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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报道应用反相间接血凝和间接血凝试验技术快速检测ADRV抗甄和抗体，一般在 

60分钟左右作出诊断。用ELISA方法和协同凝集试验作对照，结果一致。本实验与其它肠 

道病毒不发生交叉聚集反应，与菌痢 肠炎病人粪便和正常人粪便标本也不发生非特异性 

反应 宴验准确可靠。奉实验用闸接血凝试验拄术快遗检测了ADRV拄体，卿褰了流行性 

腹驾病人血谪 中 D̂RV抗体持 续时 阚 。发现汽行性 腹玛患者 发赢后kBRV抗 悴存在 半年以 

上 ，八个月后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流行地区的健康人的ADRV抗体水平占33和左右 ，非汽 

行地 医正常人的ADRV抗体 占11．3舫左右 。并用血 凝抑制试 验检测 ADRV抗体 ． 与 小儿 

轮状病毒抗体无交叉反应。本试验对流行性腹泻的波行扁学研究和临庶诊断具有 实 用 意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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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成人腹泻轮状病毒 <简称 ADRV)引起的流行性腹泻仍在世界各地暴发流 

行，造成数以百万计的青壮年发病，同时还可造成小儿和老年人发病。 因此引起 各国病 

毒学家的极大关注。[] 由于急性腹海的病 困很多，诊断和鉴目fJ诊断仍占有重要地位。 

以往主要靠腹泻便液的直接 电镜 (EM )或免疫 电镜 (IEM )检 查， 由 于设备上的限制 

，盟难推广 。 目前国内应 用 E LISA方法和 RNA的电泳分析诊断也需要十二小时以上的 

对问。我们应用反相问接血凝和间接血凝试验技术对 ADRV进行了抗原和抗体的检浏研 

究，获得满意结果。 

车文于1 987年 1P月1 3日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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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 与 方 法 

