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蒙医学实验诊断股份公司 ( 下简称“欧蒙公司”) 创建于 1987 年，是一家研发、生产和销售
用于自身免疫性疾病、过敏性疾病和感染性疾病实验室医学诊断试剂及配套设备的公司。欧蒙公司
全球总部位于欧洲著名海滨胜地、德国北部的吕贝克 (Lübeck) 市，子公司遍布全球近 20 个国家的主
要城市，在职员工逾千人。目前，欧蒙公司作为体外诊断领域知名的国际跨国企业，产品和服务已
遍布世界五大洲，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数万间实验室。
欧蒙医学诊断（中国）有限公司（下简称“欧蒙中国”）作为欧蒙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集研发、
生产、销售、市场、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是欧蒙遍布全球的众多子公司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
总部设立于中国北京。
欧蒙中国借助自身的产品和研发优势，已建立起完善的产品体系，形成了“研究、生产、学习”
相结合的、健康的综合发展模式，并凭借先进的诊断技术、优质的检测产品和完善的服务体系，赢
得了广大客户的好评和信赖。
仅在中国地区，统计超过 90% 的检验单位正在使用欧蒙中国的产品，近 100% 的全国重点实验
室都与欧蒙中国开展了共建联合实验室，科研研究等多种示范性合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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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染性疾病诊断

EUROBlotMaster II
全 新 第 二 代 印 迹 仪
精确 高效

欧蒙医学诊断（中国）有限公司

欧蒙热线：400 8989 618 传真：010-58045001 网址：www.oumeng.com.cn

德国|吕贝克 • 中国|北京 • 中国|杭州 • 加拿大 • 英国 • 意大利 • 波兰 • 瑞士 • 新加坡 • 土耳其 • 南非 • 美国 • 迪拜

全球独家
特发性膜性肾病特异性诊断指标
——抗磷脂酶 A2 受体（PLA2R）抗体

特发性膜性肾病（IMN）的自身免疫机制是自身抗体与磷脂酶 A2 受体的复合
物沉积在肾小球基底膜上，激活补体系统，引起足细胞和肾小球滤过屏障
损伤，出现蛋白尿。

欧蒙抗 PLA2R 抗体检测试剂盒（间接免疫荧光法）
使用转染细胞作为标准基质（人重组受体蛋白）
®

■■

独家 IMN 血清学检测试剂

■■

相较于组织活检，血清学检测对患者压力小，操作快捷方便

■■

诊断灵敏度高达 70%*，特异性为 100%

■■

抗体滴度变化可用于疾病活动性评估及治疗监测
*：取决于患者的治疗状况

欧蒙公司还提供
产品系列

检测内容

检测意义

总 IgE（ELISA）

定量检测人血清或血浆中总 IgE 水平

总 IgE 升高大多数是由于过敏反应导致，在特应性皮
炎患者中可见极高浓度的 IgE（数千 IU/ml），可以
区分婴儿特应性和脂溢性皮炎。

PLA2R- 转染细胞

未转染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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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正式启动
8 月 29 日，科技部、卫生计生委、总后卫生部在京联合启动首批 13 家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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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中心涉及恶性肿瘤、心血管病、神经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肾病、代谢性疾病 6 个领域。
国家恶性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和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国
家心血管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
医院；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国家呼吸系统疾病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是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卫生部北京医院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
院；国家慢性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
院和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国家代谢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是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和上海交通
首批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正式启动
《科技日报》 2013-8-29

33 抗磷脂酶 A2 受体抗体检测试剂
35 全自动配合 EUROLINE 技术在过敏原体外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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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聚焦炎症性肠病

36 HEp-2 细胞抗核抗体间接免疫荧光法的全自

铭教授专访

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根据整体战略部署，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将承担起提出攻关方向、搭建公共平台、培育专业
人才、优化管理机制、搭建协同网络、组织开展研究、推动转化应用、强化基层能力等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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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 2013-8-2

《健康报》 2013-7-29

14 免疫接种效果的血清学检测

儿童咳嗽变异型哮喘缺乏诊断指标

多地试点逐步实现艾滋病“全员治疗”

CAME 临床检验装备技术
专业委员会在京成立

7 月 28 日，北京协和医院第七届过

中国艾滋病防治政策酝酿改革——

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医学装备协会

敏性疾病高峰论坛在京举行。中华变态反

艾滋病感染者一经发现，国家即给予免费

理事长朱庆生，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
会规划与信息司副司长齐贵新，中国医学

应学会副主任委员、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

抗病毒治疗；改变此前感染者免疫力指标

一人民医院儿内科主任洪建国指出，咳嗽

低于 350 才治疗，且治疗需要在疾控中心

装备协会临床检验装备技术专业委员会主

变异型哮喘是我国儿童慢性咳嗽的主因，

和医院之间奔走的状况。

任委员、解放军总医院丛玉隆教授，国家

但由于缺乏客观诊断指标，临床上诊断过
度与漏诊并存。

8 月初，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北京医疗器械检测

防控制中心在河南、湖南、广东、广西、

中心技术顾问章兆园等领导与来自全国各

云南等 9 省（自治区）12 县市，一站式

地临床检验医学领域的百余位专家出席了

嗽时间超过 4 周以上即属于慢性咳嗽。近

服务试点工作启动会上，介绍了广西钟山、

本次成立大会。

日，一项样本量超过 4500 例的多中心研

浦北两县实施艾滋病“全员治疗”试点的

究显示，我国慢性咳嗽儿童患者中经 3 个

工作经验。

洪建国介绍，根据我国指南，儿童咳

测中的应用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全军普通外科研究所朱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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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丛玉隆表示，我国体外诊断企业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变化，但与发达国家 IVD

