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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ELISA检测抗 HBc的方法 

及其在I临床和流行病学中的初步应用 

江克庆 

(海军医学研究所．上海2004 33) 4年 ·6／ 
提 要 

应用生物 素与抗生物素系统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建立了检 测乙型病毒性肝炎患 者 血 清 

中抗 HBe的ABC—ELISA方法并 与普通 ELISA法进 行了比较。结果 表明：本 法敏感性较 

普通 ELISA法高 4倍，阳性拴出率提高了 北．42曲，且具有较好的重复性。 将乙肝不同 

抗原、抗体进行替代试验和用纯化抗 HBe—lgG进行抑制试验． 证 明 本 诖有较高的特异 

性。将本诖制备 成试剂盘，并与上 海市传染病院 ，静华公司及科华公司生 产的普通 ELISA 

试剂盒进行了比较，结果本试剂盒阳 性检出率分别提高了 2s．O0啊，45．28畴和 30．77畴。 

经上 海市三个医 院临床标本 试验表 明，本法具有快速、敏 感、 特异 及稳 定等优点。从而 

为抗 HBc的 捡'劂提供了一种敏感的方法。 

定等重要指标。抗HBe的检测方法，国内1982年建立了尸 肝 HBcAg的 普 通 ELISA方 

法⋯。由于用尸肝制备 HBcAg来源困难，影响了方法的推广应用。1983年， 国内大肠 

杆菌克隆化 HBeAg问世，并能用发酵罐大量生产，从而为抗 HBc检1冽提供 了 关 键 试 

剂。但至今未见国内将 ABC—EL1SA法 用 于抗 HBe检 测的报告。现将我们建立 ABC— 

ELISA检测抗 HBc的方法及结果介绍如下。 
一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 材料 1．大脑杆苗克隆 化 HB cAg南京军事医学研究所提 供；2．抗 HBc一[gG从商 效 价 

(1：t00万)抗 HB c阳性寤人血清 中提取，经 DEAE—Cell ulose纯化；3．生物素 (Biotin)为日本 

产品；4．Biotin一抗 HBc—IgG由本室制备；5．抗生物素蛋白(Avidin)由本室制备，从 鸡 蛋清中 

提取，活性为12u／mg；6．抗生物素蛋白一生物素化酶复合物 (ABC)由本室翩备。步骤 如 下： 

(1)生 物素化酶的制备 用 0．1mol／L NaHCO 3溶液将HRP配成1mg／ml浓 度，生物 素N羟基T二酰 

亚胺酯(BNHS)用二 甲基 甲酰胺溶解，浓度为2Omg／ml，在 lm1酶溶液中加2s l BNHS溶液 ，37℃ 

本文于 1991年 5月 2日收到，10月30日修回。 1N=lm~l／L×离子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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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反应30分钟 然后在4℃中对 PBS透析24小时，其间换液 4提；(2)̂ Bc复台物的制备 将 Avidin 