一
、 材 料 

(一 )标本 

1．ADRV粪便标本；采集山东牯沂市某部队流行性腹泻患者的粪便，存放无菌青霉 素 小 瓶 

内， 一30℃球箱保 存。 

2．正常人粪便标本：选 自某部趴链礞青年人， 一3O℃保存 

3、菌痢 ．肠炎 患者粪便 标本：采 自济南 市中心医院舾 道门诊病人 。 

(二 )其它髓 道赢毒 

小 儿轮状病毒 ．埃柯病毒．克 萨奇病毒、腺病毒均 由山东 医科 院基础研究所 提供；脊 髓灰质炎 

病毒 I、 Ⅱ、皿型系由山东省卫生防疫站提供。 

(三 )免疫血清 

1、ADRV抗血清：江西生物药厂和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所提供。 

2．小儿轮桡病毒抗血清：山东医科院基础研究所提供o 

3、病人嵌疆期血请 ；采集 ADRV患者发病后20天左 右的恢复颓 血清 

4、病人早 期血请 ：采集 ADRV患者发病 三天内的 血清 

s．正常人血清：本所 流行病 研究室提供。 

(四 )ADRV的ELISA诊斯 试剂盍：购 自江西生物药厂 。 

(五 )葡萄球菌 A蛋 白株 (Cowen l2598株 )系联台 国标 准抹， 由解放军军事 医学科学院微生 

物流行痛研究所 提供。 

(六 )篚化 ‘O 型人红血球：系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馈赠。 

(七 )ADRV抗原：系经过电子显微镑和聚丙烯酰胺凝脉桉酸电泳检查ADRV阳性标本 经玻 

璃球打碎，氯仿异戊醇抽提经 10000r／m离心30分钟，取上滑液制备。 

=、 方 涪 

(一 )反相 同接血 凝试 验检测 ADRV抗 原：将免疫抗血清觋 附在人 0 垄 红血球表 面与 ADRV 

抗碌 作血凝试 验。操作方法见参孝文 献【 邶 l a 

(= )间接血凝试~ ADRV抗体：将 ADRV抗原吸附在红血球表面，然后与病 血清作血 

凝试验。操作方法见参考文献E 】o 

(三 )间接血凝抑制试验检 测：ADRV抗原：操作方 法见 参考文 献l̈ 。 

(四 )协同凝集试验检浏ADRV抗原：操怍方法见参考文献1日 J。 

(五 )ELISA方法捡铡ADRV抗碌：操作方法见说明书  ̈】 

结 果 

～

、 反相间接血凝试验检测ADRV抗原结果 

(～ )ADRV抗血清SPA效价滴定：将以上ADRV抗血清 用 PBS作l：10、1 20、 

1：40、1：80、1：160稀释，分别致敏sPA制备诊断液，与ADRV阳性标本作协同凝集 

试验，以出现内眼观察明显凝集颗粒者为其血清效价。实验结果，所 用ADRV抗血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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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抗体效价均在 1：4O以上。 用于反 相间接血凝试验。 —— 

(二 )敏感性试验：将江西生物药厂、病毒研究所血清和病人恢复期血清分别致敏 

鞣酸红血球，制备红血球诊断试剂。 将 ADRV阳性标本作 l：1、l：2 1：4、l：8 

1 ：10倍稀释，进行反相间接血凝试验。结果见表 1。 

寰1 各种 ADRV抗血ilt感性试畦结果 

Table 【 Sen sitivity of ad rv ●㈣  tihody exam ination 

(三 )检测ADRV标本结果； 用反相间接血凝试验检测了流行性腹泻患者粪便、菌 

痢、肠 炎患者和正常人粪便上清液，结果见表 2。 

裹2 反租问接血麓试验检蔼标本站暴 

Table 2 Re snlt~ 0f s ample oxamined p assive hem aggIatinatloa a s say 

二、三种方法检~fJADRV的结果 比较 

应 用江西生物药厂生产的 ELISA诊断盒，协同凝集试验和反 相间接血凝试验 检 测 

ADRV标本，结果见表 3。 

裹 三种方法植谢 ADRV结果 

Table 3 Re sult s of th ree method s fo r examiaing ADRV 

三、特 异性试 验 

(一 )应 用以上三种方法分别检测小儿轮状病毒、脊髓灰质炎病毒 I、 Ⅱ、Ⅲ型 

埃柯病毒、克萨奇病毒、腺病毒，结果均阴性。未发现 交叉反应现象。 

(二 )用江西生物药厂抗血清、病毒研究所抗血清和病人恢复期血清制备的诊断血 

球与ADRV和小儿轮状病毒作反相间接血凝试验，结果见表 4。 

结果表明．三种抗血清都与ADRV发生凝集，只有病人恢复期血清与小儿轮状病毒 

发生凝集，其余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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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抗血渍与d,JL艳状痔霉特异性试睦结果 

Tabl e 4 Te sts re sult 0f spe cifi city of e 日ntjbody Hnd r0ta~ ru s 

四、间接血凝试验检测ADRV抗体结果 

(一 )敏感性试验 

用经电镜和核馥 电泳检查阳性的ADRV抗原致敏红血球制备诊断试剂，与流行性腹 

泻患者血清作间接血凝试验。将患者血清作 l：l、l：2、1：4、1：8、1：16倍稀释， 

结果见表5。 

裹5 检测血清抗体敏感性试验结果 - 

Table 5 Te st re 8it】t s of td⋯ DtibodY seⅡsitiTiI 

(二 )流行性腹泻患者恢复期血清和正常人血清抗体测定结果 

将流行性腹泻患者发病后二十天左右的抗血清、疫 区正常人和非疫区正常人血清作 

间接血凝试验，结果 表6。 

袁 B ADRV抗体植 结果 

Table 8 Re sUIts of Hd⋯ nt：bodY ⋯ m n atjo 

4表示束患流行性腹坞曲健良人． 

(三 )流行性腹泻患者 ADRV抗体持续时间观察情 况 

襄T ADRV抗体持续时间观 察 
Tab]e 7 Sucee s slvv examlnation 0f Hd⋯ 口tibody 

不屁时商血持 

三 个月 

A个 月 

几 个 月 

十二个月 

标丰数 (人份 ) 羽性数 (凡份 ) 性立 (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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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流行性腹泻抗体阳性患者发病后三个月、六个月、八个月、十二个月的血清， 

