 个
表位，其中两个表位为线性表位 [27]。其中桃主要
过敏原（Prup3）[3] 的晶体结构 [28] 和过敏原 IgE
表位已经确定 [29]，最近又鉴定了桃过敏原 Prup3
上与 T 淋巴细胞相互作用的 T 细胞表位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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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果过敏原基因组学研究和应用
3.1 基因组学研究
间结构和致敏性差异分析基础上，结合品种
致敏性临床数据，进行表型关联分析，可以探明
品种致敏性差异的分子机理，加速低过敏品种选
育进程。目前相关研究主要涉及水果过敏基因克
隆，遗传图谱定位、基因表达研究、环境调控和
遗传关联分析等方面。
水果过敏原蛋白基因组序列特征以及遗传图
谱定位等基因组学方面目前研究较少，只在蔷薇
科代表性果树苹果和桃较为深入。Gao 等 [31-33] 克
隆分析了苹果四类过敏原家族 28 个成员的 DNA
和氨基酸序列，应用 SNP 标记技术定位到国际
公认的 8 条分子标记连锁图谱上。其中 Mald1 是
引发欧洲中北部人群过敏的主要过敏原，其 17
个基因成员定位于 3 条连锁群上，7 个成员都含
有 1 个内含子。对这 7 个基因在 14 个核心苹果
品种上进行了位点多样性分析，发现 Mald1.01
和 Mald1.02 很保守，Mald1.04，Mald1.05 和
Mald1.06 更富有变化性。根据品种间系谱关系
以及主要亲本的基因克隆和分子标记测定，并
在另外 10 个品种上验证，发现 2 个候选的基因
Mald1.04 和 -1.06A 位点变异（2 个基因都位于
16 连锁群）与过敏性相关，特别是 Mald1.06A
还呈现出位点的剂量效应，说明致敏性与质和量
相关。开发了可用于过敏原基因资源评价以及
育种选择的低过敏性状分子标记，如 SSR 标记
Mald1.06A-SSR[34]。
参考欧洲桃过敏原医学鉴定成果以及桃果实
EST 库相关序列，应用国际参照李属连锁图谱和
简便作图方法，Chen 等 [35] 把桃和扁桃中 4 类 18
个与苹果同源的候选基因进行了定位。桃果实中
十分重要的 nsLTP 家族成员都位于连锁群 G6 底
部，与抗病基因密切关联。根据苹果和桃过敏原
基因推导氨基酸序列相似性和对应连锁图谱位置
比较和分析归纳，确立和证实了桃和苹果在连锁
群水平上宏观水平的同一性（Macro-synteny）。
苹果和桃过敏原基因组学研究成果对于整个蔷薇
科仁果和核果类类似研究有普遍的参考价值，为
挖掘低过敏特性的基因位点或组合奠定基础。
对品种间致敏性差异的解释需要分析过敏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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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同成员的表达模式，从而为利用生化和分子
途径获得低敏品种提供基础信息。早期研究使用
免疫学手段鉴定过敏蛋白在果实内的相对含量，
对其表达和亚细胞定位有了初步认识，但是仍无
法获得各基因成员的相对表达量，无法确定关键
致敏性成员。近些年来，随着荧光定量 PCR 技
术和基于质谱的蛋白质技术的普遍应用，过敏原
不同基因成员在 mRNA 水平和蛋白质水平上的
表达研究得以深入开展。
Botton 等 [36-37] 利用荧光定量 PCR 技术对苹
果和桃上部分成员在转录水平上的表达研究表明
过敏基因不同成员在果实不同部位表达量不同。
少数成员在蛋白质水平的表达得到了鉴定 [38]。在
获得完整的各基因成员表达信息后，可以进一步
确定关键致敏性成员。
3.2 低过敏品种选育

使免疫治疗更趋于标准化，同时避免应用天然过
敏性蛋白时的危险性，最终可达到提高治疗效果
的目的。目前该方法已经成功地将过敏原基因在
大肠杆菌、酵母、病毒和植物等不同的表达体系
中重组，被表达的过敏性蛋白分布在包括动物、
植物、真菌、螨类等几乎所有的过敏原种类。国
内已经开展应用大肠杆菌生产具有免疫活性的豚
草、蟑螂、荞麦、尘螨、杧果 [42] 过敏蛋白，国
外扩展到在酵母和烟草叶片或悬浮细胞培养体系
表达重组蛋白 [43]。已有大量水果过敏原，如苹果 [44]、
桃 [45]、甜樱桃 [46] 等中的过敏原通过重组途径获
得。通过与天然过敏原在表位结构、免疫活性、
翻译后修饰等领域对比研究，表明重组过敏原具
有近似于天然过敏原的性质，进而应用到治疗与
诊断当中。

降低食物过敏的发生是国际上预防医学新课
题，被动的避免接触会引发系列的健康和社会
学问题，发现鉴定培养低过敏品种无疑是一个
积极的解决途径。为此，欧洲在第五框架（EUSAFE）[39] 设置了以苹果为模式的降低过敏发生
的研究项目，而且在第六框架水果综合研究项
目（ISAFRUIT）（2006-2010）中进一步深化苹
果和桃低过敏品种研究。由荷兰瓦赫宁根大学
和研究中心鉴定的世界首个低过敏苹果新品种
Santana 已经在荷兰上市，为北欧的苹果过敏患
者提供了新的尝试选择。随着分子标记以及过敏
基因的遗传图谱定位等基因组学知识的发展，利
用 RNAinterference（RNAi）等手段，结合传统
育种技术，选育低敏转基因品种更为便利。通过
RNAi 途径已经得到低敏转基因番茄果实 [40] 和
Mald1 沉默的转基因苹果植株 [41]。
3.3 应用重组蛋白进行免疫治疗与检测

4 结语与展望

过敏诊断传统采用各种水果粗提蛋白作为诊
断试剂，质量和数量变化大，不同批次难比较，
在标准化控制上有很大的弊端。获得大量高纯度
的过敏原并分析其表位结构域是准确诊断及治疗
过敏疾病的先决条件。传统的脱敏治疗中所使用
的天然过敏原提取物存在组分复杂、质量难以控
制等诸多隐患而使其应用受限，通过基因工程的
方法合成的修饰后的高纯度特异过敏原，在保持
过敏性蛋白完整的免疫活性的同时可降低其自身
的过敏原性。这种修饰后的过敏性蛋白的应用将

性差异不同，筛选低过敏种质资源为过敏预防开
辟新的道路。根据过敏基因在苹果及桃的遗传图
谱位置，开发紧密连锁 SSR 分子标记，分析过敏
基因的遗传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4）特异过
敏基因干扰抑制表达。基因干扰技术已经成功应
用于苹果和番茄等食物过敏原材料，随着基因组
研究的深入，这一技术的应用范围将扩大到其它
物种。（5）重组蛋白用于治疗和诊断。国外用
于治疗过敏的重组蛋白已有商业制剂，为食物过
敏的治疗和诊断提供良好前景。桃、杧果等一些
我国重要的过敏原重组蛋白制剂已经开始研发，
根据不同过敏原的特性选择合适的表达体系使其
具有免疫活性是较重要的科学和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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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组织包括医学、食品、农业、环境和社会科
学等多学科交叉的协作团队，联合国内外科研单
位和公司，共同解决多因素控制的过敏问题，利
用基因组学、蛋白组学、免疫学技术等手段，在
过敏机理、诊断与治疗、过敏原鉴定、种质创新
等领域做深入研究。重要研究方向和思路包括：
（1）我国水果过敏原蛋白免疫学以及分子鉴定。
目前国外已经鉴定了大量水果过敏原，而鉴于过
敏患者有地域差别的特点，国内研究需要注重国
际间比较和交流合作，探明我国主要过敏源材料
及相应过敏原类型，深入研究过敏原免疫活性并
进行表位结构鉴定，同时需将研究材料扩大到我
国特色果树。（2）果实候选过敏原基因表达模
式分析及功能鉴定。过敏原在植物体代谢进程中
有重要作用，如与抗病或运输相关等。基因组测
序研究发现了大量候选过敏基因成员并定位到国
际参照连锁图谱上，基于此进行 RNA 水平定量
试验和蛋白质水平质谱鉴定及测序，研究其表达
模式，为关键成员遴选及功能差异分析提供帮助，
桃上最新研究 [35，38，47] 为此类工作提供借鉴。（3）
低过敏种质资源的筛选及培育。品种间果实致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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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炎症性肠病抗体谱

自身抗体检测：有新的，但要选对的
文 | 陈建魁 1，朱晓春 2
（1 解放军 307 医院临床检验科，2 欧蒙（中国）医学诊断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自身抗体是自身免疫性疾病诊断的重要标志。每种自身免疫性疾病都伴有特征性的自身抗体谱
（见表 1）。自身抗体检测可作为疾病的早期预示、诊断标准、鉴别诊断、治疗监控的重要手段。随
着人们对于疾病病因的不断研究和诊断技术的不断发展，一些新的抗体检测指标也被逐步补入疾病
诊断依据中，或为临床提供更多的参考信息。下面介绍一些近年来出现的新的自身抗体，以及临床
应用的注意事项。
表 1 常见自身免疫疾病相关自身抗体
类别

病名

自身抗体

慢性甲状腺炎

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

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

促甲状腺激素受体抗体（TRAB）

原发性慢性肾上腺皮质机能减退症 肾上腺皮质抗体

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谱

青少年型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

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ANCA）是一组以
人中性粒细胞胞浆成分为靶抗原，与临床多种小
血管炎性疾病密切相关的自身抗体。最常见的疾
病如坏死性肉芽肿性血管炎（WG）、原发性局
灶节段坏死性肾小球肾炎（IFSNGN），新月型
肾小球肾炎（NCGN），结节性多动脉炎（PAN）
等。与 ANCA 阳性相关的疾病还有继发性血管
炎、非血管炎性疾病（如肺部炎症疾病）、慢性
炎症性肠病（CIBD）、类风湿关节炎（RA）、
SLE、自身免疫性肝炎等。