月随访后确诊为咳嗽变异型哮喘的比例达

截至 3 月底，全国登记管理的存活

产业的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除了我国
IVD 起步较晚、基础工业较为落后外，企

41.95%。需要指出的是，我国诊断咳嗽变

艾滋病感染者 39 万，其中接受抗病毒治

异型哮喘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国家。由于临

疗的有 21.9 万人。中疾控中心性艾中心

业产品研发与临床应用脱节是重要原因之

床上缺少客观的诊断指标，我国的医生对

主任吴尊友说，积极的抗病毒治疗，不仅

一。这就要求 IVD 企业、检验医学界、

广大检验医学领域技术人员、医学实验室科研人员、临床各科医师提供检验医学行业的新闻

咳嗽变异型哮喘存在诊断过度和漏诊的问

降低艾滋病患者的病死率，还能降低感染

科研教学单位结合，发挥产、学、研、用

动态、技术信息、专业知识以及欧蒙公司的最新产品信息和创新技术，为客户、读者及企业

题。儿童咳嗽变异型哮喘的重要特征是有

者体内的病毒载量，降低病毒传播给他人

各自优势，产生合力，共同促进我国 IVD

搭建一个专业的信息沟通及宣传平台。《欧蒙快讯》每季度刊出一期，常设栏目有：

轻微的气道收缩但不伴有肺功能的减弱或

的风险。

水平的提高。基于此，在中国医学装备协

《欧蒙快讯》由欧蒙医学诊断（中国）有限公司于2010年创办，旨在为欧蒙公司客户、

喘鸣，肺通气功能和气道高反应性检查是

去年 12 月 1 日世界艾滋病日前夕，

会领导的倡导和帮助下，成立了中国医学

行业要闻 —— 发布医学诊断领域的最新资讯

确诊的关键办法。此外，使用气管舒张剂

在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第四次全

装备协会临床检验装备技术专业委员会。

技术交流 —— 探讨先进的诊断技术和发展

做诊断性治疗有效也可作为基层的一种诊

体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肯定了艾

“为的是起到架桥的作用，架起临床、实

断办法。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规范治疗

滋病“全员治疗”的思路。提出扩大抗病

验室、IVD 企业沟通交流的桥梁。”

2 周后仍然无效即需要考虑其他疾病。

毒治疗范围，只要发现感染者就及时进行

洪建国指出，在诊断该疾病时要特
别注意它与咳嗽变异型哮喘的鉴别，前者

文献导读 —— 介绍优秀的学术文章
新品速递 —— 介绍最新的检验产品与技术
新闻导航 —— 介绍欧蒙公司的新闻动态
专业英语 —— 介绍体外诊断领域最新的专业术语

免费抗病毒治疗，预防和延缓发病。
感谢您对《欧蒙快讯》的关注和支持，愿本刊在您的工作与学习中助您一臂之力。

大多是“湿咳”而后者是“干咳”，前者
使用抗生素治疗有效而后者不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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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炎 症 性 肠 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是一种病因尚不十分清楚的慢性非特异性
肠道炎症性疾病，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 和 克 罗 恩 病（Crohn’s Disease，
CD）。IBD 在西方国家相当常见，在欧洲和北
美，UC 发病率约为 10/105-20/105，CD 发病率约
为 5/105-10/105。我国虽尚无普通人群的流行病学
资料，但近十多年来 IBD 在中国已逐渐成为消化
系统常见病之一，就诊人数也呈逐年递增趋势。
随着我国医疗工作者对 IBD 认识的逐渐深入，
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专门成立了炎症性肠病
学组，通过专家们几年的共同努力，已经形成了
针对 IBD 的诊疗共识、营养治疗共识和病理诊断
共识等一系列临床规范。
UC 和 CD 的诊断，目前主要是结合临床表现、
内镜和病理组织学进行综合分析，在排除感染等
其他病因的基础上做出诊断。但部分 IBD 患者仅
有结肠病变，内镜及活检缺乏 UC 或 CD 的典型
特征，难以明确诊断；而且 CD 与肠结核的鉴别
诊断难度也很大，所以现有的诊断方法也存在缺
陷和困难。近年来，血清学检测指标一直受到学
术界的关注。由于血清学标记物的检测结果能够
辅助诊断，使诊断更具有倾向性，在疾病随访及
预后方面也能够给临床提供重要的参考信息，因
此受到消化科医生的普遍关注。
由于 IBD 的血清学检测在国内还未全面普及，
为了帮助广大医务工作者了解这些指标的临床意
义和临床应用，《欧蒙快讯》对南京军区南京总
医院普通外科副主任——朱维铭教授进行了独家
专访。

朱维铭 教授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普通外科（国家重
点学科）副主任、南京总医院克罗恩病治疗中
心主任、主任医师、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研究
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现任中华医学会
外科学分会胃肠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消化
病分会 IBD 学组核心成员、解放军普通外科
专业委员会常委、营养学组副组长、江苏省医
学会外科学分会营养外科学组组长、胃肠外
科学组副组长、南京医学会外科分会主任委
员等职。
专业方向：胃肠外科、营养支持，多年来
一直从事克罗恩病、各种类型肠梗阻、放射性
肠炎以及其它胃肠道良性疾病和手术并发症
的治疗与研究工作。
所获荣誉：以第一或第二贡献者身份获
得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江苏省科技进
步一等奖 1 项，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
作 为 主 要 贡 献 者 之 一， 参 与 获 得 2010 年 国
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首届裘法祖普通外科医
学青年奖获得者，全军卫生专业学科带头人，
江苏省医学重点人才。

