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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用赢行性想腺 是 (1硫腮 )病毒 Euder s棒接种鸡胚屎囊腔培莽， 尿囊液 经 聚乙=醇 

6000处理制备流腮病毒抗’泵，用ELISA法检浏流腮患者血清中 特 异 性 IgM 抗佑，其敏 

感性，特异性 ．重复性和稳定性都很高。 

79衍 腮 患者血清 ，硷出特异注 lgM72份 ，阳佳率为91％．32铡非流腮 电者 IgM 全郊 

阴性 、两者有救 显著差异 (P<O．O1)。 

l0份 血 清怍血清倍比稀释至 l 3200测 IgM 仍全部阳性，l：5400稀释 但 1甜 阴 往， 

l：1280{)稀 释 5铡 中仍有 2例阳性。 

l0份血清作流腮抗嗫特异性抗体 丑断试验 ，光 密度抑制卑均太子50和，平均为87和， 

lO份标本 怍 2-ME和 SPA阻断后检测 lgM 抗体．结果 2-ME阻断标本全 部 胡 转 ，而 SPA 

阻断标本仍 阳性，证实新 检删为 浇腮特异 性抗体 

24份标本 2次重复硷 测谎腮IgM，其胡 、阳性结果一致 ，这期 间抗原放 4℃ 1个月， 

提示抗原均稳定 性利方 法妁重复性都很好 。 

本方法敏感性明置高于 血凝抑制试验，其阳性事分别为 91面 和 61面，两者有显著差 

异 。丽且所 用试弃f简单经济．操作简便，快速，适用于在床早期 诊断，易于广泛推 广 应 

用。 

关键词：流行性腮腺受 特异性lgM抗 体 ELISA硷铡法 

流腮是 儿童常见传染病，发病宰高，传染性大 ，重者可引起脑膜脑炎，睾丸炎等严 

重并发症。鉴于目前临床尚无特异性渗断方法，我们进行了流腮 IgM 捡测及试剂盒制备 

的研究，以期能寻求一种快速的特异性诊断方法，理报告如下t 

材 料 与 方 法 

1．捡测对象 ：】987年儿月 一l988 }：6 收狰柏 流嗯毫者血清79辑．临床 诊断条 件 ①流腮 流行 

奉史子10 8 年 月3o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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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厦接触史，@发热，@腮腺肿大或颌下腺肿大，④WBC减低或正常。对照血清 32份，为同期 

收治的麻峦，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水痘、狂犬病等其他传染病。 

2．抗曩制备：流腮 病毒 Ender。s株 (山东医科大 学韩世杰教授惠赠 )接种 7— 9日龄鸡胚， 

37℃培养 S天，收集尿囊液．加入 固体 聚乙二醇，使其最 后浓度为 75％，搅匀，待其完全溶解后置 

4℃ 2小 时。4000转／分 离心 20分钟，弃上滑， 加入原尿囊液体积之一半生理盐水 ， 4℃震荡 2 

小 时，4000转／分离心20分 钟，取上清液 即为抗原 (纯度1．69rag／m1)。 

5．昧根过氧化物奠标记的革抗人IgM(HRP-IgM)购自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 

4．ELISA方涪：用pH9．6碳 酸盐 缓冲液 l：4稀释抗原 ，包被聚苯 乙烯反应板 ．每：JLo．1ml，置 

4℃过瘦， 然后用 0．02tool／ L PBS—T洗 3次， 加入台 10弱 小牛血清的 0．02mol／L PBS-T l：800 

稀释 的待检血清0．1ml，37℃ 3小时，洗 3次，加入 同上液稀释 的 HRP-IgM0．1ml-37℃ 2小 时， 

冼 3捷，加底物邻苯二胺作用 5分钟左右 ．用 2mo1／L H 2SO．中止反应， 4．92rim 涮 OD值， 以 

S／N>2．1， 同时 OD值>0．2为阳性 

5．流腰病毒特异性抗体阻断试验：取流腮病毒抗原l份，1：800患者血清 l份， 37℃作 用 l 

小时 ，置 4℃ 过夜， 次 日与未经处理的 1：1600稀释的患者血清在 同一反应板检 测， 以其光密度 减 

少S0嘧以上为阳性。 

6．=藿基Z醇 (2-ME)阻断试验：取 l,800稀释 的流腮 IgM 阳性血清和 体积的0．1tool／L 

2-ME混台 ，37℃ l小对 ，同上 法检 测谎腮IgM。 

T．SPA阻断试验：取葡萄球菌 A蛋 白菌体试剂 (SpA)1支，加蒸馏水 1 m1，取出 I：800稀 

释 的血清 等体积量与之磊台，室温 下震荡 j小时，然后 周法硷 到 IgMo 

结 果 

79份流腮患者血清 (抽血时间为病后 3一l4天 )，检出流腮特异性 IgM抗体72份 

阳性率9l ，对照组32例，全部阴性，见表 1。 

裹1 淹腱患者血清特异性 lgM与对照盟比 较 

T ab 1． Co p r sDn bet⋯ Ⅱ specific IgM lⅡ 5 elR from patlea1 5 wi rh Ep nd c oat ro]s 

l0份流腮患者血清作倍比稀释，结果血清l：3200稀释仍全部阳性，l：6 400稀释仅 l 

例阴性，另 5份标水 ]：12800稀释，仍有 2份 阳巨。 

24份血清标本 (阳性l 4份，阴性l0份 )作第二次检测，这期叫抗原放 4℃一个月 

两次阴、阳性结果完全一致。 

74份标本作 ELISA法检测流腮 IgM和血凝抑制试验 ，其结果见表 2， 其中 ELI,~A 

年ⅡHl同时阳性44例，同时阴性 6侧，ELISA阳性，HI阴性23例，ELISA阴往， HI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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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1例。 