胰岛细胞抗体、人谷氨酸脱羧酶抗体、酪氨酸磷酸酶抗体、

瘦素抗体
器官特异性

非器官特异性

萎缩性胃炎

胃壁细胞抗体（PCA）

溃疡性结肠炎

pANCA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

抗线粒体 M2 亚型抗体（AMA-M2）

重症肌无力

乙酰胆碱受体（AchR）

麸质敏感性肠病

抗组织转谷氨酰胺酶抗体、EMA、抗麦角蛋白抗体

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红细胞抗体

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瘢

血小板抗体

类风湿关节炎

类风湿因子、抗环瓜氨酸肽抗体、抗角蛋白抗体

干燥综合征

抗 SS-A 抗体、抗 SS-B 抗体

系统性红斑狼疮

抗核抗体、抗 dsDNA 抗体、抗 Sm 抗体、抗增殖型细胞核抗

原抗体
系统性硬化症

抗 Scl-70

混合性结缔组织病

抗 U1-RNP

系统性血管炎

ANCA、抗髓过氧化物酶抗体、抗蛋白酶 3 抗体

几种新增的自身抗体
抗 β2 糖蛋白 1（aβ2-GPI）抗体
以 系 统 性 红 斑 狼 疮（SLE） 的 诊 断 为 例，
SLE 国际临床协助组（SLICC）于 2009 年修订
了 1997 年版的诊断标准，添加了抗 aβ2-GPI 抗
体。抗 aβ2-GPI 抗体与血栓发生的相关性跟抗
心磷脂抗体（aCL）相仿。根据 2006 年修订的札
幌抗磷脂抗体综合征（APS）分类诊断标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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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BD 是一种病因不明的慢性肠道炎症性疾
病，主要包括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临床上
对 CIBD 一时难以区分溃疡性结肠炎与克罗恩病
者，ANCA 与抗酿酒酵母菌抗体（ASCA）检测
有助于鉴别二者。
ANCA 在 溃 疡 性 结 肠 炎 患 者 血 清 中 阳 性
率 为 60%~80%， 而 在 克 罗 恩 病 的 阳 性 率 仅 为
10%~20%，滴度与疾病的活动性和病程无关。由
于 ANCA 在溃疡性结肠炎中的阳性率高，而在
克罗恩病中的阳性率很低，因而可作为二者的鉴
别诊断以及溃疡性结肠炎的早期诊断指标。
ASCA 是 克 罗 恩 病 血 清 学 诊 断 的 指 标。
ASCA 可通过间接免疫荧光法（使用真菌涂片）
检测。在克罗恩病患者中，ASCA 的 IgA 和 IgG
类抗体阳性率为 73%。

诊 APS 至少要满足 1 项临床诊断标准和 1 项实
验室诊断标准。实验室诊断标准包括对 3 类抗磷
脂抗 体（aPL）的 检 测，即狼疮抗 凝物（LA）、
aCL 和抗 aβ2-GPI 抗体 。 为 了 确 证 自身抗
体的持续存在， 需要对抗磷脂抗体进行 2 次或 2
次以上检测，时间间隔至少 12 周。

麸质敏感性肠病 (CD) 抗体谱
CD 也称乳糜泻、口炎性腹泻、非热带口炎
性腹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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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该病主要的实验室检查包括：抗组织谷
氨酰胺酶转移抗体（抗 -tTG）抗体或抗肌内膜抗
体（EMA）、抗麦胶蛋白抗体（见表 2）。

抗内皮细胞抗体 (AECA)
在以内皮细胞损伤为特征的多种疾病中可检测
到 AECA，通常可以分为以下四大类：① 原发性

表 2 麸质敏感性肠病抗体检测及临床意义
抗体

亚型

IgA
抗 -tTG 抗体
抗肌内膜抗体
（抗-EMA 抗体） IgG

抗麦胶蛋白抗体 IgA
（抗 -Gliadin 抗
体）
IgG

敏感性

特异性

临床意义

90%~
100%

95%~
100%

10%~
40%

95%~
100%

抗 -tTG 抗 体 是 CD 最 重
要 的 血 清 学 标 志 物。 根
据检测方法的 不同，也
被称为抗 -EMA 抗体
（ELISA）

52%~
92%~
100%
97%
（儿童） （儿童） 抗体阳性可帮助 CD 的诊
断，也 可适用于去麸质
65%~
71%~
饮食或麸质载 量检测的
100%
97%
（成人） （成人） 疾病活动度评估
同上

50%

血管炎，如 WG、显微镜下多动脉炎（MPA）、变
应肉芽肿性血管炎（CSS）、特发性视网膜血管炎、
白塞病、多发性大动脉炎、巨细胞动脉炎和过敏性
紫癜 (HSP)；②继发于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如
SLE、RA、多内分泌腺病综合征、干燥综合征、多
发性肌炎 - 皮肌炎和混合性结缔组织病）的血管炎；
③ 器官移植；④ 其他疾病：如溶血性尿毒综合征
（HUS）、肝素诱发性血小板减少（HIT）、多发
性硬化症、先兆子痫、慢性哮喘、1 型糖尿病、炎
症性肠病、突发性感觉神经性听力损伤和某些传染
病。
AECA 特异性较差，所以检测 AECA 在疾病诊
断方面意义有限，但是，对于疾病活动性的评估有
重要临床意义。如处于 WG 或 SLE 活动期患者的
血清内发现高滴度的 AECA，表明抗体滴度与疾病
的活动性相关，但与是否出现其他自身抗体无关。
此外，临床上检测到 AECA，常提示可能有以
下情况：SLE 有肾脏受累；RA 有血管炎表现；皮
肌炎有肺部并发症；严重的硬化症有外周血管闭塞。

抗 N- 甲基 -D- 天冬氨酸受体抗体
N- 甲基 -D- 天冬氨酸受体（NMDA）是一种
体内合成的氨基酸，通常不存在于自然界中。抗
NMDA 受体脑炎是 2007 年发现的一种自身免疫
病，多数情况下表现为副瘤综合征，伴随有卵巢
畸胎瘤（很少累及睾丸，肿瘤多数含有其他的神
经结构）。临床上通常以一种类似流感的前期症
状开始，紧接着出现精神症状如恐惧、紧张、行
为怪异、幻想等。特异性的抗 NMDA 受体脑炎
自身抗体存在于血清和脑脊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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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C1q 抗体
C1q 分子是一个由 18 个多肽链组成的糖蛋
白。研究表明，很多疾病中都存在抗 C1q 抗体，
尤其以低补体荨麻疹性血管炎综合征最为常见。
虽然抗 C1q 抗体是低补体荨麻疹性血管炎综
合征的标志性抗体，但近年来的研究焦点集中在
抗 C1q 抗体与 SLE 的关系上。
抗 C1q 抗体与 SLE 疾病活动性相关，与狼
疮肾炎（LN）也密切相关。研究显示，抗 C1q
抗体阳性患者肾损害发生率明显增加，而且 SLE
疾病活动组的抗 C1q 抗体阳性率和抗体水平均显
著高于疾病稳定组。抗 C1q 抗体对狼疮肾炎诊断
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44% ～ 100% 和 70%
～ 92%；抗 C1q 抗体阴性对排除 SLE 在近几个
月内发展为狼疮肾炎的敏感性为 95%（阴性预测
值）。因此，抗 C1q 抗体检测可作为 SLE 活动
性评价以及肾损害预警的工具，也是狼疮肾炎诊
断的重要指标。
此 外， 监 测 SLE 患 者 抗 C1q 抗 体 水 平 可
为疗效评价及临床治疗提供重要依据。莫尔尼
（Mowni）等研究发现，在 SLE 出现肾损害前或
肾疾病复发前，就能够检测到抗 C1q 抗体。处于
活动期的 SLE 患者的抗 C1q 抗体高表达，而经
免疫抑制剂治疗后，通常抗 C1q 抗体的浓度下降，
提示临床检测抗 C1q 抗体浓度可用于监测 SLE
的治疗效果。

自身抗体检测应用的注意事项
实验方案的合理选择
鉴于有些自身抗体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敏
感性高，但特异性不强，仅具有筛选意义而不具
有诊断价值；而有些自身抗体的敏感性低，但对
某一种自身免疫疾病诊断的特异性很高，相关性
强。检验医师在协助临床医师选择相关检测项目
时，应注意筛查性试验与确诊性试验间的合理组
合，特别是应根据临床症状的提示，选择性检测
相关的自身抗体，切忌盲目地全面检测。
如针对系统性自身免疫病，如混合性结缔组
织病（MCTD）、SLE、干燥综合征（SS）等，
通常以抗核抗体作为筛查试验。因为在这些自身
免疫性疾病中，抗核抗体绝大多数均可呈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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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他针对特异性靶抗原成分的自身抗体应根据
临床需要进行选择性检测，以进一步明确诊断。
一方面，在检测抗核抗体的基础上，同时检测疾
病特异性的抗体可以帮助临床医师进一步确诊疾
病；另一方面，如果抗核抗体检测阴性或滴度低，
而临床症状又强力提示疾病，那么疾病特异性抗
体的检测，则可避免不必要的漏诊。
与此同时，作为检验医师，一定要考虑到不
同方法学之间的敏感性与特异性差异，在进行自
身抗体检测时，要制定好适合于自己实验室的检
测方案及流程。

Kidney International, Vol. 68 (2005), pp. 2225–2229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atients with Wegener’s
granulomatosis with anti-myeloperoxidase autoantibodies
MIN CHEN, FENG YU, YING ZHANG, WAN-ZHONG ZOU, MING-HUI ZHAO, and HAI-YAN WANG
Renal Division and Institute of Nephrology,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Beij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检验结果的合理理解
检验医师在进行自身抗体检测时，需要对结
果进行一定的理解与解释，才能合理地辅助疾病
诊断，更好地满足临床需求。以下一些基本原则
需要被正确的理解。
⑴ 与任何实验室指标一样，自身抗体检测有
一定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要根据其特性正确理解
其检出率。同时，没有一种自身抗体可单独诊断
疾病，多项指标联合检测能提高检出率。
⑵ 抗核抗体阳性不代表一定患有自身免疫性
疾病，由于自身免疫系统的作用，健康人中会有
一定比例（5%~10%）的自身抗体阳性（常为低
滴度）。此外，感染、肿瘤等也会引起自身抗体
的出现。
⑶ 某些自身抗体出现于症状发生之前，有一
定的疾病预测价值。对首次出现自身抗体的个体
建议一段时间后再次检测，连续多次出现自身抗
体可能提示其出现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概率增加。
⑷ 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自身抗体时，目前仍
有很多没有明确靶抗原的荧光模型，其临床意义
也不甚明确。但应该客观报告，引起临床重视。
⑸ 不同方法学有各自的检测敏感性和特异
性，一个检测项目用不同的试验方法检测，可能
会出现差异，尤其是处于临界值（弱阳性）的抗
体血清。正确认识这一点才能更好地客观看待结
果。
（本文来源《医学论坛报》）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atients with Wegener’s granulo- matosis with anti-myeloperoxidase
autoantibodies.
Background . Cytoplasmic 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utoantibodies (cANCA)/proteinase-3(PR3)ANCA was considered the serologic diagnostic
marker for Wegener’s granulomatosis (WG).
However, Chinese patients with MPO-ANCA
positive WG were frequently diagnosed. We now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with MPOANCA positive WG and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atients with MPO-ANCA and PR3ANCA.
Methods . Patients with WG were selected according to both Chapel Hill Consensus Conference
definition and American College of Rheumatology
(ACR)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in 500
Chinese patients with ANCA-associated systemic
vasculitides. The clinical manifes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patients with MPO-ANCA and with
PR3-A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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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 Eight-nine patients fulfilled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of WG: 54/89(60.7%) were MPO-ANCA
positive, 34/89(38.2%) were PR3-ANCA positive.
Patients with MPO-ANCA were predominantly
female compared with patients with PR3- ANCA.
Patients with MPO-ANCA also had multisystem involvement. However, the prevalences of arthagia,
skin rash, ophthalmic and ear involvement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patients with MPO-ANCA
than those in patients with PR3- ANCA (46.3% vs.
70.6%, P < 0.05; 20.4% vs. 44.1%, P < 0.05;
27.8% vs. 58.8%, P < 0.01; 40.7% vs. 67.6%, P <
0.05, respec- tively). The prevalence of elevated
initial serum creatinin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MPO-ANCA than that in patients with
PR3-ANCA (81.5% vs. 61.8%, v 2 = 4.20, P <
0.05).
Conclusion . Patients with MPO-ANCA positive
WG were not rare in Chinese.