检测ABRV抗体。结果见表 7。 

(四 )血凝抑制试验检测ADRV抗体结果 

用血凝抑制试验检测 6扮ADRV患者抗血清．结果全部阳性。检测 4份ADRV患者 

早期血清和正常_人血清均阴性，检测 1价小儿轮状癞毒抗血清阴性。 

五，重复性试验 

用反相间接血凝试验检测l5份经电子显微镜和棱酸 电泳捡查阳性的 ADRV粪 便 标 

本，垒部阳性，检查正常A阴性。 

讨 论 

目前对 ADRV灼诊断主要 限靠电子显微镰和核酸电泳 “’， 田 内 虽 有 ELISA方 

法 ，一般需要 12小时以 上的时间才能作出诊断，我们研究了反相间接血凝 与间接血 

凝试验技术快速检测ADRV抗原和抗体，一般在6O分钟左右作出诊断，获得满意结果。 

用ELISA方法和协同凝集试验作对照，结果一致。实验证明，间接血凝试验技术虽然是 

老方法，但实验准确，结果可靠。 

关于流行性腹泻病^ADRV抗体在体内存在多长时闽的问题，目前国内还未见这方 

面的报道，我们研究了问接血凝技术并用其检测 了流行性腹泻患者的 ADRV抗 体 的变 

化，结果证明，流行性腹泻患者血清中 ADRV抗体可持续 6～12个月， 8个月之后有的 

患者转阴，提示 8个月之后有蒋次感染 ADRV~I起腹泻的可能性。实验中还发现，在发 

生过流行性腹泻的地区，健康正常人血清中存在 ADRV抗体。占 33 ；而非浇I}亍区正常 

人血清 中 ADRV抗体只 占 11 左右。提示流行地 区健康人存在着隐性感染，他们有可能 

成为潜在的传染源。应 用间接血凝技术检测 ADRV抗体，可作 流行病学研究和监测正常 

^ADRV免疫水平的指标。 

实验中发现，间接血凝技术的敏感性取决于抗原的豫度 搬抗体的效价。ADRV抗原 

的浓度高， 致敏的红血球诊断液捡测血清中 ADRV抗体的敏感性好 ，反 之 却 低 。在 

ADRV抗体检测试验中还有非特异性凝集现象，如正常人原液血清作间接血凝试验易发 

生假阳性反应。我们将血清稀释后，印排除了非特异性凝集现象。在 ADRV抗原 检 测 

中，如果 粪便标本处理不好也易发生非特异性反应 ，应 用 10000r／m离 心 和 未致敛的 

10 SPA悬液吸附标本上清液，即可解决非特异性凝集 问题。提高了试验的特异性和诊 

断的准确性。 

有关 正常^血清 中存在小儿轮状病毒抗体问题，Stelnhoff c 和 Jesudoss~“ 报告其 

抗体阳性率占正常人80％。本实验用流行性腹泻病人恢复期血清致敏的诊断血球与小儿 

轮状病毒发生了凝集反应(表 4)，也证明了在成人血清中存在小儿轮状病毒抗体 小 

儿轮状病毒血清中未发现有 ADRV抗体，有关这方而的问题，尚需进～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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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apid Detection of 

Antigen and Antibody of Adult Diarrhea Rotavi rus(ADRV) 

Sun Cbang-zbu Tui Gui—Ion Waug xi—jlu 

(Institute of ilitory medicine．]inah Corps．Jinan) 

Zhang Dai-min 

(The Army Ho 矿cnl 5~ggg．LiH，i) 

Li Zhi—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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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rect hem gglutination assay， enzyme-linked immunosorhent assay and 

CO-agglutination test were applied to determine antigen and antibody of ADRV． 

the results of which were the same． Serum Ab to ADRV in patients with ep- 

izootic diaxfhea pexsi~ted for 0ver half a year． The positive rates of the nor 

mal human serum Ah to ADRV were 33．3 and 11．3％ in the epidemic and 

non-epidemic areas． 
． 

Key w ordsI ADRV，Detection of Ag and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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