聚焦炎症性肠病
— — 南京 军区南 京 总医 院 全军普 通外 科 研究 所 朱 维铭 教 授 专访
文 | 陈婕

《欧蒙快讯》：炎症性肠病在我国近几年发病率一
直呈上升趋势，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炎症性肠病
在国内的发病率及治疗的现状？早期诊断对于治
疗疗效和预后方面有些什么帮助？
朱维铭教授：IBD 在国内的发病率没有做过全面
的流行病学调查，在近期的一场学术会议上北京
协和医院、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发布了对几个
地区的调查数据，其中中山市发病率与日本及香

8

港地区接近，在亚洲地区处于较高水平，UC 和
CD 的发病率分别为 2.05/105 和 1.09/105。IBD 这
类疾病的发现时间还比较短，目前的治疗主要
还是以临床经验为主，近年来全国的消化病分会
IBD 学组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完成了诊治共识、
营养治疗共识和病理诊断共识，后续需要更多的
开展标准的普及推广工作。我认为 IBD 的治疗是
“三足鼎立”的模式，即药物治疗、外科治疗、营
养治疗三者缺一不可。药物治疗主要针对早期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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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在做 IBD 病因方面的研究。比如目前用小
鼠模型在做吸烟对 IBD 发病的影响。还有一些免
疫方面的研究，通过免疫学的指标来观察治疗效果，
如一些细胞因子等，也获得了科研基金支持。
《欧蒙快讯》：听说南京军总正在计划成立“炎
症性肠病”科研攻关协作组，能否给我们介绍一
下这个协作组的工作重点？

患者，可以通过药物缓解临床症状。但发展到一 《欧蒙快讯》：血清学检测结果对于需要手术治
定程度之后，特别是重症患者，则需要采取外科 疗的 IBD 患者有哪些临床意义？您在使用血清学
手段。由于这是胃肠道疾病，几乎 80-90% 的患 检测指标方面有哪些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
者会出现营养不良，因此营养治疗是基础。早期
诊断、早期治疗以及长期的跟踪随访对治疗特别 朱维铭教授：如果病灶部位在小肠，可以确定为
重要，能够尽早采取治疗措施，延缓重症化，提 UC，但如果是病灶部位在结肠的患者，在术前
需要明确区分 UC 和 CD，以制定不同的手术方案，
高患者预后。
包括切除的范围，后续是否要做维持治疗，是否
《欧蒙快讯》：目前 UC 和 CD 的诊断主要通过内 要继续随访和用药。内镜对于部分 UC 和 CD 的
镜影像学和病理组织学，并结合临床表现进行诊断， 患者也存在无法明确诊断的情况，这就需要我们
鉴别 UC 和 CD 的主要意义是什么？您认为 IBD 参考血清学检测结果来进行判断。我们一般对初
的血清学指标在 UC 和 CD 的诊断中有哪些作用？ 诊疑似 IBD 并有相关临床症状的患者考虑检测血
清学指标配合内镜等结果进行鉴别诊断。ANCA
朱维铭教授：鉴别 UC 和 CD 是非常必要的。虽 和 GAb 用 于 诊 断 UC，ASCA 和 PAb 用 于 诊 断
然在内科治疗方面 UC 和 CD 的用药方案比较接近， CD，并且同时检测 IgG 和 IgA 抗体以提高检出率。
但是在外科治疗方面两种疾病的手术方案区别很 内镜结果作为诊断的主要依据，血清学结果作为
大。例如，UC 病灶部位为结肠，但是 CD 病灶 辅助参考依据。
可以在小肠也可以在结肠，如果病灶在结肠，CD
患者切除病灶之后会在小肠等部位复发，而 UC 《欧蒙快讯》：南京军总在肠病诊疗方面也是国
切除结肠后就能够治愈疾病，因此手术的思路和 内领先的，您的研究所在肠病方面还有哪些新的
目标完全不同，由此可见鉴别诊断的价值是特别 检测指标在研究和应用？在 IBD 方面开展了哪些
大的。在内镜无法进行明确诊断的情况下，血清 重点科研项目？
学的指标在诊断中的作用就非常突出了，能够给
临床诊断提供更多的信息。目前主要用 ANCA、 朱维铭教授：目前所内在做的都是一些研究性的
ASCA、Gab 和 PAb 对 UC 和 CD 进行鉴别诊断。 指标，主要是细胞免疫方面的，例如 T 淋巴细胞
而且这些指标的临床应用也是国际学术界一直在 的细胞因子等。另外还有肠道菌群有关的指标，
关注和研究的内容，因此对指标结果结合临床症 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来观察其对治疗的影响。我们
的科研方向主要还是在外科手术方法方面，另外
状做一些科研探讨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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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铭教授：这个协作组是黎介寿院士的一个设
想，希望内科、外科以及检验科室能够联合进行
一些科研协作，为 IBD 的诊疗解决一些问题。现
在我们已经在汤山院区成立了专门的克罗恩病治
疗中心，收治内科治疗的患者，并根据病情进展
适时安排手术治疗。目前我们正在寻找一个能够
将各科室的方向结合起来的切入点，希望更好的
发挥各科室的优势。
《欧蒙快讯》：炎症性肠病目前越来越受到临床
的关注，在 IBD 的诊疗方面尚有哪些难关亟待攻
破？您觉得欧蒙参考实验室未来在这方面需要配
合临床做些什么工作？能否给我们的工作提些建
议。

科室简介
南京总医院全军普通外科研究所，是国家、
军队、江苏省重点学科（实验室）; 南京大学
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第二军医大学、南方医
科大学博士研究生联合招生点，国家博后工
作流动站 ; 是国家卫生部临床药理基地（营养
支持专业），全军胃肠外科重点实验室。
科 室 在 2010 年 独 立 获 得 国 家 科 技 进 步
一等奖，获奖题目是“肠功能障碍的治疗”。
其他获得的主要奖励有：全国科学大会奖 1
次，全军重大科技贡献奖 1 次，“何梁何利”
科技进步奖 1 次，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
三等奖 1 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3 项、二
等奖 5 项，军队医疗成果一等奖 1 项，教育
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3 项，江苏
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1 项。