Wegener’s granulomatosis (WG) is a systemic
vas- culitis characterized by necrotizing granulomatous in- flammation of the upper and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and kidney. 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utoantibodies(ANCA) are useful diagnostic tools for WG, micro- scopic polyangiitis
(MPA), and Churg-Strauss syndrome (CSS), which

25

EUROIMMUN Express | 文献导读

文献导读 | EUROIMMUN Express

are categorized as ANCA-associated sys- temic vasculitides. Two patterns of ANCA are distin- guished
by 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IIF) technique, the
cytoplasmic staining pattern (cANCA) and the perinuclear staining pattern (pANCA). Most patients
with a cANCA pattern obtained by IIF have ANCA
directed against proteinase-3(PR3), as determined
by antigen- specific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Patients with a pANCA mostly have
ANCA directed against one of a variety of antigens,
such as myeloper- oxidase (MPO). cANCA/PR3ANCA was found in 70% to 90% of patients with active WG and was often consid- ered by some to be a
seromarker for this disease [1–4]. In contrast, pANCA/
MPO-ANCA was observed in only 5% to 10% of
patients with WG, and was far less than cANCA/
PR3-ANCA [5–7].
In the past eight years, 500 patients with ANCA- associated systemic vasculitides were diagnosed in
Institute of Nephrology,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 tal. However, patients with pANCA/MPOANCA posi- tive WG were frequently diagnosed. In
15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 proven WG, 10 (66.7%)
were pANCA/MPO- ANCA positive. The current
study retrospectively inves- tigated the prevalence
and antigen-specificity of ANCA in sera from
Chinese patients with WG, and a compari- son was
made between patients with MPO-ANCA and PR3ANCA.

METHODS
Patients
From the 500 patients with ANCA-associated systemic vasculitides, diagnosed from 1997 to 2004 in
the Institute of Nephrology,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patients fulfilled both following criteria
of WG were recruited in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1) Chapel Hill Consensus Con- ference (CHCC)
definition [8]: granulomatous inflam- mation involving the respiratory tract, and necrotizing vasculitis
affecting small- to medium-sized vessels (e.g., capillaries, venules, arterioles, and arteries); necrotizing
glomerulonephritis is common. Patients were classified as WG if they had systemic vasculitis and the
presence of granulomatous inflammation in a biopsy
specimen or the presence of clinical signs strongly
suggestive of gran- ulomatous disease, which comprised involvement of th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with nasal inflammation (puru- lent/bloody nasal
discharge), sinusitis, or otitis media or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manifestion with pulmonary nod- ules,
cavities, or fixed infiltrate; (2) American College
of Rheumatology (ACR)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of
WG (Table 1) [9].
Patients were classified as having MPA if they had
sys- temic vasculitis and the absence of granuloma
formation in a biopsy specimen and the absence of
clinical signs strongly suggestive of granulomatous
disease.

Table 1. Number of patients who met the 1990 ACR criteria of WG
MPO-ANCA(+)
(N = 54)

PR3-ANCA(+)
(N = 34)

MPO- and PR3-ANCA(+)
(N = 1)

Total
(N = 89)

Nasal or oral
inflammation
Abnormal chest radiograph
(nodules, cavities, or fixed infiltrates)
Abnormal urinary sediment
(red cell casts or greater than
five red blood cells per high-power field)

25

21

0

46

(46.3%)
39
(72.2%)
48
(88.9%)

(61.8%)
24
(70.6%)
31
(91.2%)

(0.0%)
0
(0.0%)
1
(100.0%)

(51.7%)
63
(70.8%)
80
(89.9%)

Granulomatous
inflammation on biopsy

10
(18.5%)

5
(14.7%)

0
(0.0%)

15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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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ute renal failure was defined by the presence of
progressively elevated serum creatinine or 15%
declined clearance rate of serum creatinine on the
baseline within days or weeks. Clinical and pathologic data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organ involved.

nm (average value of antigen wells minus average
value of antigen-free wells) and expressed as percentage of the known positive con- trols. Samples
were considered positive if they exceeded the mean
+3 standard deviation (SD) from 100 normal blood
donors.

IIF assay to detect ANCA

Disease-assessment instruments

Standard IIF assay were performed accoding to the manufacturer (EUROIMMUN, Lu¨ beck,
Germany). Ethanol-fixed human polymorphonuclear
leukocytes (PMN) were used to detect ANCA and
monkey liver sections were used to exclude antinuclear antibodies (ANA). cANCA and pANCA
were distinguished accord- ing to staining patterns
by two experienced technicians.

Disease activity was measured by means of the
Birm- ingham Vasculitis Activity Score (BVAS) [11].
Scores can range from 0 to 67, with higher scores
indicating more active disease. The extent of organ
damage related to vasculitis was assessed by means
of the system score of Vasculitis Damage Index
(VDI) [12]. Scores for this in- dex can range from 0 to
11, with higher scores indicating more severe damage.

Antigen-specific ELISAs
Two highly purified known ANCA antigens, PR3
and MPO, purified as previously reported [10], were
used as solid phase ligands in ELISA. Antigens were
diluted to 1 to 2 lg/mL with 0.05 mol/L bicarbonate
buffer (pH 9.6) and were coated onto the wells of
one half of a Coatar microtiter plate, the wells in the
other half being coated with coating buffer alone
and acting as antigen-free wells. The volumes of this
step and subsequent steps were 100 lL, all incubations were carried out at 37◦ for 1 hour, and plates
were washed three times with phosphate-buffered
saline (PBS) containing 0.1% Tween-20 (PBST)
between stages. Test serum samples were diluted
1:50 with PBST and coated in duplicate on both
antigen-coated wells and antigen-free wells; every
plate contained positive, neg- ative, and blank
(PBST) controls. The binding was de- tected with
horseradish peroxidase conjugated goat an- tihuman
immunoglobulin (IgG; Gibco BRL, New York, NY,
USA) 1:5000 in PBST. The horseradish peroxidase
substrate o-phenylenediamine (OPD) was used at
0.4 mg/mL in 0.1 mol/L citrate phosphate buffer
(pH 5.0). The reaction was stopped by 2.0 mol/L H2
SO4 and the re- sults were recorded as the net A490

RESULTS
Demographic features and ANCA test
Eighty-nine patients fulfilled both diagnostic criteria of Wegener’s granulomatosis from the 500 patients with ANCA-associated systemic vasculitides.
According to the ACR criteria, 64/89, 24/89, and
1/89 patients had two, three, and four items, respectively. The numbers of patients who met each item
of ACR criteria are listed in Table 1. Fifty-four
of 89 (60.7%) were pANCA posi- tive, all could
recognize MPO in antigen-specific ELISA. Thirtyfour of the 89 (38.2%) were cANCA positive and all
the sera recognized PR3. The other one (1/89, 1.1%)
was positive for both pANCA and cANCA, and
recog- nized both PR3 and MPO.
Among the 89 patients, 15 were pathology proven
WG. Twelve were with renal biopsy, 8/12 were
MPO-ANCA positive, and the other four were PR3ANCA positive; two were with pulmonary biopsy
and both were MPO- ANCA positive; one was with
nasal sinus biopsy and was PR3-ANCA positive.
Among the 54 patients with MPO-ANCA, 23 were
male and 31 were female. The average age onset of
the disease was 52.8 (3–80) years old. The mea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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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n interval between onset of the disease and
diagnosis was 243.5 and 60 days,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34 patients with PR3-ANCA, patients with MPO-ANCA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proportion of male (42.6% vs. 70.6%, v 2 = 6.57, P
< 0.05) (Table 2).
Nonspecific symptoms
Of the 54 cases with MPO-ANCA, 38 cases
(38/54, 70.4%) had fever, 42 cases (42/54, 77.8%)
had fatigue, 30 cases (30/54, 55.6%) had significant
Table 2. Difference of patients with WG according to ANCA
MPO-ANCA(+)
(N = 54)
Male/femalea
Age of onset of disease
Interval between onset
of the disease and
diagnosis
(mean, median) days
Fever
Fatigue
Weight Loss
Muscle pain

23/31
24/10
52.8 ± 19.6 (3-80) 48.9 ± 16.0 (14-74)
243.5, 60

(range 7-1460)
38(70.4%)
42 (77.8%)
30 (55.6%)
25 (46.3%)
25
a
Arthragia
(46.3%)
Skin rasha
11(20.4%)
Renal
53 (98.1%)
Elevation of initial Scra 44 (81.5%)
34
Acute renal failure
(63.0%)
Crescentic GN (N = 48) 23/33 (69.7%)
Pulmonary
42 (77.8%)
Hemoptysis
14 (25.9%)
Pulmonary interstitial
15 (27.8%)
fibrosis
b
Ophthalmic
15 (27.8%)
Eara
22 (40.7%)
Gastrointestinal
23 (42.6%)
Nerve system
12 (22.2%)
Anemia
42 (77.8%)
Leukocytosis
27 (50.0%)
Thrombocytosis
13 (24.1%)
Elevated ESR
47 (87.0%)
Elevated CRP
23 (42.6%)
BVASa
22.2 ± 6.21
VDI (system score)
2.61 ± 1.00
a

P < 0.05; b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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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3-ANCA(+)
(N = 34)

212.7, 60
(range 8-1460)
30(88.2%)
26 (76.5%)
15 (44.1%)
15 (44.1%)
24 (70.6%)
15 (44.1%)
32 (94.1%)
21 (61.8%)
17 (50.0%)
10/15 (66.7%)
27 (79.4%)
14 (41.2%)
6 (17.6%)
20 (58.8%)
23 (67.6%)
14 (41.2%)
10 (29.4%)
22 (64.7%)
14 (41.2%)
9 (26.5%)
29 (85.3%)
21 (61.8%)
24.7 ± 6.87
2.71 ±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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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ght loss, 25 cases (25/54, 46.3%) had arthralgia,
25 cases (25/54, 46.3%) had muscle pain, and 11
cases (11/54, 20.4%) had skin rash.
The prevalences of arthragia and skin rash were
signif- icantly lower in patients with MPO-ANCA
than those in patients with PR3-ANCA (46.3% vs.
70.6%, v 2 = 4.49, P < 0.05; 20.4% vs. 44.1%, v 2 =
5.65, P < 0.05, respec- tively) (Table 2).
Manifestations of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Of the 54 cases with positive MPO-ANCA, 28
cases (28/54, 51.9%) had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volvement, manifested as sinusitis, epistaxis, rhinitis,
septal erosions, perforation, or subglottic stenosis.
Manifestations of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Of the 54 cases with positive MPO-ANCA, 42
cases (42/54, 77.8%) had lung symptoms such as
cough, often with sputum production, and 14 cases
(14/54, 25.9%) had hemoptysis. Twenty-seven cases
(27/54, 50.0%) had shad- ows on one or both lungs
and 22 (22/54, 40.7%) cases had multiple nodules
or cavitations. Fifteen cases (15/54, 27.8%) had
pulmonary interstitial fibros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patients with MPO-ANCA and PR3-ANCA (Table 2).
Renal manifestations
Of the 54 cases with positive MPO-ANCA, 53
cases (53/54, 98.1%) had renal involvement,
of which 48 cases (48/54, 88.9%) had hematuria,
46 (46/54, 85.2%) cases had proteinuria, 44 cases
(44/54, 81.5%) had el- evated serum creatinine at
the time of diagnosis, and 34 cases (34/54, 63.0%)
had acute renal failure. Thirty- three cases underwent renal biopsy, of which 13 cases (13/33,
39.4%) had focal segmental fibrinoid necrosis
in glomeruli, 23 cases (23/33, 69.7%) reached the
criteria of crescentic glomerulonephritis (over 50%
glomeruli had large crescents formation), and eight
cases (8/33, 24.2%) had granulomatous leision in
renal interstitium.

