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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出血性结膜炎流行后居民中柯 

萨奇病毒 A24变种抗体水平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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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沙市市卫生防疫站．沙市 4 34000) 

提 要 IR777‘3to,’ 

由柯萨奇病毒 A24变种 (CA 24v)引起的急性出血性结膜炎 (AFIC)在沙市出现首 

次 流行后半年与 1年 (即1989年春 、秋季 )，从城市居 民中采集了423份血清，用微量中 

和试验作了cA24v中和抗体与特异佳IgM的捡弼】 春季中和抗体阳性率为 37．9畴，特异 

性 IgM 阳性率为3．3畴j秋季为48．8晒与6．7％，并从感冒样病人中分离到 l株 CA24v． 

提 示 1080年秋季又有一冼 CA24v的传播过 程 在年龄分布上 耽季 中各年龄组抗体 阳性率 

已无明显差异．提示经一年多的传播扩散， 备年龄组的免疫求平已趋于接近， 达到s0嘶 

左右 ，并预剥近期内本地将不会有 CA24,~引起韵 AHC流行 

关麓词：柯萨奇病毒 A24变种 

开病学出纠 睬芡 结膜炎血清流 

、 柯萨奇病毒A组24犁鸾孢( )是急性出血性结膜炎(AH )的主要病原之 
一 [I]

， 在亚洲第 3次大流行时传入我国，引起1988年全国性大流行。大_荒行后人群 中抗 

体水平的变化，免疫的持续性以及是否还有 CA24v的传播，对 AHC的 预防与预测都是 

很有意义的。为此，我们曾作了 AHC流行高峰后 CA24v的血清流行病学特征的研究“ ， 

现进一步报道 AHC流行后半年与 1年本市居民中CA24v抗体水平动态的监测结果。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 病毒 SE 04／88为我们在 1988年从本市 AFIC病人分离的 CA24v代表株 

=、血清标本 AHC流行前398份．AHC流行高峰后241份，1989年3— 4月与 9— 10月共 

423份，均低温冻存．．对象为本地居民，各年龄组人数大致相当。 

三、曩控血清 用自制的SE 04／88高价免疫血清经 3冼审和试验标比，稀释到中枢效价为 

1：32．分装冻存，作为试验的质控血清．． 

四 、徽■中和试验 微量培 养板为天律有机玻 璃制品厂出品， He1a细胞为谰北省医学 科学 

院病毒所赠给，Engle培养基为日本制药公司出品 血清标奉先稀释蓟 1：4— 1 32试筛一抗体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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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1：32者加试 1：64— 1：512，均以抑制CPE 50舶为中和终点。 

五、特异性 IgM 格嗣 用2一疏基乙醇处理怯，详见前文 ‘̈  降 3个稀释度为 阳性 

结 果 

一

、 1989年春季居民血清抗体水平 

1989年 3～ 4月检测本地居民各年龄组血清共214份，CA24v抗体 阳性(≥ 1 z 4) 

率为37．g％，但 0— 4岁组比其它组明显为低，P<O．01，提示此期间CA24v在婴幼儿 

中仍传播较少。抗体几何平均滴度 (GMT)以 5--19岁者略高 (表 1)。 

裹 I． 1989年●摹各年睛虽 c柚 4v抗体木平 比较 
TRb1e 1． D；strlbuti0n 0 r neutrMizi。g ntibodr p0。itire r8te ‘E eln 3t CA24v 

Ⅱ diffe r n E Rgc E㈣ tlP in Spri9E， 1989 

t 
Ⅲ 81 37．日 

} cMT为血清稀释度的倒数 
GMT i lhe rttip rDc Bl 0 r ⋯ um diluti⋯  

二、1989年秋季居民血清抗体水平 

1989年9--10~共采集各年龄组血清标本2o9份，CA24v抗体阳性率为48．8 ，较 

春季有所上升，且各年龄组之间已无显著差异 (P>0．05)，说明1988年 AHC大 流 行 

后，经过一年左右的扩散，CA24v抗体阳性率在不同年龄组人群间已趋于接近 (表 2)， 

特别是 0— 4岁组也接近平均水平。 

寰 2． 1989年敢荤各卑蕾蛆 CA24v抗体分布 

Table 2 ． niBtribnti0n 0f neutr~llz[ng antlbody positive r-te ~gzia=t CA~4v 

diffcrent ．ge gronp}in ●mt ， I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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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HC流行前后居民中 CA24v抗体滴度 的变化 