目前科室承担的与克罗恩病相关的主要
科研课题包括：（1）江苏省普通外科临床研
朱维铭教授：IBD 的诊断目前需要通过内镜影像
究中心子项目课题：克罗恩病的发病机制和
学，这项检测对患者来说还是有一定痛苦的，血
临床治疗；（2）卫生部科技教育司关于炎症
清学的无创检查如果能够达到替代内镜的效果， 性肠病外科治疗规范科研专项的子项目；国
是我们临床非常欢迎和愿意接受的。目前 ANCA、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 项：（1）应用 CD52
ASCA 等指标的特异性和灵敏度还有待进一步提
单抗（Campath）选择性清除淋巴细胞对克罗
高，需要临床和实验室共同配合，将指标的结果
恩病的干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2）基于树
与临床的症状结合进行解读，探索检测结果的规律。 突状细胞的 TLR 信号在克罗恩病时的变化及
也希望在血清学诊断方面，实验室能够不断开发
雷公藤甲素干预机制；（3）持续内质网应激
新的更好的指标应用于临床。我们作为临床医生， 导致的上皮 - 间充质转化：炎症性肠病肠壁
平时的工作重点主要在疾病治疗上，诊断指标的
纤维化的新机制；（4）从内质网应激角度探
研究方面需要像欧蒙这样的公司进行支持。欧蒙
讨肠上皮细胞 TLRs 途径缺陷参与炎症性肠
在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检测方面一直走在国际前沿， 病发病的亚细胞机制；（5）MicroRNA-155/
德国总部在肠病研究方面也有着多年的经验，现
SHIP-1 通路在克罗恩病肠黏膜对肠腔共生菌
在国内又建立了参考实验室，今后可以在这方面
群免疫耐受缺失中的角色。共计项目经费在
加强合作，多给临床提供一些好的检测指标。
1000 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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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图片
国家重点学科
外科学
江苏省重点学科

军队重点学科
12

江苏省临床营养支持
专科护士培训基地

全国临床营养支持
培训中心

军队临床护理示范基地
普通外科专科护士
13

EUROIMMUN Express | 技术交流

技术交流 | EUROIMMUN Express
什么是疫苗？
疫苗是一类能引起免疫应答反应的生物制
剂，可能是单一成分或含有效成分的复杂形式 (
蛋白、多糖或核酸 )，也可能是灭活或减毒致病
原的形式。疫苗进入机体产生灭活、破坏或抑制
致病原的特异性免疫应答，以预防和治疗疾病。
实际上，病原体感染和其疫苗接种都能引起机体
的保护性免疫应答，保护性免疫应答主要是产生
对机体具有保护作用的抗体。而疫苗在保证保护
性抗体产生的同时，免疫应答更为温和，对机体
的不良影响最低。
疫苗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1796 年，
英国医生 Edward Jenner 用实验证明牛痘可以预
防天花，第一个创造了预防天花的“安全”疫苗。
这是人类尝试通过预防接种来控制传染性疾病的
第一次。而疫苗真正被全世界接受，并为全人类
做出伟大贡献是在 20 世纪中后期。随着生物技
术的发展，大量疫苗问世，并被公众接受和使用。

免疫接种效果的血清学检测
文 | 傅继欢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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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预防接种及计划免疫 ?
预防接种就是把疫苗接种在健康人的身体
内，使其在不发病的情况下，产生抗体，获得特
异性免疫。较之自然感染获得的特异性免疫，这
是一种人工主动免疫。只有严格按照合理程序实
施接种，才能充分发挥疫苗的免疫效果。
计划免疫是考虑流行病学因素、疫苗的免疫
学因素和具体实施等条件，按不同的年龄制定有
计划的预防接种方案。
在我国计划免疫程序属于免费疫苗，新生儿
出生后必须进行接种。包括两个程序，一个是全
程足量的基础免疫，即在 1 周岁内完成的初次接
种。二是以后的加强免疫，即根据疫苗的免疫持
久性及人群的免疫水平和疾病流行情况适时地进
行复种，这样才能巩固免疫效果。随着国家综合
实力的发展，我国的计划免疫内容从 70 年代的“四
苗防六病”到 90 年代的“五苗防七病”，直至
2007 年增加到预防 15 种疾病。全国各地的免疫
接种程序在具体实施上略有差异。
疫苗接种对象应为所有暴露于某传染性疾病
威胁下的健康人群。发达国家公众主动接种疫苗
预防疾病已非常普遍。我国推行的是计划、强制、
免费的预防接种政策，这使得在我国疫苗更多地
与孩子联系在一起，人们认为只有孩子才需要接

种疫苗。自从实施儿童计划免疫以来，许多传染
病发病率显著下降。然而，一些传染病目前有明
显年龄高移现象。目前，疫苗可预防的传染病在
少数成年人中仍保持一定的发病率。
扩大国家免疫规划疫苗与预防疾病对应表
疫苗种类