The prevalence of elevated initial serum creatinin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MPO-ANCA
than those in patients with PR3-ANCA positive WG
(81.5% vs. 61.8%, v 2 = 4.20, P < 0.05) (Table 2).
Other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Fifteen cases (15/54, 27.8%) had ophthalmic disease
manifested as conjunctivitis, keratohelcosis, episcleritis and uveiitis, optical nerve vasculitis, and decline
of vision. Twenty-two cases (22/54, 40.7%) had
ear involvements, manifested as tinnitus, perforation of the tympanic mem- brane, and decline or loss
of hearing. Twenty-three cases (23/54, 42.6%) had
gastrointestinal involvement mani- fested as nausea,
vomiting, anorexia, abdominal pain, loose bowels,
or bloody feces. Twelve cases (12/54, 22.2%) had
neurologic disorders such as peripheral mononeritis
multiplex, dizziness, headache, and coma.
The prevalences of ophthalmic and ear involvement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MPO-ANCA
than those in patients with PR3-ANCA (27.8% vs.
58.8%, v 2 = 8.39,P < 0.01; 40.7% vs. 67.6%, v 2 =
6.04, P < 0.05) (Table 2).
Laboratory findings
Of the 54 cases with positive MPO-ANCA, 42/54
cases (77.8%) had anemia, 27/54 (50.0%) cases
had leuko- cytosis, 13/54 (24.1%) cases had thrombocytosis, 47/54 (87.0%) had elevated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ESR), and 23/54 cases (42.6%)
had elevated C-reactive protein (CRP).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could be found between
pa- tients with MPO-ANCA and PR3-ANCA (Table 2).
Disease assessment
The mean score of BVA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patients with positive MPO-ANCA than in PR3ANCA (22.2 ± 6.21 vs. 24.7 ± 6.87, P < 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mean system
score of VDI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Table 2).

DISCUSSION
Wegener’s granulomatosis, microscopic polyangiitis, and Churg-Strauss syndrome are small- to
medium-vessel vasculitides linked by overlapping
pathology and the presence of ANCA. They are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the ANCA-associated systemic vasculitides. The combina- tion of a cANCA
pattern on immunofluorescence testing and PR3ANCA is associated with Wegener’s granulo- matosis [13]. The pANCA pattern, which usually corresponds to the presence of MPO-ANCA in patients
with vasculitis, being more typical of MPA, CSS,
and renal- limited vasculitis, was considered less
common in WG in Caucasian population. In the past
eight years, 500 patients with ANCA-associated
systemic vasculitides were diag- nosed in our single
center. Our previous studies showed that MPOANCA was much more common than PR3- ANCA
(about 5:1) in Chinese patients [14, 15]. In the present
study, even in patients with WG, there was a predominance of MPO-ANCA over PR3-ANCA (54:34),
in- dicating MPO-ANCA–positive WG might not
be rare in Chinese. Whether it is an epidemiologic
feature of WG in Chinese remains to be further
studied.
Previous studies suggested MPO-ANCA constituted
only a minority in Caucasion patients with WG, this
sub- group of patients had not been fully investigated except for a few studies. Schonermarck et al [16]
compared seven patients with MPO-ANCA–positive
WG with 21 age- and gender-matched PR3-ANCA–
positive ones. It was found that patients with MPOANCA–positive WG were pre- dominantly female
(5/7, 71.4%), with less organ involve- ment. Kidneys, eyes, and the peripheral nervous system also
tended to be less involved in MPO-ANCA–positive
WG patients. In the current study, special attention
was directed to the patients with MPO-ANCA–
positive WG with regard to the clinical spectrum of
vasculitis manifes- tions. In patients with MPOANCA–positive WG, pre- dominantly female, the
proportion of elevated initial Scr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patients with PR3- A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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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supports the results of Schonermarck’s study.
However, patients in the current study were selected from a single nephrology center; therefore,
we could not exclude a selection bias resulting in
more pa- tients with severe renal involvement.
Ophthalmic and ear involvements were considered
to be more common in WG than in MPA [7]. Interestingly however, the current study found that the
prevalences of ophthalmic and ear involvement
were lower in patients with MPO-ANCA–positive
WG than that in patients with PR3-ANCA. It was
speculated that MPO-ANCA– positive WG was
somewhat more like MPA, whereas PR3-ANCA–
positive WG was somewhat more like “clas- sic”
WG. However, there is substantial overlap in many
of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the ANCA-associated
systemic vasculitides. In some cases,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wo or more of these diseases on the basis
of clinical features alone is not easy. It was speculated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PO-ANCA–
positive and PR3-ANCA– positive WG might be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mecha- nisms in the pathogenesis of WG. The role of different ANCA played
in WG was still unclear and needed further investigations.
In patients with ANCA-associated systemic vasculitides, cANCA and pANCA positive sera usually recognized PR3 and MPO, respectively. However, it
was reported that sera from a minority of patients with cANCA recognized autoantigens other
than PR3 (such as MPO) [17], which was supported
by our previous study [15]. In the current study, sera
with cANCA exclusively recognized PR3, and sera
with pANCA exclusively recog- nized MPO. This
was probably due to the smaller sample size.
CONCLUSION
Patients with MPO-ANCA–positive WG are common in Chinese.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clinical manifestions between MPO-ANCA–positive
and PR3- ANCA–positive WG, but the mechanism
remains to be further investig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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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atients with Wegener’s
Granulomatosis with Anti-myeloperoxidase Autoantibodies.
中 国 抗 髓过氧化物酶阳性韦格纳 氏 肉 芽 肿 患 者 临 床 特 征

髓过氧化物酶特异性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
（MPO-ANCA）及蛋白酶 3 特异性 ANCA（PR3ANCA）是小血管坏死性血管炎（如显微镜下多
动脉炎 [MPA] 和韦格纳氏肉芽肿 [WG]）的血清
学标志性抗体，广泛用于疾病的辅助诊断。系统
性血管炎分类 Chapel Hill 会议共识中将 MPA 和
WG 归入 ANCA 相关性血管炎（AAV）组，相对
于 MPO-ANCA 与 MPA 相关而言，PR3-ANCA 与
WG 的相关性更高。流行病学资料显示 AAV 的
发病率低，且东西方不同种群中分布有差别，在
AAV 患者群体中所检出的 ANCA 类型或抗原特
异性也有明显差异，如日本 AAV 患者 80% 以上
为 pANCA/MPO，而英国 AAV 患者约三分之二
为 cANCA/PR3。本次推荐的临床研究是关于 89
例中国 WG 患者群体的 8 年回顾性分析，报道
WG 患者 ANCA 抗体特异性以 MPO 为主，并比
较 MPO-ANCA 与 PR3-ANCA 两 种 特 异 性 抗 体
阳性 WG 患者的临床特征差异。该回顾研究结果
明显不同于西方关于 PR3-ANCA 为 WG 疾病高
特异性标志物的报道，提示在中国人群中 MPOANCA 与 PR3-ANCA 两种特异性抗体均可能参
与 WG 的致病过程，代表 WG 不同临床亚型。

with MPO-ANCA were predominantly female
compared with patients with PR3-ANCA. Patients
with MPO-ANCA also had multisystem involvement.
However, the prevalences of arthagia, skin rash,
ophthalmic and ear involvement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patients with MPO-ANCA than those
in patients with PR3-ANCA (46.3% vs. 70.6 P<
0.05; 20.4% vs. 44.1 P< 0.05; 27.8% vs. 58.8% P<
0.01; 40.7% vs. 67.6% P< 0.05, respectively). The
prevalence of elevated initial serum creatinin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MPO-ANCA
than that in patients with PR3-ANCA (81.5% vs.
61.8% chi(2) = 4.20, P< 0.05).Patients with MPOANCA positive WG were not rare in Chinese.
抗 中 性 粒 细 胞 胞 浆 抗 体（ANCA）/PR3 特 异 性
ANCA 为韦格纳肉芽肿（WG）血清学诊断标志
物，但是诊断为 MPO-ANCA 阳性的 WG 中国患
者较常见。本研究分析 MPO-ANCA 阳性 WG 患
者的临床特征，并比较 MPO-ANCA 阳性与 PR3ANCA 阳 性 患 者 的 临 床 差 异。WG 患 者 从 符 合
Chapel Hill 共识大会系统性血管炎定义和美国风
湿病学会（ACR）的分类标准的 500 例 ANCA 相
关性系统性血管炎中国患者中选取 500 例。比较
MPO-ANCA 阳性患者及 PR3-ANCA 阳性患者的
临床表现。89 例患者符合 WG 诊断标准，其中
54 例 MPO-ANCA 阳性（占 60.7%），34 例 PR3ANCA 阳 性（ 占 38.2%）。MPO-ANCA 阳 性 较
PR3-ANCA 阳 性 患 者 以 女 性 为 主，MPO-ANCA
患者出现多系统受累，但是关节疼痛、皮疹、眼
耳受累等临床表现的发生率明显较 PR3-ANCA
阳性的患者偏低（分别为 46.3% vs. 70.6 P<0.05;
20.4% vs. 44.1% P<0.05; 27.8% vs. 58.8% P<0.01;
40.7% vs. 67.6% P<0.05）。MPO-ANCA 阳 性 较
PR3-ANCA 阳性患者出现首次肌酐升高的发生率
明显偏高。MPO-ANCA 阳性的 WG 患者在中国
并不罕见。