10份血清标本1：1600稀释作血清流腮抗原特异性抗体阻断试验，其结果见表 3。 

衰2 EL[SA和 HI法植 漉瞳患者血清抗体结果 

T-b 2 Det e ctlon re 6u1 LB of。t rt from p atients with EP by ELISA and HI 

类 别 

GⅢ ps 

血 清 

S era 

抗 原 咀断 

B 【Ockeb br a ti g Ⅱ 

阻 研 率 

B【⋯ ki g t 

光 密 度 

OD T●lⅡe 

6 7 8 9 1 0 平均Metn 

IO份 腮 IgM 阳性血清分别经 2一ME和 SPA阻断处理后其结果见表 4，可见经 2一 

ME处理后 IgM抗体全部阴转。而 SPA处理后 IgM抗体毋阳性。 

表4 2一ME和SPA阻断后IgM抗体幢 结果 

Tab 4． R 1t 。f pecific IgM b【。cke d by 2一 M E -Ⅱd SPA 

64份阳性标本和24份阴性标本同时作类风湿因子检测，全部阴性 

讨 论 

流行性腮腺炎的临床诊断，主要依据发热和腮腺舯犬，但有些流腮患者腮腺并不肿 

大，或只有到病程后期才肿大，丽有些其他疾病也可造成腮腺肿大， 诸如 CMV，副流 

感稿毒 I型和 II型，甲型流感病毒，A组柯萨奇病毒，副粘病毒，VZV，淋巴脉络丛病毒等 

感染。KoskiemI【I 等报告在腮腺炎病毒所致的13例脑炎中 3例无腮腺肿大。徐克沂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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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乙型脑炎伴腮腺肿大率达32．8 ，因此临床诊断容易出现误诊，漏诊，或只有在病 

程后期才能做出诊断。 1985年 Sakata 首次应用 ELISA法检测血清流腮特异性 IgM， 

1986年G Jikmannp 应用抗体捕获法检测流腮患者血清IgM，阳性率达99 ，并在伴有脑 

神经系统症状的 CSF中拴出流腮特异性抗体 IgM。 本试验流腮 IgM抗体捡 涮 阳 性 率 

9l ，而阴性对照无一例阳性，且本资料显示可在病程第三天开始捡出流腮特异 性 IgM 

抗体，这就为流腮的临床早期诊断提供重要依据。 

lO份流腮患者血清稀释1：3200倍仍可检出流腮特异性 IgM，血清1：6400稀释 9例 中 

有 8例阳性， 1：12800稀释 5例中 2例阳性，可见本方法有很高的敏感性。 

1O份流腮患者血清作流腮病毒抗原特异性抗体阻断试验， 光 密 度 阻 断 率 均 高 于 

5O ，平均为87 。1O份标本同时做 2-ME和 SPA 阻断试验结果。2-ME阻断标本全部 

阴转，而 SPA阻断标本仍为阳性，证实所捡测的为流腮特异性 IgM， 表明本法有很好 

的特异性。 

64份阳性标本和24份阴性标本类风湿 因子阴性，证实本检测结果无类风 湿 园 子 干 

扰，鉴于流腮患者主要为儿童，可基本不考虑类风湿因子的干扰问题。 

24份标本两次检测，阴阳性结果完全一致，说明本方法重复性和抗原的稳定性都很 

好。 

与血凝抑制试验相比，两者的阳性率分别为9l 和6l ，有 23例标本 ELISA阳性 

而血凝抑制试验阴性，仅 1佣结果相反，提示 ELISA敏感性明显高于 HI，且血凝抑制 

试验检测的包括 IgM， IgG的总抗体， 以临床诊断价值看 ELISA法也优于血凝抑制试 

验。 

本方法试剂简单经济，操作简便，敏感性、特异性、重复性好，特别有助于临床早 

期诊断，适于广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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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 on of Specific IgM from Patients with Epidemic 

Parotitis by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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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lfi c IgM from patients with epidemic parotitls(EP )was detected by 

enzyme 1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 )．The mumps virus antigen was 

prepared by using mumps virus Ender s strain．The detected IgM antibody was 

confirmed by 2-EM destruction
．
Sensitibity of the assay for mumps vi rlIs—IgM 

was high as showing a ti ter of 1：12800 in the positive sera fro m the patients． 

In elinicalI y diagnosed 79 ca~e$ from the patients with epidemic parotitis， 72 

cases were lgM positive， and the positive rate was 91 
．
In the 32 sera from 

the control patients with measles
，
VZV， rabies and others， al】 of them Were 

negative by our method
． 

Key w ords：Epldemie parotitls Specifl c IgM antibody Enzyme linked 

im munosorbent a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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