预防传染病种类

1

乙肝疫苗

1

乙型病毒性肝炎

2

卡介苗

2

结核病

3

脊灰减毒活疫苗

3

脊髓灰质炎

4

百日咳

5

白喉

4

百白破疫苗（基础）

5

白破疫苗（加强）

6

破伤风

6

麻疹疫苗

7

麻疹

麻腮风联合疫苗

8

风疹

（麻风、麻腮联合疫苗）

9

流行性腮腺炎

8

乙脑减毒活疫苗

10

流行性乙型脑炎

9

A 群流脑疫苗（基础）

10

A+C 群流脑疫苗（加强）

11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11

甲肝减毒活疫苗

12

甲型肝炎

12

出血热双价纯化疫苗

13

出血热

13

炭疽减毒活疫苗

14

炭疽

14

钩体灭活疫苗

15

钩体病

7

什么是疫苗保护力？
疫苗的保护效力（又称为疫苗的有效性）
是指人群经过疫苗接种后，相对于不接种疫苗的
人群所减少疾病发病的程度（发病率下降的百分
率），即直接保护作用，可通过临床终点和 / 或
合理的免疫学（包括血清学）替代指标来进行评
价。疫苗正式上市前其临床有效性与免疫学指标
的相关性都已得到确证。
免疫接种效果如何评价？
预防接种是预防和控制传染性疾病的有效手
段。接种疫苗后，机体的免疫细胞被激活（主要
是体液免疫），产生相应的保护性抗体（主要是
IgG 型抗体），从而具有抵抗相关病原体、降低
疾病感染的能力。采用血清学检测人体 IgG 抗体，
来判读机体的免疫状况，是否具有抵抗相关病原
体，降低疾病感染的能力，从而评价免疫接种效
果。因而，血清中特异性保护性抗体是衡量免疫
接种效果的直接目标。包括测定特异性血清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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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转化率、抗体水平、统计抗体水平的分布，
并计算血清抗体几何平均滴度。
预防接种后人体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产
生免疫力。这段时间在医学上称为诱导期。一般
来说，初次接种的诱导期长，约 3~4 周才能产生
有效的免疫，其免疫力相对来说较弱，维持时间
短。而再次接种的诱导期较短，只要 1 周左右就
能产生有效的免疫，其免疫力强，维持时间也长。
评价免疫接种效果需要在诱导期之后进行。随着
接种时间推移，抗体水平下降，疫苗的保护力也
随之改变。因而疫苗接种并不一定形成终身保护
力。评价免疫接种效果还需兼顾其免疫持久性的
问题。
当人们生活环境发生很大变化时，如幼儿入
托，儿童入学，军人入伍，这都可能使人们暴露
在新的病原体之下，成为易感人群。此时应采取
相应检测，了解机体的免疫状态。必要情况下进
行疫苗接种，避免疾病的发生及流行。
评价的对象分为群体和个体：
以群体为基础的免疫接种效果评价常需确定
一定时间、地区、年龄段中，考察特异性抗体的
阳性水平。绝大多数疫苗接种人群可达到该抗体
水平，而未免疫的绝大多数人群难以达到该抗体
水平。
以个体为基础的免疫接种效果评价采用分别
在免疫前和在至少一次免疫后的双份血清，进行
抗体水平测定，了解接种前后机体抗体水平变化。
不管是考察对象群体还是个体，考察目的是
评价免疫保护效力还是免疫持久性，血清检测都
是最为直接的方式。而血清中特异抗体的水平，
特别是保护性的 IgG 抗体结果则是量化的直接指
标。血清检测方法中 ELISA 方法最为适合进行
免疫效果检测，该方法标准化，可大规模操作。
在有国际标准血清的情况下，ELISA 的结果可定
量并溯源至国际单位。国际单位结果可指导各机
构进行横向及纵向的数据分析，共同研究探讨免
疫程序的制定和执行。

因而，我们必须认识到疫苗接种不一定都能产生
相应的保护性抗体，或产生的抗体水平并不足以
形成有效的保护。临床试验中大多数常规使用的
疫苗保护率能达到 90% 左右，而日常接种工作中，
这一数值可能低于 70%。
此外，各疫苗接种产生的抗体水平的持续时
间也有所不同。随着接种时间推移抗体水平下降，
疫苗的保护力也随之改变，疫苗接种并不一定形
成终身保护力。
免疫效果检测是观察个体及群体免疫状态的
有效方法。开展疫苗免疫效果监测对相关单位及
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血清学方法分析群体
中特异抗体水平，可以科学地评价免疫接种效果，
评估群体保护力预防传染病的发生，长期监测抗
体水平变化阐明疫苗保护力，从而真正达到免疫
接种预防疾病的目的。
个人抗体水平主动监测可了解接种效果或机
体免疫状态，特别是通过开展适龄儿童的免疫效
果检测，可使家长了解儿童接种疫苗后的免疫状
况，获悉潜在的感染可能，提示相应的疫苗补种。
疫苗毕竟存在极少数的不良反应，当儿童自身体
质敏感或身体不适时也不应进行疫苗接种。如提
示不需要疫苗加强注射，则可避免出现免疫耐受
及超敏反应。随着普通民众卫生意识的不断提高，
不仅医疗机构需要进行免疫效果监测，个人也将
更多地、自发自觉地关注免疫接种的效果。
计划免疫开展 30 多年以来，通过全国各级
卫生机构的共同努力，已经有效遏制了许多重大
传染病的流行与发生，成为我国公共卫生福利最
重要的体现形式。30 多年的计划免疫工作发展
到今天，也有了新的内涵和更高的要求。今后的
工作应考虑在不断提高接种率及疫苗覆盖率的同
时，保证免疫接种的效果。因而免疫效果检测工
作也必将成为计划免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
过检验免疫成功率，科学有效地评价预防接种工
作的质量和水平，为制定科学的免疫规划策略和
工作方案提供依据。

免疫接种效果检测的意义？
免疫接种效果不等同于疫苗的保护效力。它
的实际效果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源头包括疫苗
质量及运输储存条件，过程中包括接种程序，接
种操作，而在终端免疫应答因个体差异而不同。