Abstract: Cytoplasmic 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utoantibodies (cANCA)/proteinase-3(PR3)ANCA was considered the serologic diagnostic
marker for Wegener’s granulomatosis (WG).
However, Chinese patients with MPO-ANCA
positive WG were frequently diagnosed. We now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with MPOANCA positive WG and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atients with MPO-ANCA and PR3ANCA.Patients with WG were selected according to
both Chapel Hill Consensus Conference definition
and American College of Rheumatology (ACR)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in 500 Chinese patients
with ANCA-associated systemic vasculitides. The
（讨论部分第一段，部分）
clinical manifes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patients with MPO-ANCA and with PR3-ANCA. Our previous studies showed that MPO-ANCA was
much more common than PR3-ANCA (about 5:1)
Eight-nine patients fulfilled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in
Chinese patients [14, 15]. In the present study, even
of WG: 54/89(60.7%) were MPO-ANCA positive,
in patients with WG, there was a predominance of
34/89(38.2%) were PR3-ANCA positiv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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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O-ANCA over PR3-ANCA(54:34), indicating
MPO-ANCA–positive WG might not be rare in
Chinese. Whether it is an epidemiologic feature of
WG in Chinese remains to be further studied.
以 前 研 究 表 明 中 国 患 者 中 MPO-ANCA 抗 体 较
PR3-ANCA 抗体的检出率更常见（约 5:1）。本
次研究显示，甚至在 WG 患者中 MPO-ANCA 仍
较 PR3-ANCA 占 优（54:34） 表 明 MPO-ANCA
阳性的 WG 患者在中国并不少见。这一现象是否
为中国的 WG 流行病学特征，仍需进一步研究。
（讨论部分第二段，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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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alone is not easy. It was speculated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PO-ANCA–positive and
PR3-ANCA–positive WG might be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mechanisms in the pathogenesis of WG.
The role of different ANCA played in WG was still
unclear and needed further investigations.
眼部及耳部受累症状在 WG 中比在 MPA 中更常见，
有 趣 的 是， 本 研 究 显 示 眼 耳 受 累 症 状 在 MPOANCA 阳 性 WG 患 者 中 较 PR3-ANCA 阳 性 患 者
明显偏低。MPO-ANCA 阳性的 WG 某种程度上
更接近 MPA，而 PR3-ANCA 阳性的 WG 更接近
经典的 WG。但是，ANCA 相关性系统血管炎的
许多临床表现出现大量重叠，在某些情况下，仅
依据于临床特征不易鉴别疾病。可以认为 MPOANCA 阳性与 PR3-ANCA 阳性的 WG 可能与其
发病过程的不同机制相关。不同 ANCA 在 WG 中
参与的作用仍不明，需进一步研究。

In patients with MPO-ANCA–positive WG,
predominantly female, the proportion of elevated
initial Scr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patients with PR3-ANCA, which supports the results
of Schonermarck’s study. However, patients in the
current study were selected from a single nephrology
（讨论部分第四段）
center; therefore, we could not exclude a selection
bias resulting in more patients with severe renal In patients with ANCA-associated systemic
involvement.
vasculitides, cANCA and pANCA positive sera
usually recognized PR3 and MPO, respectively.
在 MPO-ANCA 阳性的 WG 患者中，以女性为主， However, it was reported that sera from a minority of
首次血清肌酐升高的发生率显著高于 PR3-ANCA patients with cANCA recognized autoantigens other
阳性患者，这一结果与 Schonermarck 的研究一致， than PR3 (such asMPO)[17], which was supported
但本研究对象主要选自肾病中心，不能排除因选 by our previous study[15]. In the current study, sera
择偏倚导致患者与肾病受累相关。
with cANCA exclusively recognized PR3, and sera
withpANCAexclusively recognized MPO. This was
（讨论部分第三段）
probably due to the smaller sample size.
Ophthalmic and ear involvements were considered
to be more common in WG than in MPA [7]. ANCA 相关性系统性血管炎患者中，cANCA 和
pANCA 阳性血清通常分别识别 PR3 和 MPO 自
Interestingly however, the current study found that
身抗原，但是仅有一小部分少数患者中
cANCA
the prevalences of ophthalmic and ear involvement
were lower in patients with MPO-ANCA–positive 识别非 PR3 自身抗原（如 MPO）, 见以前研究结
WG than that in patients with PR3-ANCA. It was 果。本次研究 cANCA 仅识别 PR3，pANCA 仅识
speculated that MPO-ANCA–positive WG was 别 MPO，可能与研究样本偏少有关。
somewhat more like MPA, whereas PR3-ANCA–
positiveWGwas somewhat more like “classic”WG.
However, there is substantial overlap in many of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the ANCA-associated systemic
vasculitides. In some cases,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wo or more of these diseases on the basis of cli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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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ter XL
间接免疫荧光操作 + 酶免分析
全自动整合系统
文 | 黄普查

实现间接免疫荧光和酶免同时自动化检测
高通量、快速、标准化操作
无缝接入欧蒙 EUROLabOffice 系统，实现 IFA 和 ELISA 检测一体化解决方案
支持欧蒙多达 200 余种检测项目，客户细节体验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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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联免疫吸附实验
免疫荧光法 一体化操作

■■IFA 全自动玻片处理 +ELISA 全自动检测

Sprinter XL 可实现间接免疫荧光法从样本准备到最后清洗各个步骤的全自动处理。也可实现用酶联
免疫吸附实验（ELISA）对自身免疫性疾病，感染性疾病以及变态反应性疾病病人血清或者血浆中的
抗体的体外检测。
量
更高检测通
度
速
更快检测

1. 样本轨架 12x
2. 标准品 / 质控品轨架 1x
3. 试剂轨架 1x
4. 样本缓冲液轨架 1x
5. 初始稀释区
6. 系列稀释区
7. 振荡器 / 分液站
8. 微孔板温育位 6x
9. 清洗模块
10. 酶标仪
11. 加样针清洗站
12. 急停按钮
13. 电源开关
14. 荧光载片温育位 3x
15. 装有 4 根加样针的可移动机械臂
16. 装有机械抓手的可移动机械臂

Sprinter XL 的 ELISA 全自动检测模块实现了从样本
稀释、加样、分液、温育、清洗、读数、输出结果
等 ELISA 全程的自动化操作，可广泛应用于自身免
疫抗体检测、传染病检测等领域，同时集成欧蒙自
身免疫检测项目大于 110 种，传染性疾病检测大于
70 种，全项目多参数设置与检测，可根据客户需求
定制不同的检测方案。
同时，通过条形码扫描系统可自动识别样本、微孔
板及对应的试剂种类，实现从样本到检测位到试剂
项目全过程自动化管理。
IFA 自动处理模块实现从血清稀释到甘油封片前的
全自动处理，软件集成欧蒙所有的 IFA 检测项目，
支持系列稀释，自动存储结果，实现 IFA 的玻片制
备的操作标准化。

■■安全性更高
条码识别系统自动识别样本、试剂、微孔板；
有效的安全防护系统能侦测外罩是否打开，保证实验的安全性；
每根针都具备独立的液面探测、气泡和凝块侦测功能；
独有的加样针去污染功能避免样本和试剂间的交叉污染情况；

Sprinter XL VS IF Sprinter 性能比对
区别

Sprinter XL

IF Sprinter

功能

全自动完成 IIFT 实验从样本前处理到封片之前的所有步骤
及全自动酶免功能。

全自动完成 IIFT 实验从样本前处理到封片之
前的所有步骤

加样针

4针

单针

样本位

两种配置：240 个 / 次 或 160 个 / 次

96 个 / 次

试剂位

49 标品 / 质控位，12 试剂位，9 稀释位，可调

12 个标准品，8 个试剂位

载片数

单独检测 IIFT 时最大通量：30 张载片 / 次

15 张 / 次

IIFT 测试量

单独检测 IIFT 时最大通量：300T/ 次

单次最大 150T

稀释位

162 初始稀释，192 系列稀释

96 初始稀释，96 系列稀释

ELISA 测试量

单独检测 ELISA 时最大通量：6 块板

无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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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经济的解决方案
Sprinter XL 独有的 IFA+ELISA 同时自动化操作的功能，决定了
一个非常经济可靠的临床自身免疫和传染病的全自动检测解决方
案，可提供临床的自身免疫间接免疫荧光 + 酶联免疫联合检测的
一个自动化操作平台，实现临床检验设备最优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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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的用户界面及结果输出

Sprinter XL 能实现 4 根针同时分液、加样处理，同
时拥有 1 个独立的机械臂用于玻片槽及微孔板的转
运，实现实验整体的高效率时间分配。
○ 支持酶联板 + 荧光玻片同时操作；
○ 完全 IFA 实验最多支持 30 块玻片同时操作；
○ 完全 ELISA 实验最多支持 6 块酶联板同时操作。

显示详细工作列表及时间分配方案；

支持 ELISA 定量和半定量曲线绘制；

高效的玻片清洗方式：
快速反复浸泡式清洗玻片，双针 8 通道洗板机，注液、
吸液交替进行，减少清洗耗时，有效避免交叉污染，
同时清洗速度更佳，同时清洗 5 块玻片时间＜ 6 分钟；
支持 IFA 的系列稀释：
每项实验可软件自由定义多种稀释，自动完成系列
稀释操作 .

完整的 IFA 操作报告，可显示每个玻片孔位对应
的病人信息，便于荧光显微镜读片操作；

灵活设置软件用户权限：
软件支持不同用户权限的设置，适用于临床实验室
的管理需求。
支持双向 LIS 信息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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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检测配置布局

欧蒙优敏

配置 A: IFA

®

系列之食物组合
文∣蔡熙

1 块系列稀释板

关于食物过敏
2 块预稀释板
30 块 IFA 玻片位

食物不良反应

毒性

非毒性

免疫介导（食物过敏）

配置 B: ELISA

IgE

非 IgE

非免疫介导（食物不耐受）

酶促性的

药理学的

未定义的

3 块预稀释板
6 块酶联板
2 个 37℃温育位

配置 B: IFA + ELISA
1 块系列稀释板
2 块预稀释板

2 个 37℃温育位
15 个 IFA 玻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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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避食食物变应原不彻底特别是十几岁的儿
童，致使其敏感性持续存在。所以检测 IgE 介导
的食物过敏是十分有意义的。
食物过敏概念：通过各种方式接触某种食物后引
起的过敏反应，免疫系统对食物中的某些蛋白反
应过度所导致。