与生物素化 酶阻 i ；2 的 比 佣相混合 ， 室温中静 置 2O分 钟 。印 成 ABC (Avidin—HRP—Biotin 

c。mplex)o 在 0．5ug／ml抗 人 IgG-Bio包被 板上作两 者配 比 浓 度 滴 定 ，其 S／N值 最大时的 

 ̂idin和 HRP—Bio浓度 为两者 适宜的配比浓度，实验时的两者配比浓度一般各为 0
．5ug／ml耜 

lug／ml，ABC的贮存液可配成 0．25mg／ml和 0．5mg／ml。 

二、括测方法 在 40孔反应板孔中先用抗 HBc—IgG包被，每孔 0．1ml，置4℃过夜，洗3 

趺。加适 当稀释的 HBcAg，37℃ 2小时，诜 3次 ，加被控血清 (1 t 100稀释 )每孔 0．im1，随后 

每孔再 加入适 当稀释的 Biotin标记抗 HBe—IgG 0．1ml，37℃30分钟 ，洗 4次 ，加ABC复台 物3'FC 

l0分钟 ，诜 4提，加席物每孔 0．1ml，室温 6O一2O分钟 ，加 2N硫酸 0．05ml终止。 结果用 美国 

Dynatech盐 司出 品曲 MINIREADER丑型酶标 比色汁测读标本0D值 ，比值≥50呼6为阳性 ，<SO嘶 

为阴性 ；如用 肉眼观察则无 色或淡黄色为阳性 ，棕黄色为阴性。 

结 果 

一

、 方法的特异性试验 

1． 替代试验 

(1)抗血清替代试验 试验中在加入 HBcAg后，分别加入 抗 HBc阳 性 血 清 抗 

HBe阴性血清、单纯抗 HBs阳性血清及小牛血清。然后按本法完成 试 验。结果只有抗 

HBe阳性血清呈现阳性反应。 

(2)抗原替代试验 于抗 H'Be—lgG包被板中，分别 加 入 HBeAg和 纯 化 HBsAg， 

37℃ 2小时，洗 3次，加入抗 HBc~J、阳性血清及 Biotin一抗 HBe~IgG，按本法完成试 

验，只有 HBcAg孔显示阴、阳性结果。 

2． 抑制试验 其方法是在加入 HBeAg后，加入纯化抗 HBe—lgG，37℃ 30分钟， 

洗涤后加入 Biotin一抗 HBc—IgG，接着按本法完成试验，抑制率达83．47 。 

二、敏感性试验 

1． 采用 ABC—ELISA与普通 ELISA进行敏感性比较，结果前者比 后 者 高 4倍。 

2． 用本法所捌备∞试剂盒比上海市传染病院，静华公司及科华公司生产 的 普 通 

EL1SA试剂盒对抗 HBe阳性检出率分别提高了25．0O 、45．28 和3O．77 ，总符合率 

分别为88．13 、85．0O 和95．83 。 

三、方法的稳定性重复性试验 

对 3份滴度不同的阳性血清，在一周内重复 3次进行抗 HBc捡测，结果批间CV为 

5．22—9．30 ，表明本法具有较好的重复性及稳定性。 

四、快速性 本法较标准普通 ELISA方法出结果怏24小时。 

五、本法在临床及流行病学中的应用 

1． 健康人群抗 HBe的检测 采用本法和普通 ELISA法 对健康体检人群血清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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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1． 几诊 乙肝囊^抗 liB=的植潮煞幂 

T bIe 1． Tbe ⋯ uIt of ^nti—HBc 4日日B7 in 

HBV out-patienIs 

于 HBsAg阴性病人，见表 l。 

198份 进行了对比检测 (双盲法 )。 

结果前者抗 HBc阳性率为2O．7l％， 

后者为 17．17％， 本法阳性提高率为 

20．59％。 

2． 乙】阡病人抗 HBe的捡测 

我们在长海医院传 染 科 共 收 集 了 

HBsAg阳性及阴性病人血清306份进 

行了抗 HBe检测，结 果 HBsAg阳性 

病人血请中抗HBe捡出率非常显著高 

寰 2． 各种肝脏疾病患者中抗 HB c检莉结果 

TBbIe 2 The re日uIl f Anli—HBc ^s5_Y i patienl8 -jth aI1 k⋯ d of Iive r disea自es 

表 2结果表明：在各种肝脏疾病患者血清中，抗 HBc的阳性捡出率以慢性 】阡 炎 最 

高，为98．14 急性肝炎次之，为57．14 J其他肝脏疾病最低，为 14．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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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BC—EL1SA与普通 EL1SA临床应用结果比较：我们用本法在长海医院、新华 

医院和海军411医院，采用双盲法与普通 ELISA进行比较测定，结果见表 3。 

袭 s． ABe—ELISA 与蕾盔 ELISA对抗 BBe在各医院的检谢结果 

T日bfe 3 Com P ri⋯ of ●Ⅱti—lffBc●日日。r u日ing ABC—ELISA d 0⋯ Ⅱi i⋯  

ELISA methods iⅡ ho日Pira 

由表 3结果可见；本法较普通 ELISA检 出阳性率平均提高了42．42 ，总符合率为 

89．06 。 

讨 论 

BAS在免疫诊断中的应用，一般常采用 BA法、BAB法及 ABC法三种， 其中后者 

最佳。将其引用于 EL1SA中，可提高方法的敏感性 特异洼及重复性，并能缩 短 检测 

时间，达到早期快速诊断的目的。我们建立 的 ABC—ELISA检测抗 tIBe方法，经 实 验 

证明，本法的敏感性较 普通 ELISA高4倍。 阳性检 出率平均提 高 42．42 。究其原 

因，主要由于生物素与抗生物素既可偶联抗体等一系列大分子生物活性物质，又可被酶 

和多种材料所标记。因而由生物素、抗生物素及过氧化物酶所组 成 的 BAS系统，在反 

应体系中一端偶联大分子反应物质，一端连接标记或支持材料产生多级放大作用使方法 

具有高度敏感性。 

本法与普通 EL1SA的总符台率为B9．06％，表明本法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本法特异性及重复性好， 主要由于我 们在试验中采用了高 效 价 (1：1000O00)抗 