参 考 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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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2R 抗体的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及其对
膜性肾病患者诊疗的临床意义
编译 | 路丹

1. 计划免疫技术管理规程（卫疾控发 [1998] 第 50 号）
2. 扩大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免疫程序（卫疾控发 [2007]305 号）
3. WHO the Immunological Basis for Immunization Series
4. WHO vaccine position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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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最近研究发现，PLA2R 抗体可在原发性膜性
肾病（MGN）的发生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且可
作为 MGN 诊断的一个重要指标，对于疾病分类
和疗效监测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间接免疫荧光法
检测血清中 PLA2R 抗体操作简便且特异性高。
此研究搜集了 153 例健康献血者，90 例非 MGN
患者，17 例继发性 MGN 患者，100 例组织活检
确诊原发性 MGN 患者。其中，对 5 例活检确诊
的 MGN 患者 , 在药物治疗过程中进行了 18 个月
的跟踪检测。
研究发现，在健康人及肾小球病变患者中未
检测出 PLA2R 抗体，而在原发性 MGN 患者中，
PLA2R 抗体阳性率为 52%，滴度为 1：10 到 1：
3200。 对 于 RTX 治 疗 的 MGN 患 者， 其 PLA2R
抗 体 滴 度 的 下 降 同 时 伴 有 蛋 白 尿 的 降 低， 而
PLA2R 抗体水平的升高也伴随着蛋白尿的升高。
此项研究证实了间接免疫荧光法可监测 MGN 患
者体内的 PLA2R 抗体水平，同时可帮助确定患
者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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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抗体水平与蛋白尿含量变化密切相关。
材料与方法：
荧光马赛克检测 PLA2R 抗体，产品购自德
国欧蒙医学实验诊断股份公司。

结果：
对 360 份样本进行 PLA2R 抗体检测，只有
原发性 MGN 患者的检测呈阳性。153 例健康献
血 者、90 例 非 MGN 患 者 和 17 例 继 发 性 MGN
患者，PLA2R 抗体均阴性。同时，17 例继发性
MGN 患者 PLA2R 抗体均阴性，大多数这类患者
（12 例，70.6%）未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且高尿
蛋白含量（>3.5g/24h)。
5 位 PLA2R 抗体阳性的 MGN 患者应用 RTX
治疗，为了研究 PLA2R 抗体对于监测 MGN 患
者的疗效是否有意义，跟踪检测这 5 位患者的
PLA2R 抗体长达 18 个月。决定对患者进行 RTX
治疗时，PLA2R 抗体的荧光滴度为 1：100 到 1：
320。5 位患者中，有 3 位在治疗 1 周到 3 个月期
间 PLA2R 抗体滴度有所降低。最终，3 名患者的
前言：
抗体均消失。然而，有一位患者，患者 3，抗体
成 人 肾 病 综 合 征 的 根 本 原 因 是 原 发 性 滴度有所回升，但在二次用药时又降低。并且，
MGN，有三分之一的 MGN 患者发展为肾病晚期， 有 3 名患者蛋白尿含量随着抗体滴度的降低而降
另外三分之一的病情会自发减轻。
低。对于患者 1 和 2，其降低有几个月的推迟，
研究发现，疾病的预后与疾病的缓解率显著 而患者 3，蛋白尿含量的降低一直伴随着抗体滴
相关。患者的蛋白尿、肾功能、年龄及性别能够 度的降低。同时，对患者进行了 PLA2R-IgG4 抗
帮助确认是早期患者、中期患者或者是高危患者。 体的检测，患者 2：PLA2R-IgG1 和 IgG2 抗体阳性；
然而，即使存在很高的蛋白尿含量，也会有 20- 患者 3：IgG1 和 IgG3 抗体阳性。RTX 治疗后，
25% 患者的病情自行缓解，所以至今还没有一个 所有抗体均降低直到消失。患者 3 在治疗 6 个月
很好的指标能够监测疾病的发展，预示疾病的发 后，重现 PLA2R 抗体，最先检测到的是 PLA2R生或者指导免疫治疗的用药剂量。 一个能够监测 IgG1 抗体，紧接着是 PLA2R-IgG4 抗体。在二期
病情及疗效的指标，对于 MGN 患者治疗方案的 RTX 治疗后，检测不到 PLA2R 抗体。
对于患者 4 和 5，RTX 治疗并未影响 PLA2R
确定非常有用。
研究发现 M 型 PLA2R 抗体对 MGN 的产生 抗体滴度，且在观察期结束后，抗体滴度会有所
和发展有重要作用，在 MGN 患者没有临床症状 升高。这两个患者，仅检测到 PLA2R-IgG4 抗体，
时就可检测到此抗体，且在临床症状出现后，抗 在治疗后抗体滴度并未降低。两个患者的蛋白尿
体滴度升高。因此，本研究利用间接免疫荧光法 含量也一直保持着高水平，在二期 RTX 治疗后，
检测 PLA2R 抗体，样本来自健康献血者、组织 蛋白尿含量和 PLA2R 抗体滴度也均未降低。
活检确诊的肾病患者（非 MGN）和原发及继发
的 MGN 患者。另外，在原发性 MGN 患者中检 讨论：
测出 PLA2R 抗体，对于药物治疗也有指导性作用。
这项研究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 PLA2R
结果显示，MGN 患者中，此方法检出率较高， 抗体。结果显示，组织活检确诊的原发性 M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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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IFA 马赛克检测 PLA2R 抗体，图为包被有 HEK293 细胞
（细胞表面表达 PLA2R 抗体）的芯片，A，B，C 为 IgG 抗
体的检测，D，E，F 为 IgA 抗体的检测，血清稀释度分别为
1：10，1：100，1：1000，IgG 抗体检测 1：10 和 1：100 可
见特异性荧光。