产生大量的 IgE 抗体，并与肥大细胞结合，固定
在这些细胞的表面。当食物中的致敏原再次进入
体内与胃肠黏膜肥大细胞表面的 IgE 相结合，使
肥大细胞激活脱颗粒释放一系列参与过敏反应的
炎症介质，使血管通透性增加，引起Ⅰ型变态反
应。食物过敏常指 IgE 介导的过敏反应。
初次接触变应原
再次接触变应原
部分抗原物质也可选择性地与浆细胞
IgG、IgM、IgA 或 T 细 胞 结 合， 形 成 免
疫复合物，从而引起局部或（和）全身性
组胺
的Ⅲ型或Ⅳ型变态反应，而年龄、食物的
IgE
激肽
消化过程、胃肠道的通透性、食物抗原的
原酶
结构遗传因素等可影响食物过敏反应的
LTs
IL-4
发生。食物变态反应在生后最初几年最常
IL-10
RAF
FcεR1
Th2
见大多数患儿到了 2 ～ 3 岁就对该食物产
Bc
PGD2
生耐受，症状随之消失。所以目前国际上
对食物不耐受的检测还存在争议。
抗原提呈
IgE 产生 肥大细胞致敏 肥大细胞活化 炎症介质
而 IgE 介导者可能持续时间较长。开始的
I 型超敏反应的发生过程示意图
严重性与以后临床症状消失与否无关，

毛细血管扩张、通透性增加
平滑肌收缩，腺体分泌增多

6 块酶联板

发病机制：致敏抗原激活肠固有膜的 IgE 浆细胞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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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过敏反应者或诊断明确者不做。疑为非 IgE
介导的食物所致胃肠道疾病，其诊断在攻击前和
攻击后需做活检，无条件时应做食物的排除和攻
击试验。根据病史和（或）皮肤试验疑为 IgE 介
导的疾病或食物诱发的小肠结肠炎，应排除可疑
食物 1 ～ 2 周。其他胃肠变态反应疾病排除可疑
食物可长达 12 周。如果症状未改善，则不大可

能是食物变态反应不能仅根据皮肤试验或 RAST
做出Ⅰ型食物变态反应的诊断。许多患者据此被
误诊为某种食物所致的食物变态反应，而避免了
他们不该禁食的食物因此病史和食物的盲攻击对
病因的诊断很重要。临床还注意到，IgE 型和非
IgE 型可同时存在或相互转化，以及患者随时可
能对新的食物变应原过敏。

欧蒙优敏 ® 系列之食物组合
食物组合（订货号：DP 3414-1601-2 E）
[ 进口注册证 ] 国食药监械 ( 进 ) 字 2012 第 3402926 号
[ 通用名称 ] 食物过敏原特异性 IgE 抗体检测试剂盒（欧蒙印迹法）
[ 英文名称 ] EUROLINE Atopy (China) (IgE)
订货号

靶抗原

Ig 类别

基质

规格

DP 3414-1601-2 E

食物性过敏原

IgE

包被有过敏原的检测膜条

16x01 (16)

[ 预期用途 ] 用于体外半定量检测人血清或血浆中鸡蛋白，牛奶，花生，黄豆，鳕鱼 / 龙虾 / 扇贝，鲑

常见的易致敏的食物：

 动物蛋白食品：包括牛奶、鸡蛋、鱼、虾、
蟹、羊肉、牛肉、等。

 干果及坚果类：包括花生、黄豆、核桃、榛


子、开心果、腰果等。
水果及蔬菜类：包括桃、梨、苹果、橘子、




荔枝、西瓜、扁豆、番茄、等。
谷类：小麦、燕麦、玉米等。
食物添加剂：以食用色素、防腐剂为主。

食物过敏原多通过食入发病，但有些高度食物过
敏者亦可通过吸人的途径致病，如有人闻到牛奶
的气味即可诱发剧烈的过敏反应。
食物变应原的特点：
食物变应原性的可变性：加热可使大多数食物的
变应原性减低。胃的酸度增加和消化酶的存在可
减少食物的变应原性。
食物间存在交叉反应性：不同的蛋白质可有共同
的抗原决定簇，使变应原具交叉反应性。如至少
50% 牛奶过敏者也对山羊奶过敏。对鸡蛋过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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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对其他鸟类的蛋也过敏。交叉反应不存在于
牛奶和牛肉之间，也不存在于鸡蛋和鸡肉之间。
植物的交叉反应性比动物明显如对大豆过敏者也
可能对豆科植物的其他成员如扁豆、苜蓿等过敏。
患者对花粉过敏也会对水果和蔬菜有反应如对桦
树花粉过敏者也对苹果、榛子桃、杏、樱桃、胡
萝卜等有反应。对艾蒿过敏者也对伞形酮类蔬菜
如芹菜、茴香和胡萝卜有反应。
儿童食物过敏：
儿童食物过敏反应的患病率约 6% ～ 8%，而牛
乳是最常见的过敏食物占其中的 3% ～ 7.5%，以
1 岁以内的婴幼儿多见。随着年龄的增长，食物
过敏症的发病率明显下降。有食物过敏的患者常
伴有支气管哮喘，发病率约 6.8% ～ 17% 而对牛
奶过敏的儿童，哮喘的发病率则可高达 26%。

鱼 / 鲈鱼 / 鲤鱼，虾，蟹过敏原特异性 IgE 抗体。
[ 适应症 ] 由过敏反应引起的唇、舌和 / 或咽喉烧灼感及发痒，腹泻，呕吐，腹痛，哮喘，皮肤红疹
或荨麻疹。
[ 检测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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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性过敏原（订货号：DP 3414-1601 E）
[ 通用名称 ] 食物性过敏原 ( 中国组合 ) 检测试剂盒 ( 欧蒙印迹法 )
[ 英文名称 ] EUROLINE Food (China) (IgE)
订货号

靶抗原

Ig 类别

基质

规格

DP 3414-1601 E

食物性过敏原

IgE

包被有过敏原的检测膜条

16x01 (16)

[ 用 途 ] 用于体外半定量检测人血清或血浆中食物性过敏原特异性 IgE 抗体。
[ 适应症 ] 变态反应引起的唇、舌、喉部灼痛和瘙痒、腹泻、呕吐、腹部疼痛、哮喘、红斑和荨麻疹。
[ 检测项目 ] 鸡蛋白、牛奶、小麦面粉、燕麦面粉、牛肉、羊肉、坚果组合 1（腰果 / 杏仁 / 榛子 / 开心果）、
花生、黄豆、蔬菜组合 1（扁豆 / 土豆 / 芹菜 / 蘑菇）、西红柿、玉米、海鲜组合 1（龙虾 / 扇贝 / 墨
鱼 / 蛤）、虾、蟹、鳕鱼、鲑鱼、鲈鱼、水果组合 1（香蕉 / 桃子 / 菠萝 / 橙子）、调料组合 1（咖喱
/ 芥末 / 胡椒 / 大茴香）、CCD 标记物、指示带

食物变态反应的诊断，首先根据详细的病史、皮
肤试验或 RAST 的结果判定。如果疑为 IgE 介导，
应排除有关食物必要时做盲攻击，但病史中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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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蒙宝宝大抢镜！ Family Day 活动打造家庭大集会

Family Day

44

Family Day

欧蒙北京

欧蒙杭州

欧蒙中国的 Family Day 家庭日系列活动近期分别在北京和杭州拉开帷幕。
5 月 25 日，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林木青葱，绿草如因，欧蒙北京迎来了一场“国际性”的
Family Day 彩绘，欧蒙宝宝的同台献艺，快活的游戏：盲目的爱、疯狂大搜集、爱抱抱、呼啦圈接球、
拔河；员工，亲友团，“国际团”，欧蒙家庭日的活动热火朝天，人气爆满！
6 月 2 日，杭州的欧蒙员工们也组织了属于自己的 Family Day 活动，在风景秀丽的杭州市湘湖畔
进行“DIY 盛宴，”活动集合烧烤、垂钓、观景多位一体，欧蒙宝宝们更是自己动手，大展烧烤厨艺！

45

EUROIMMUN Express | 新闻导航

新闻导航 | EUROIMMUN Express

中国皮炎湿疹患者常见过敏原的检测和监测研究项目介绍
文∣蔡熙

项目背景

间接免疫荧光全自动检测平台全新发布
文∣黄普查

2013 年 6 月 8 日，欧蒙（中国）医学诊断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蒙公司”）在北京
举行了自动化间接免疫荧光 (IIFT) 全新自动化检
测平台发布会，新平台包括间接免疫荧光操作 +
酶免分析全自动整合系统 (Sprinter XL) 和全自动
荧光核型及滴度判读系统 (EUROPattern)。会上
主 要 对 Sprinter XL 和 EUROPattern 展 开 了 详 细
的产品介绍及操作演示。活动邀请到了来自北京
协和医院、北京佑安医院、北大人民医院、北大
第一医院等检验科或风湿科专家老师 40 余位，
各位专家老师根据欧蒙公司新产品的特点并结合
自身实验室的实际需求进行了积极的讨论与交
流。
欧蒙公司仪器部产品经理就新的 IIFT 自动
化平台优势展开了详细的阐述，内容包括新平台
升级后的功能给临床实验室带来哪些工作效率的
提 升 及 检 测 的 标 准 化 操 作， 如 EUROLabOffice
代替手工自动创建欧蒙整体实验室检测的工作列
表功能，Sprinter XL 在 IIFT 通量处理效率的整
体提升以及支持 IIFT 和 ELISA 同时操作的功能。
另外，活动重点对 EUROPattern 的全自动荧光显
微镜及全自动核型判读功能进行解读。各与会老
师纷纷对新产品的先进功能表示惊奇并期待尽快
使用该产品。同时活动就新产品在临床实验室的
实际应用展开讨论，包括 Sprinter XL 能大幅度提
升荧光玻片制备的效率，且支持 ELISA 功能有
利于检测设备的最优性价比，EUROPattern 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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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工显微镜下看片的劳动力，实现真正意义的
全自动荧光核型及滴度判读等应用优势，获得了
各位老师的一致肯定。
各位专家老师现场参观了欧蒙公司的 Sprinter
XL 和 EUROPattern 新 产 品 实 机， 公 司 仪 器 部
代表做了详细的产品解读并向大家进行现场操
作演示。各位老师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纷纷就
Sprinter XL 的产品通量、操作速度、洗板方式、
如何支持 ELISA 功能等细节，以及 EUROPattern
的光路系统、LED 光源、支持玻片类型、软件自
动核型判读原理、如何识别系列滴度判读等方面
提出了问题及建议，这些问题都从欧蒙团队获得
了满意的答复。部分老师阐述了实际工作中的原
有仪器通量不够、人工判读容易出现疲劳误判等
问题，现场表示期待欧蒙公司新产品的应用，认
为该产品能避免以上困扰并带来工作效率的大幅
提升。原本计划 45 分钟结束的产品演示延长到
近 2 小时，这也充分表明了客户对欧蒙公司新产
品的热情与关注。
欧 蒙 公 司 的 IIFT 全 新 自 动 化 平 台 代 表 了
IIFT 领域最先进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借助新产品
发布及推广会议的影响力，势必会让更多的客户
深入认识与了解欧蒙的新产品，从而进一步提升
了欧蒙在行业内的品牌影响力及产品应用范围。
未来我们将加速在东区及南区的新产品发布，进
一步争取客户的广泛认可。

