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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抗人 IgM(／x链)单克隆抗体早期诊断风疹病毒感染 

{)-2o牛 

风疹病毒(Rubella virus)感染引起风疹．该病一般症状较轻．有的甚至不出现明显症状．预 

后良好。但孕妇受感后。病毒可经血液通过胎盘感染胎儿．除引起流产、早产或死胎外．活产者 

大约有 20％表现先天性风疹综合症．导致先天畸形⋯。因此．对风疹病毒感染的早期诊断与 

优生优育、提 高出生人口素质有极为重要的关系。本研究用抗 人 IgM(p链)单克隆抗体 

(McAb)作标记抗体，采用间接 ELISA检测血清中抗风疹病毒特异性 IgM 抗体．进行早期诊 

断。结果报道如下。 

材料与方法 

1 病毒抗原 

将风疹病毒(G∞株)接种到 BHK2I细瞻．接文献川制备粗崩抗原。用 Twem一80和乙醚灭活处理。经差 

速离心和甘油梯度离心崩备纯化的病毒抗原。 ． 

2 酶标抗体 ， 

用分秘抗人 lgM( 链)MeAb的杂交瘤细瞻株 接常规制备敝水抗体，用辛酸一硫酸胺沉淀法 纯化．采 

用辣根过氧化物酶过碘酸氧化法标记⋯ 

， 血清样品 

风疹流行区易感人群的血清 68份，其中28倒双份血(采血时问相隔 25~30d)，12倒单份血；麻疹阳性血 

清 l2份；弓形体阳性血清 9份；巨细瞻病毒阳性血清 4份；正常人血清 150份。 

4 I暑M抗体检嗣 

将纯化的风疹病毒抗原按车昕常规‘ 包被酶标板。每孔加入样品稀释液 100 ．分别取血清样品 1 

加入各孔．弼时作阳性，弱 阳性，阴性和空白对照各 1孔 ℃保温 30rain，洗板 5攻．拍千。每孔加人酶标抗 

体 100 I 空白孔不加)．37℃保温 30min．洗板拍干后．加底橱溶液，37℃星色 15rain，踅察结果。结果判断： 

当阴性孔 oD≤0．1：弱 阳性孔OD在0．2--0．3之 闻，且弱阳性 OD／阴性 OD~>2．1时。结果可信。样品孔星色 

深于弱阳性孔刚爿为阳性 ，反之为阴性 

5 验证试验 

5．1 将急性期(第1份血’检 为[gM阳性的双份血进行抗风疹病毒lgG检 ．是否有4倍以上增长。 

5．2 将检 为 lgM阳性的血清用 2一琉基乙醇处理 。 

5．3 用风疹病毒抗原 37℃中和 30rain后．[gM是否转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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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1 风疹病毒特异性IgM检测 

结果见表 1，风疹流行区易感人群血清(A)的阳性检出率为 51．5％．显著高出正常人群 

(E)6％的阳性检出率。其他3类(B、C和 D)25份血清中．除 1例麻疹阳性血清梭出风诊 IgM 

阳性外，其余均为阴性。 

2 验证试验结果 

从28例双份血中选 出 

8例急性期 IgM 阳性和 4例 

(1、3、14和 15)双份血均为 

阴性的血清进行抗风疹病毒 

IgG的检测，结果 8例 急性 

期 IgM 阳性者其 IgG抗体 

滴度恢复期(第 2份血)均比 

衰 1 抗且毫病毒 TgM抗体检出结果 

Table 1 The Dete~iag Tes t of anti—Rubella virus IgM ~6boay 

急性期有 4倍增长．而 4例双份血均为 IgM 阴性者 IgG都未出现 4倍增长。将 IgM 阳性血清 

用2一琉基乙醇处理和用风疹病毒抗原中和后均转为阴性(见表2)。 

表 2 验证试验结果 

Ta k2 The t of v ∞ t尊t 

用 ELISA检测抗风诊病毒特异性 IgM抗体作为风疹病毒感染的早期诊断通常有捕提法 

和间接法两种。Gerna等l5 用酶标记的抗风疹病毒 McAb对两种方法进行了比较评估：捕提 

法的特异性和敏感性分别为 100％和 91．4％．问接法为 98％和 97．1％，两者的符合率为 

96．2％。由于得到高特异性、高亲和力风疹病毒抗体比较困难，本研究采用了目前国内外同类 

检测试剂普遍采用的间接 ELISA方法。在用同接 ELISA检测抗风疹病毒特异性 IgM 中．我 

们采用的酶标抗体是用 3株抗人 IgM( 链)不同位点的 McAb混合标记的，从而大大提高了 

特异性和敏感性。同时，在样品稀释液中加入了抗人 IgG等消除干扰的物质，使非特异性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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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大大减少，阴性血清样品几乎完全无非特异性显色本底。风疹流行区易感人群的检出率为 

62．5％(25／40)．与国内报道的情况【 ～ 。 是一致的，而正常人群仅6％(9／t50)。除 1剜麻疹 

抗体阳性血清中检出风疹 IgM阳性91-(可能是交叉感染)，与其它所试病原体的阳性血清均无 

交叉反应。从验证试验结果来看，检测结果是准确可靠的。由于整个检测过程仅需 t．5 h，不 

需特殊的仪器设备，为风疹病毒感染的早期、快速诊断和流行病学调查揖供了极为有利的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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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 Diagnosis of Rubella Virus Infection with M onoclonai Antibody 

against Human IgM (Il Chain) 

Gong Zhenkui Huang He LuoL_m XiaoH~_gyu 

(f卅l“Ⅱ￡ DrVirology．H曲 Academy Medical Sciences，Ⅳ出  430O79) 

An indirect ELISA by ttsi~ag monoclonsl antibody(McAb)against h~ zar lgM ( chain)as 

the antibody labeled with horseradish pemxidase(second antibody)is used in detec~tion Rubella 

virus—specific IgM for early diagnosis of Rubella virus infection．Through the detection and veri— 

fition of a large numbe r。f sera from normal population， the population dosely contacted with 

Rube lla virus and IgM —po~irive sera sanlples of Measles virus，eymmegalovirus and Toxoplasma 

Con出i．it is indicated that this method is specific，sensitive，sim ple．rapid and no ci-oss—reaction 

with the positive sera of the pathogens mentioned above．It caI1 be used for earlv diagnosis of 

Rubella virus infe~ion  an d epidemiological survey． 

Key words Monocionsl antibody tO human IgM ( chain)，Infection of Rubella virus．Indirect 

ELISA．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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