患者，检测 PLA2R 抗体具有很高的特异性。研究
分析了迄今发表量最多的 MGN 患者群中 PLA2R
抗体的检测情况。共计研究了患者和健康献血者
360 人。
组 织 活 检 确 诊 的 100 个 MGN 患 者 归 为 原
发性 MGN 患者，其中 52 个 PLA2R 抗体阳性。
与 文 献 报 道 的 用 蛋 白 印 迹 法 检 测 37 个 患 者 的
PLA2R 抗体，结果有 26 例阳性（70%）相比，
本研究的检测阳性率低了 20%。
可能有几个原因导致这样的差异。首先从前
的研究并未说明在治疗的哪个时期检测了 PLA2R
抗体，本研究显示，药物治疗可改变抗体滴度，
因此在不同时期检测可能导致结果不同。另一个
原因可能是 PLA2R 抗体两种检测方法学的灵敏

度不同。对于 MGN 患者，PLA2R 抗体滴度的改变，
要结合多方面因素考虑，如蛋白尿的含量，是否
免疫抑制剂治疗，观察时期的不同，都会导致抗
体水平的不同。
本研究还有一个特点，有原发性 MGN 患者
和继发性 MGN 患者的区别。17 个继发性 MGN
患者都不存在 PLA2R 抗体阳性。多数这类患者
虽然蛋白尿含量较高，但并未接受免疫抑制剂治
疗，这些结果提示 PLA2R 抗体阴性并非免疫抑
制剂治疗所引起。
有报道显示 MGN 可出现于副瘤综合症，在
肿瘤发现 2 年前即可存在。因此，本研究中一些
通过单次 PLA2R 抗体检测阳性而诊断为原发性
MGN 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其他继发，这将有赖于
以后的长期随访研究。
研 究 指 出，PLA2R 抗 体 可 作 为 临 床 监 测
MGN 患者用药情况的重要指标。检测 PLA2R 抗
体可临床监测 MGN 患者的病情，研究者跟踪监
测了 5 位 MGN 患者的 PLA2R 抗体滴度变化长达
18 个月。 随着 RTX 的治疗，患者体内抗体滴度
的改变也给临床治疗方面带来了信心。毫无疑问，
对于肾移植患者，潜在的免疫抑制剂治疗患者及
治疗中的跟踪监测、PLA2R 抗体及滴度的检测已
经逐步开展了。
相信此研究提供的数据及结论会更好的帮助
临床医生确诊 MGN 患者及指导用药。

微言博议
@ 丁香园：【根据血清 HPV16 E6 阳性结果或可提前
10 年预测口咽癌】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进行了一项研究，
其目的为考察头颈癌确诊之前血清 HPV 抗体与肿瘤风
险是否存在关联。该研究发现，在口咽癌患者确诊前
10 年，即可观察到其血清 HPV16 E6 呈阳性。这项研
究结果发表于 2013 年 6 月 17 日在线出版的《临床肿
瘤学杂志》上。
@《中国医学论坛报》 ：【新型冠状病毒比非典传染
性低但更危险】《费加罗报》网站 7 月 26 日报道，最
新研究表明，新型冠状病毒 MERS-CoV 传染性更低，
但危险性却强于非典病毒，后者曾于 2003 年在亚洲造
成约 800 人死亡。《柳叶刀》周五提出假说认为该类
病原体的增殖与传播比 2003 年在亚洲造成 800 余患者
死亡的非典缓慢得多。

@《中国医学论坛报》 ：【丙肝治疗新进展】8 月 28
日《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上的一则研究披露，
不含干扰素的 sofosbuvir 和利巴韦林的治疗方案可在
难治性慢性丙型肝炎病毒（HCV）基因型 -1 感染的患
者中导致高度的持续性病毒学应答率。在基于体重治
疗组，24 周持续病毒学应答率可达 68%。
@ 中华检验医学网：【恶性疟原虫如何实现免疫逃逸】
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江陆斌研究组科研人员新近
首次发现了恶性疟原虫在人体内实现免疫逃逸的表观
遗传分子机制，其研究论文近日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
刊物《自然》杂志上。专家认为，该研究结果对人们
更好理解真核生物基因调控以及疟疾疫苗的研发具有
科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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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mmunofluorescence Test for Phospholipase-A2-Receptor Antibodies
and its Clinical Usefulness in Patients with Membranous
Glomerulonephritis
Elion Hoxha1, Sigrid Harendza1, Gunter Zahner1, Ulf Panzer1, Oliver Steinmetz1, Kai Fechner2,
Udo Helmchen3 and Rolf A.K. Stahl1
1

III. Medizinische Klinik, Zentrum für Innere Medizin, Universitätsklinikum Hamburg-Eppendorf, Hamburg, Germany, 2Institut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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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The recent finding that phospholipaseA 2-receptor antibodies (PLA 2R-AB) may play a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membranous
glomerulonephritis (MGN) offers the opportunity
to measure a marker to help diagnose, classify and
eventually monitor the course of patients with MGN.
Methods. We developed an immunofluorescence
test, which allows the easy and specific analysis of
the presence of PLA2R-AB in serum. The usefulness
of this test was studied in 153 healthy blood donors,
90 patients with non-membranous glomerular
injuries, 17 patients with a secondary form of
MGN and 100 patients with biopsyproven primary
MGN. In addition, in five patients with biopsyproven MGN, PLA2R-AB levels were monitored
prospectively for up to 18 months following a single
dose of rituximab (RTX) (375 mg/m2 body surface).
Results. PLA 2R-AB were not found in healthy
controls or patients with glomerular lesions other
than biopsy-proven primary MGN. Fifty-two
patients with primary MGN (52%) were positive for
PLA2R-AB. The levels ranged from 1:10 to 1:3200.
In patients who had MGN and were treated with
RTX the fall in PLA2R-AB levels was followed by
a decrease in proteinuria, whereas an increase in
PLA2R-AB levels wa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 in
proteinu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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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These studies show that the new
test allows the monitoring of PLA 2R-AB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MGN and may help in making
therapeutic decisions for these patients.