床湿疹皮炎患者进行常见过敏原检测，各监测点
过敏原试剂统一使用德国欧蒙公司生产的吸入性
湿疹皮炎是皮肤科的常见病。由于病因复杂、
及食物性特异性过敏原检测试剂盒（欧蒙印迹
容易复发、瘙痒剧烈，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法），并填写学会统一制定的调查问卷，一式两份。
在临床工作中，湿疹皮炎经常被认为是变态反应，
医院科室备份一份，另一份交学会由第三方统一
从而导致许多患者忌口以减轻病状。但是变态反
进行统计数据分析。
应在湿疹皮炎发病过程中到底起什么作用，哪些
过敏原起作用，这些过敏原有没有地区性差异或 试剂选择
存在季节性变化，均缺乏系统研究。
委员会对市面上常见过敏原检测试剂厂家进
鉴于此，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
委员会决定在 2013 年启动“中国皮炎湿疹患者 行认真比对选择后，一致认为欧蒙公司生产的试
常见过敏原的检测和监测研究”项目，该项目已 剂注册证、操作说明及判读仪器证件齐全，与金
经于今年 2 月在上海启动，将持续进行至 2014 年。 标准 Phadia 对比结果符合性良好，质量稳定，在
本次活动的主席由主委温海教授担任，环境与职 中国设有的厂家能保证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目
业性皮肤病学组李邻峰教授出任项目负责人。该 前，大部分三甲医院已经使用欧蒙产品，特别是
活动在全国选择 20 个左右皮炎湿疹与环境过敏 研究基地中 80% 的医院都已经采用了欧蒙公司
原研究的检测监测点（自愿参加），对于明确诊 的产品。为了方便基地日常工作及研究，委员会
断患有湿疹皮炎并做了血清常见过敏原检测的患 特意将试剂统一为欧蒙试剂。
者，进行统一问卷调查，疾病分类分级，统一交
学会作进一步研究。各检测点每两个月对数据汇
总一次，并将原始资料交予学组进行多中心数据
分析统计，将数据统计结果共享给各检测单位。
从而保证达到研究目的，发表高质量的研究文章。
为了鼓励相关单位参加项目并保证各协作单
位皮炎湿疹患者的标本量，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
性病专业委员会特意在“2013 年全国中西医结
合皮肤性病学术年会”上评选出第一批“湿疹皮
炎研究基地（2013-2014）”同时授予证书，并
将根据项目完成情况对这些研究基地进行年度考
核，表现优秀者将获得年度牌匾。
项目方案
参加研究的 20 家以上医院统一采用相同国
际公认的方法对需要并同意进行过敏原检测的临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环境与职业性皮肤病学组为
了解我国湿疹皮炎患者速发型变态反应发病情况及常见过敏原的检测
和监测项目启动会现场。2013 年 2 月，上海。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于
2013 年 2 月在上海中凯豪生酒店举行了项目启动
会。主要参会专家有：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李邻峰
教授、上海长征医院温海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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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病研究所顾恒教授、广州市皮肤病医院张锡
宝教授、苏州医大二附院施辛教授、海南省皮肤
病医院刘巧教授等。
会议主要探讨了项目的可行性方案，以及问
卷调查表等细节性工作。专家们各抒己见，提出
了许多宝贵建议，为保证项目的顺利执行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上海长征医院温海教授为我们的 2013 年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术会
议项目交流会主持。2013 年 4 月，厦门。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于
2013 年 4 月在厦门翔鹭大酒店对参加项目的人员
分批举行了研究前培训活动及讨论会。活动旨在
让大家更好的了解整体项目并统一规范整个实验
流程，同时对标准化填写患者调查问卷表和血清
收集等工作进行了说明。
此次会议，有来自北京、天津、河北、辽宁、
吉林、黑龙江等 24 个省市的 47 位皮肤科老师积
极参与。会议由上海长征医院温海教授担任主持，
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李邻峰主任主讲。会上，
李主任隆重向各位与会老师介绍了欧蒙公司过敏
原产品，以及 CCD（交叉反应碳水化合物决定簇）
在临床应用中的重要作用；随后，李主任介绍了
一下项目情况，并对统一使用欧蒙产品的原因进
行了阐释。李主任表示欧蒙产品质量良好，注册
证齐全，将其作为本次多中心流调的统一使用试
剂。最后李主任邀请使用过欧蒙产品的老师介绍
使用经验，一位主任高度认可欧蒙产品的品质，
他们采用欧蒙产品进行对比试验与法迪亚对比试
验结果符合性高。
项目正式启动后受到了广泛关注，许多单位
都表示出十分感兴趣，目前不少研究所都申请参
加该项目。

益智游戏 - 数独

4

7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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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数独的 9x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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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

5

8

8

1
3
9

7
5

8

3

答 案

7
9
3

1

8
1
6
2

5
2
6
7 5
8 9
1 4
4
2
6

8 2 6
3
5
9 7
4
3 9
6 4
5
7 6
6 5 2
4 3
8
1
2

5
4

3
7
2
4 1
5 3
8 2
1
48

4

9

7

7

9

6

8

9

2013 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在西安圆满落幕
图 | 文 朱香玉

长安通衢十二陌，出入九州横八极。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和中国医院协会临床
检验管理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中华医学会第十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于 2013 年 5 月 8 日 -11 日
在古都西安圆满落幕。这是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和中国医院协会临床检验管理专业委员会二度强强
联手，共同举办最大规模的检验医学学术盛会，专题报告涵盖了临床检验医学和实验室管理各领域
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增进了检验同行的交流。
本次会议中欧蒙（中国）医学诊断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蒙公司”）邀请北京协和医院
倪安平教授以及北京儿童医院谢正德主任担任卫星会的主讲嘉宾。倪安平教授就《非典型病原体呼
吸道感染实验室诊断》做了精彩的报告，从三个非典型病原体的发病率为出发点，强调了肺衣、肺支、
嗜肺对临床诊断的重要性，又从血清学转化的特点入手，强调了我们产品的 IgM 检测对早期诊断的
重大意义。谢正德主任就《EB 病毒感染的实验室诊断》从儿童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的血清学转换上，
阐述了 EBV 联合检测对传单的临床意义，与检验科老师进行了良好的互动，引起参会者广泛充分的
交流探讨。
此次参会不仅让客户与欧蒙公司进行了深层次的交流，而且让客户看到了欧蒙公司在促进中国
医疗检验水平所做的各项创新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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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蒙公司再度荣获国家“纳税信用 A 级企业”荣誉称号
文∣梁静茹

在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北京市地方税务局举办的 2013 年至 2014 年度“纳税信用 A 级企业”评选中，
欧蒙（中国）医学诊断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蒙公司”）再度荣获 “纳税信用 A 级企业”荣
誉称号。
“纳税信用 A 级企业”是指税务机关通过纳税企业连续两年的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款征收、
税务检查、发票管理、帐簿管理，以及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对纳税企业社会诚信的评价等项目进行综
合评定。A 级纳税信用评比的是纳税诚信度，奖励企业纳税的诚信态度与美德。该评比是对企业在纳
税工作方面所取得成绩的一种肯定，每两年授牌一次，评选比例仅为 1:303。
欧蒙公司自成立以来，秉承诚信经营的理念，严格遵守国家法规和税收政策，依法自觉纳税，
恪守纳税信誉，树立了良好的企业信誉与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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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蒙优敏”商标取得商标注册证
文 | 蔡熙

2013 年 4 月 28 日，欧蒙体外血清学检测过敏原诊断试剂中的“欧蒙优敏”系列特异性过敏原检
测试剂（欧蒙印迹法）取得了国家商标证书。
“欧蒙优敏”商标特用于欧蒙免疫印迹法检测特异性过敏原的产品，该系列产品属于过敏原检
测试剂的白金级产品，可与欧蒙全自动操作判读系统配套使用。
商标采用绿色、黑色、白色三种颜色，取自于欧蒙公司特有的色彩，代表德国欧蒙公司旗下具
有德国高品质的进口产品。EURO- 为欧蒙公司英文前半部分，Aller- 是 allergy 过敏原前缀，组合在
一起代表欧蒙的过敏原诊断试剂。“欧蒙优敏”具有欧蒙公司生产的品质优良的过敏原检测产品之意。
A 为字母之首，也意味着第一，ALLER 的 A 做了弧形突出展示，寓意欧蒙过敏原检测产品要在
同类产品中争第一，在欧蒙绿的映衬下有着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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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兄弟联”活动现场
孙艺红教授正在进行“抗磷脂综合征的基础与临床”专题讲座

欧蒙公司助力首届自身抗体与健康体检学术沙龙
文∣恒爽
2013 年 6 月 19 日，由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和武警总医院健康管理
中心联合举办的自身抗体与健康体检学术沙龙暨抗磷脂抗体在血栓筛查中应用价值研讨会在京圆满
落幕。
此次会议由欧蒙（中国）医学诊断技术有限公司承办。会议从知识普及与学术交流角度出发，
重点讨论抗磷脂抗体的临床应用知识、国内外研究进展、实验室检测建议以及预防方案。会上，北
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中心的孙艺红教授、北京安贞医院检验中心的袁慧教授分别对抗磷脂综合征的
基础与临床、抗磷脂抗体的实验室检测进行了专题讲座。活动特邀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候任
主委武留信教授、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陈刚教授出席并组织此次沙龙的高峰研讨环节。
来自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宣武医院、北京小汤山疗养院、解放军 307 医院、海军总医院、武警
总医院等北京地区重点三甲医院体检中心的 16 名代表出席此次活动，认真聆听并就抗磷脂抗体检测
指标的实用性、在体检中的价值（预防的价值）、与现有血栓指标如何结合、判读与检后建议等进
行了专题讨论。
通过 2 个小时探讨与交流，与会者达成以下共识：
1. 进一步完善该指标信息或文献等，摸索中国健康人群发病率。
2. 从现有参会单位开始，分别开展前期阶段的试用与阳性病例收集，后续再进行阶段性的深入探讨。
这是有关自身抗体与健康体检的首次学术沙龙，通过交流学习现场老师获得不少收获 , 并共同期
待下次活动的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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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兄弟联”活动后记
——“炎症性肠病基础与临床”检验与临床沟通研讨会
文∣虞伟 丁小娜

由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临床检验医学研究所
组织全军普通外科研究所、消化内科、超声诊断
科等多个科室所参与的“检验与临床”学术沟通
研讨会，于 2013 年初在该医院门诊 9 楼临床中
心实验科会议室召开。本次讨论会由欧蒙（中国）
医学诊断技术有限公司协办，会议以“炎症性肠
病基础与临床”为主题，并就成立“炎症性肠病
科研协作组”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炎 症 性 肠 病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 是一种特发的慢性肠道炎症性疾病，该病
在西方国家相当常见，具体类型包括溃疡性结肠
炎 (Ulcerative Colitis，UC) 和克罗恩病 (Crohn’s
Disease，CD)。我国的 IBD 发病率近年来呈上升
趋势，根据文献报道，2000 年后，该病在中国的
年均发病率增长了近 4 倍。由于 IBD 的病因和发