AHC流行前m清 CA24v的抗体阳性率 l985—1986年为 l6．3 } 1987--1988年春 

为 21．5 ，包括 1987年 7月的 105份小学生血清，结果与前文一致 ’，故予以合并分 

析。 

检~1989年的2批血清中，抗体滴度最高为 1：128。与此前各批血清一样，均以 

抗体滴度较低者为多，较高者甚少 (表 3)，提示 CA24v感染 者 所产生的中和抗体滴 

度多不离，与 Yin—Murphy等的报遭 】一致，所以在血清学监测中取 1 t 4为阳性是合 

适的 ” 。比较而言，1988与1989年秋季的人群血清中，抗体滴度较高者要多，这也可 

能反 映出 CA24v在人群中传播的程度。 

惫 5． AHC泣行稿后居民中 CA24v抗体滴廑比较 

TabIe 3． Comp ri soⅡ of n eⅡt r＆lizj g DIibody titer Qgain日t CA24v be1w⋯  

P— 日nd PO 。Piaemie 0f AIJC 

滴度为血清稀释度的倒数 

Tjt er j 8 the re iprDc B1 0f ⋯ um djlatioas 

四、特异性 IgM检测结果 

由于方法上的限制，本文只检测了抗体滴渡在≥ 1：16的血清，结果不同时间血清 

中特异性 IgM阳性率不同 (表 4)，1989年秋季血清的阳性率与1988年 AHC流行 高峰 

后血清的阳性率相似，提示1989年秋季有一次 CA24v的活动。 

袁 4． AHC澶行前舌居民中抗 CA 24，特异性 lgM柱谢结果构优较 

Table 4． C㈣ pa iⅢ 0f pe cjfic lgM 。tttjbody g日in自t CA24v betw⋯  

P e^ lnd post PjdeⅢie of AHC 

观察对问 

Time 0f s⋯ ⋯ 1k cIion 

1985．9～ 198B．9 

1987．3～ 1988．3 

1988．0～ j0 

10B9．3～ 4 

检蟊J』~数 P0 of 中
~p

和
ec

抗
lfl
体
c ⋯ b 。 

_ 《 

147 n 0 

2 5I I．2 

24l 15 ￡．2 

714 7 3 ' 

209 1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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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病毒分离结果 

1989年本地无 AHC流行，用 Hela细胞从12例感冒样病人咽嗽液中分离 出 病 毒 1 

株，经中和试验鉴定为 CA24v(EH24／70类 )。用鸡胚未分离到流感病毒。 

讨 论 

1988年秋沙市 AHC流行后，居民中 CA24v中和抗体阳性率为36．1％，经过半年即 

1989年春季居民中抗体阳性率相似为37．9 ，提示本地冬春季 CA24v的传播处于相对静 

止状态，此与 日本 、台湾⋯报道 CA24v的传播及其 引起的 AHC集中在夏秋发生而进 

入寒冷季节即迅速下降的情况是一致的。 

1989年夏秋季本地虽无 AHC流行，但居民中 CA24v抗体阳性率 在 秋 季 上 升 到 

48．8 ，说明 CA24v在此期间仍在人群中传播扩散，其间还从 12例感冒样病人中分离 

到 1株 CA24v，同时 0～ 4岁中和抗体 阳性率上升到 45．2％，与其它年龄组相近，Chri— 

stophor等报道 AHC病人中有半数可以从其咽喉部分离到CA24v⋯，而且近来AHC患 

者伴有呼吸道症状者明显增加 】，故推测此期间 CA24v的扩散可能 主 要为呼吸道传播 

所 致。 

宫村等在研究肠道病毒7O型 (EV70)自然演化的基础上，提 出EV70传播 到 不 同 

地区后形成地方性流行株 ]。CA；24v传播到本地引起1988年 AHC流行后， 次年虽未有 

AHC流行，但此病毒仍在人群中传播，有可能像 EV70一样成为地方流行株，1989年秋 

季监测中，抗 CA24v特异性 IgM 阳性率为8．7％，与1988年 AHC流行后 人群中特异性 

IgM阳性率 (6．2 )相似，亦证明此期间有 CA24v的传播扩散。 

从 AHC流行后一年的监测结果来看，居民中 CA24v抗体阳性率呈上升趋势，形成 

了一定的免疫屏障[ )，这就可解释为什么一个地方经过大流行后近期 内 一般不发生再 

次流行。从1990年的监测结果来看，居民中抗体 阳性率虽有下降趋势 (42．2 )，但仍 

维持在一定水平上，所以我们预测近期内本地也不会有 CA24v引起的 AHC流 行。Gob 

等报道”]，新加坡由 CA24v引起的 AHC分别在 1 970、1975和1985年有一次 流 行，而 

第 3次流行前的1982~1984年，当地居民 CA24v抗体阳性率为19．1 ，与沙市 1988年 

AHC流行前居民的抗体水平相似，这是否意味着居民抗体阳 率在 20 左右就不能阻 

止 AHC的再次流行，还 有待继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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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of the Antibody Level among InhabRants 

after the First Epidemic of AHC Caused by CA24v 

wu Jia-ju Liu Yian-ruing Zhang Qi—liang Hu Bi—yong Chert Mao-yi 

(Sha shi Heaith and Anti-epidemic Center，Sha shi 434000) 

Half and one year after the epidemic of acute hemorrhaglc conjunctivitis 

(AHC) eauscd by coxsackievirus A24 variant(CA24v) in the autumn of 

1988， 423 sera were collected and the neutralization antibcd y(NA )and spe— 

eific IgM against CA24v were tested in mieroplate with Hela cell s
．
The pos- 

itive rate of NA was 37．9％ in the spring and 48．8％ in the autumn of 1989． 

The specific IgM was 3
．3％ in the spring and 6．7 in the autumn of 1989 and 

one strain of CA24v was isolated from a cold～like patient at this time
．
The 

results sugge st that a disscminating process caused by CA24v occurred again 

in the autumn
．
After the dissemination， the NA positive rate in all age groups 

was about 5O％ and no significant diffcrence was found between age groups． 

Therefore， we forecast that there wil1]10t be epidemic cf AHC due to CA24v 

in the near future
． 

Key w ordsI Coxsackievirus A24 variant Neutralization antibody 

Specific IgM against CA24v Acute hemorrhagic conjunctiv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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