HBc—lgG及高活性大肠杆菌克隆的tIBeAg。实验证明用生物素标记抗 tIBe lgG不影响其 

活性，且标记率几乎达 100％， 远较戊二醛酶标抗体法高，因此不存在未标记抗体竞争 

抑制对本法敏感性和特异性的影响。 

抗 刚3c包括抗 tIBc—IgM和抗 tIBe—lgG，前者于发病早期 出现，消失抉，是 乙型肝 

炎早期的一个重要指标，巳在前文中叙述。抗 HBe—IgG通常在发病后一个月左右升高， 

持续时间较长，甚至终身，是既往感染的指标。 抗tIBe—lgG阳转， 表明为乙型肝炎感 

染，可作为诊断指标，但不是早期诊断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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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讨论抗 HBe(抗乙型肝 炎核心抗原的抗体 )，这种抗体在病毒感染后l2— 

2O周出现于血液中，此时肝功能障碍亦已达最高峰。当 HBsAg和抗 HBs两者 均为阴性 

时—— 即临床上称为核窗期 (Core window)，它是乙肝中唯一能检出的指标， 可用于 

乙肝流行率的调查。这一指标在流行病学上还 可用于献血员筛选 疫苗及 HBlg安 全性 

的鉴定。 

抗HBc与临床 抗 HBc阳性、HBsAg阳性、抗 HBs阴性，为急性乙型肝炎病人 (较 

晚翔 )或慢性肝炎或 HBsAg~性的携带者J抗 HBc阳性、HBsAg阴性、抗 HBs阳性， 

为乙型肝炎病人的恢复期，抗 HBe阳性、抗 HBs阴性、HBsAg阴性， 有两种可能，即 

乙型肝炎的恢复早期或体 内有 HBV繁殖，但量较少，所用 HBsAg检测方法不够灵敏所 

致 。应用抗 HB~测定有助于诊断 HBsAg阴性的轻型和亚临床的乙型肝炎患者。 

从表 2结果来看，抗 HBe在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血清巾的检出率非常显著高 于 急 性 

乙型肝炎，分别为98．14 和57．14 。而在急性乙型肝炎中抗 HBc检 出 阳性率的高低 

依次为急性无黄疸型肝炎、急性黄疸型肝炎和重症肝炎。然而在慢性乙型肝炎中，检出 

率则无显著差别。这一结果，提示抗 HBc的长期存在，可能有乙肝 向慢性化转 变 的趋 

势。但亦有人认为乙肝恢复后，仍有部分患者可拴 出 抗 HBc。因此，抗HBe幅床意义 

必须根据其滴度高低以及区分 IgM和 lgG类抗体，同时结合其他抗原抗体的存 在 状 况 

来确定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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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thod for Detection of Anti-HBc by ABC—ELISA 

and Its Epidemiological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Jiang Ke—qing Peng Qin—lin Er Hal chuu 

(N口,oal Medical Research In stitute，Shanghai 200430) 

The method of usiⅡ ABC—ELISA to meflsul~e anti—HBC in the serum of patl— 

entg with hepatitis B was develope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itldicated that the 

seⅡ tivitv of ABC EL1SA was five time~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ventional 

EL1SA． On the average， the positive detection rate of anti—HBc by mean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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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ELISA increased by 42．42％ over the one by using conventional ELISA． 

Repeated experiments showed good reproductivity． Alternative te sts using 

various antigens and antibodies of HBV and blockage te st using purifie d anti— 

HBlc indicated that ABC—ELISA featured good specificity． ABC—ELISA kit 

hox for detecting anti—HBe had been campared with three conventional ELISA 

hex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positive rate by using ABC—EL1SA Tea— 

gent box selectively increased by 25．00 ，45．28％ and 30．77％ over the one 

by using three boxes produced from Shanghai s Infectious Disease Hospital， 

Jinghua Company and Kehua C ompany． ABC—ELISA test with clinical serum 

specim ens by three hospitals in Shanghai demons—trated that this method had 

the following featuresl rapidity，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good reproduc— 

tivity． ABC—ELISA had provided a reliable new method for the detection of 

anti—HBc． 

K ey w ordsl Biotin—Avidin System ABC-ELISA Anti—H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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