病机制不明，目前仍缺乏有效的早期诊断和治疗
手段，因而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同时，由于该
病临床表现复杂多变，发病和病程涉及多学科，
需要包括消化内科、胃肠外科，病理科、医学影
像科和实验诊断科医师的重视与通力合作，才有
可能做到尽早明确的规范化诊治。
此次会议由全军临床检验医学研究所所长
唐家琪研究员主持。会议上，中国工程院院士、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副院长、解放军普通外科研
究所所长黎介寿院士首先就《克罗恩病研究现
状——基础与临床面临诸多挑战》进行了阐述，
希望以此为契机开展临床多学科的科研协作，成
立全院式的“炎症性肠病科研协作组”，为攻克
“炎症性肠病”这一世界性难题，并将其诊治水
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而努力。南京军区南京总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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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王与荣副院长到会并作了讲话，指出基础与临
床紧密结合才会有生命力，临床需要有基础研究
的配合才会更好、更快地发展提高，并肯定了在
医院成立“炎症性肠病”科研攻关协作组的必要
性和重要性，希望能在这一领域做大做强。普通
外科研究所朱维铭教授就《克罗恩病诊治进展》
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指出“核周型抗中性粒细
胞 胞 浆 抗 体（pANCA） 对 UC 患 者 回 肠 袋 - 直
肠吻合术（IPAA）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有预测作
用”等重要的指标临床应用知识点，并就南京军
区总医院有关“克罗恩病诊治”在同行领域中所
处地位，以及今后需要优先工作的方向进行了交
流和讨论。临床中心实验科李晓军主任从基础
研究和实验诊断角度出发，就寻找抗酿酒酵母
抗体（ASCA）、核周型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
（pANCA）等《炎性肠病生物标记物》指标做
血清学诊断，讲解例如“抗胰腺滤泡抗体（PAb）
与 CD 的起病年龄及肠外表现相关”等学术内容，
以及怎样为临床提供科研协作提出了自己的一些
设想。出席本次会议的还有超声诊断科杨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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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科汪俊军主任、消化内科汪芳裕主任、路又
可主任，临床中心实验科李芳秋主任、虞伟主任，
以及来自相关临床和医技科室的工作人员、研究
生等共计 70 余人。与会者就如何充分利用普通
外科良好的病例资源与学术影响力、检验医学研
究所科研实验平台的技术优势，以及如何开展全
院临床多学科的科研协作等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
和讨论。在讨论中，消化科主任提出，由于鉴别
诊断肠结核和克罗恩病很重要，建议临床中心实
验科把相关指标做成套餐。普通外科研究所朱教
授提出，由于炎症性肠病终末期治疗需手术治疗，
建议消化科针对肠炎等轻患者做血清学检测以对
炎症性肠病做出早期诊断。在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中，与会专家取得了诸多共识。本次会议通过实
验室与临床的沟通加深了各科室对该病的认识，
开拓了临床科室特别是消化科和普通外科对炎症
性肠病诊疗技术的应用思路，在提高对疾病的诊
疗技术水平基础上进而造福广大患者。
活动结束后，我们有幸采访到了普外研究所
教授朱维铭。

专访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普外研究所朱维铭教授

《欧蒙快讯》：请您谈谈临床与检验科室间学术
沟通的意义。
朱维铭教授：临床医生、医学生做科研离不开检
验，从检验角度入手做研究时临床科室就相对外
行。尽管一些临床科室有自己的实验室，但检验
的专业程度还远不能与检验科相比。因此，临床
科室与检验科室的学术沟通，能帮助临床掌握更
多例如指标意义等相关检验知识，对临床工作和
科研工作均有帮助。
《欧蒙快讯》：刚才您在讲课中提到克罗恩病和
肠结核很容易互相误诊，请谈谈血清学自身抗体
检查对诊断有何帮助？
朱维铭教授：关于肠结核的诊断，国际上认可
PPD 试验（结核菌素试验），但 PPD 试验的敏
感性不够理想，同时受营养状况等很多因素的影
响。若患者营养状况很差的话，PPD 试验常常是
阴性，但其实患者是重症结核，如播散性结核。

近年来临床又引入 T-SPOT 检测（结核感染 T 细
胞检测），T-SPOT 检测比 PPD 的敏感性高，但
特异性较差。之前临床常把 PPD 试验和 T-SPOT
检测结合用来诊断。此外我院还有结核抗体、免
疫球蛋白等检测，但临床不太常用。正如我刚在
讲课中提到的，那么多种肠道疾病都表现为肠炎，
p-ANCA，ASCA 检测使诊断具有倾向性，可以
帮助临床医生。
《欧蒙快讯》：对于今后临床科室与检验科室双
发的沟通，您有何期望？
朱维铭教授：希望临床与检验科室能定期沟通，
及时将各自的知识信息互相分享。此外可结合研
究生的读书报告会，将研究生的定期学习汇报、
科研想法、研究困难与检验科沟通，争得检验科
室的帮助。最后要结合检查项目的合理收费，避
免给那些经济困难的患者带来难以承受的经济负
担，这都要在工作中结合实际情况合理操作。

朱维铭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普通外科
行政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外科分会胃肠外科学组委员，江苏省医学会外科分会
委员，江苏省外科学会胃肠专业组副组长，营养外科学组秘书，全军普通外科
专业委员会胃肠专业组委员。主要研究并擅长短肠综合症、顽固性便秘、放射
性肠炎、克罗恩病、炎性肠梗阻等胃肠道疑难杂症和营养支持，在国内具有广
泛的影响，获得省自然科学基金一项。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兄弟联”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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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zheimer's disease (AD) is the most common form
of dementia. It was first described by German psychiatrist and neuropathologist Alois Alzheimer in
1906 and was named after him. Most often, AD is diagnosed in people over 65 years of age, although the
less-prevalent early-onset Alzheimer’s can occur
much earlier. AD is characterized by brain deposition
of amyloid plaques composed of amyloid-β, and
of neurofibrillary tangles composed of hyperphosphorylated tau. Current treatments only help with
the symptoms of the disease. There are no available
treatments that stop or reverse the progression of the
disease.
The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 is a
brief 30-point questionnaire test that is used to screen
for cognitive impairment. It is commonly used to
screen for dementia. It is also used to estimate the
severity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to follow the
course of cognitive changes in an individual over
time, thus making it an effective way to document an
individual’s response to treatment. The MMSE test
includes simple questions and problems in a number
of areas: the time and place of the test, repeating
lists of words, arithmetic such as the serial sevens,
language use and comprehension, and basic motor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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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茨海默病（AD）是痴呆最常见的一种类型，
1906 年由德国精神病学家和神经病理学家 Alois
Alzheimer 首次描述，并以他的名字命名。尽管
少见的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病发病时间更早些，但
通常来说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均超过 65
岁。阿尔茨海默病的特征为脑内出现以 β 淀粉
样蛋白组成的淀粉样斑块和过度磷酸化 tau 蛋白
组成的神经原纤维缠结。目前的治疗仅能改善疾
病症状，尚无可阻止或逆转疾病进程的有效治疗。

简易智力状况检测法（MMSE）是一种包括 30
个题目的简短调查问卷，用于筛查认知障碍。它
是痴呆筛查的首选量表，也被用于评估认知障碍
的严重程度和用于跟踪记录个体认知随时间改变
的过程，因此使它成为记录个体治疗反应的一种
有效方法。简易智力状况检测法包括不同范畴的
简单问题：询问测试的时间和地点、重复一串字
词、计算能力如系列减七法、语言运用和理解力
及基本的运动能力。

Systemic sclerosis (SSc), also called as scleroderma,
is an idiopathic systemic autoimmune rheumatic
disease (SARD). It is characterized by fibro-proliferative vasculopathy, subsequent progressive cutaneous and visceral fibrosis and autoantibodies against
various cellular antigens. Clinically, SSc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limited, diffused and sine
scleroderma. The available data indicate a prevalence ranging from 50 to 300 cases per 1 million
persons and incidence ranging from 2.3 to 22.8 per 1
million persons per year. Women are at much higher
risk for SSc than men, with a ratio ranging from 3:1
to 14:1. SSc is associated with multiple autoantibodies, some of which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Traditionally, the specific
diagnostic autoantibodies include antibodies against
centromere (CENP), Th/To, topoisomerase I, U3ribonucleoprotein (U3RNP) and RNA polymerase
III (RNAP III). New autoantibodies, such as antiendothelial cell antibodies (AECA), anti-fibrillin-1,
anti-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anti-MMP) and anti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 receptor (anti-PDGFR)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certain pathogenic features, providing some insights into the pathogenesis
of SSc and mechanisms implicated in fibrosis.

系统性硬化症（SSc）也称作硬皮病，是一种病
因不明的系统性自身免疫风湿性疾病。纤维增生
性血管损伤、继而出现的皮肤和内脏纤维化和针
对多种细胞抗原的自身抗体的产生是 SSc 的基本
特征。在临床上，SSc 可分为弥漫性、局限性和
无皮肤硬化的硬皮病三种类型。根据已有的资料，
SSc 的患病率在每年 50-300/1,000,000 人之间，
发病率在每年 2.3-22.8/1,000,000 人年之间。女性
罹患 SSc 的风险明显高于男性，性别比在 3:1 到
14:1 之间。多种自身抗体与 SSc 有关，其中某些
抗体在 SSc 的诊断和预后判断上发挥重要作用。
传统的用于诊断的特异性自身抗体有中心体抗
体（anti-CENP）、To/Th 抗体、拓扑异构酶 I 抗
体、U3 核糖核蛋白抗体（anti-U3RNP）和 RNA
聚合酶 III 抗体（anti-RNAP III）。内皮细胞抗体
（AECA）、原纤维蛋白 -1 抗体、基质金属蛋白
酶抗体（anti-MMP）和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受体
抗体（anti-PDGFR）等新发现的自身抗体与 SSc
的病理过程密切相关，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
的认识 SSc 的致病机制和纤维化病变的分子机
理。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is an
important tool for assessing the diagnosis accuracy
or discrimination performance of quantitative tests
throughout the whole range of their possible values,
and it help to identify the optima cut-off value. The
value of ROC curve analysis is not confined to diagnosis in that it may also be applied to assess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biomarkers and to compare their
predictive value. However, one should be aware that,
when applied to prognostic questions, ROC curve
don’t consider the time to event and right reasoning, and may therefore produce results that differ
from those provided by classical survival analysis
techniques like Kaplan-Meier or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是评价定量检验方
法在其整个定量范围内的诊断准确性或疾病鉴别
能力的一种重要工具，可用于最佳临界值的确定。
ROC 曲线分析不仅仅用于疾病诊断，在评价生
物标记物的预测价值和比较不同标记物的预测能
力时也常常用到。但是，在解决预测问题的时候，
我们应该知道，ROC 曲线没有考虑时间因素对
事件的影响，因而得出的结论可能不同于采用经
典的如 Kaplan-Meier 法或 Cox 回归等生存率分析
方法做出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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