Keywords: membranous glomerulonephritis; nephrotic syndrome;
PLA2R-antibodies; rituximab

Introduction
Primary membranous glomerulonephritis (MGN) is the
leading cause of a nephrotic syndrome in adults [1]. In
up to one-third of patients, MGN progresses to endstage renal disease, while another third of patients
spontaneously goes into remission. The prognosis
of the disease strongly correlates with the remission
rate of the patients [2]. Proteinuria, renal function,
age and gender of patients can be used to define
low-, middle- and high-risk patients [1]. There are,
however, no good predictors for the spontaneous
course of the disease or predictors for the potential
need or the intensity of immunosuppressive therapy,
since even in patients with large proteinuria, spontaneous
remission can occur in up to 20–25% [2]. A predictor
for disease evolvement and/or therapeutic effects
would therefore be a very helpful tool for treatment
decisions of MGN.

The landmark finding that antibodies against the M-type
phospholipase-A2-receptor (PLA2R-AB) could play a
pivot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GN [3] provides
an option to monitor antibody levels prospectively
in patients with MGN and correlate changes to the
clinical outcome [4].
We therefore developed an immunofluorescence
test for PLA2R-AB and studied serum from healthy
volunteers, patients with biopsy-proven renal
diseases other than MGN and patients with primary
and secondary MGN for the presence of PLA 2RAB. In addition, serum from patients with primary
MGN, which were tested positive for PLA2R-AB,
was prospectively analysed following treatment with
rituximab (RTX). Our data show that the developed
test has a high sensitivity for patients with MGN
and PLA 2R-AB levels correlate with changes in
proteinuria.

Materials and methods
Detection of PLA2R-AB by IFA Mosaic

The detection of circulating PLA 2 R-AB was
performed using an IFA Mosaic (EUROIMMUN
AG, Lübeck, Germany). The slide contains a mosaic
of two different biochips in one incubation field, the
first biochip is coated with human embryonic kidney
(HEK)293 cells expressing the PLA2R-protein, the
second biochip contains non-transfected HEK293
cells as substrates. For the transient transfection of
HEK293 cells, a complementary DNA encoding
full-length PLA2R isoform 1 (recombinant PLA2R1
antigen, Uniprot-reference Q13018 [PLA 2 R_
HUMAN] with a c-terminal His-Tag [L.E.(H)8])
was used. Forty-eight hours after transfection, the
cells were applied to cover glasses and fixed with
formalin. The coated cover glasses were cut into
2×2mm-sized biochips and glued onto the slides.
In order to achieve a semi-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f PLA 2 R-AB levels, three dilutions of serum
samples, 1/10, 1/100 and 1/1000, were prepared
in phosphate-buffered saline–0.2% Tween and

incubated for 30 min on the recombinant cellbased assay. A fluorescein isothiocyanate (FITC)conjugated anti-human IgG-antibody from goat
(EUROIMMUN AG) was used for detection of
bound IgG-antibodies. All slides were evaluated
by two-independent observers using a LED
microscope (EUROStar; EUROIMMUN AG). In
case of a difference in opinion, a third observer was
decisive. A specific cytoplasmic fluorescence of the
transfected cells at a dilution of 1:10 or higher was
considered to be positive (Figure 1).
For detection of subtype-specific IgG antibodies,
FITC-conjugated monoclonal anti-human IgG1
(Sigma–Aldrich ® , Product No. F0767), IgG2
(Sigma–Aldrich® Product No. F4516), IgG3 (Sigma–
Aldrich ®Product No. F4641) and IgG 4 (Sigma–
Aldrich® Product No. F9890) antibodies from mouse
were used.
Detection of PLA2R expression in HEK293 cells by
immunoblotting

HEK293 cells were transfected with the PLA2R1coding sequence, while mock-transfected HEK293
cells were used as controls. HEK293 cells were
scraped in a 2× lysis buffer (300 mM Tris–Cl pH 6.8,
6.6% sodium dodecyl sulphate). Twenty micrograms
of total cellular protein were substituted with
2×reducing sample buffer (25% mercaptoethanol,
50% glycerol and 0.05% bromophenolblue) and
heated for 10 min at 95℃. Then, the samples were
separated on a 4–12% protein-gel (NuPAGE;
Invitrogen, Carlsbad, CA) and blotted onto a
Polyvinylidenflouridmembrane semi-dry for 2.5
h. After blocking the membrane in 5% nonfat dry
milk in tris-buffered saline (TBS)-Tween for 3 h, a
rabbit antihuman PLA 2R1-AB (1:1000; Covalab,
Cambridge, UK) was added and incubated overnight at
4℃ . After washing the blot twice in TBS-T, a goat antirabbit IgG/HRP-antibody (1:5000, Cell Signalling)
was added in blocking buffer for 1 h at room
temperature. Then the blot was washed in TBS-T for
1 h before the substrate solution (Thermo Scientific,
Rockford, IL) was added for 5 min. Finally, the b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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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exposed for 1 min to an X-ray film (FUJIFILM)
and developed in an Agfa developer.

Table 1. In total, 360 people were tested for PLA2R antibodies. Only
a
patients with primary MGN were positive

Patients and volunteers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test was evaluated with
serum from 100 patients with biopsy-proven MGN,
17 patients with a known secondary form of MGN,
90 patients with biopsy-proven glomerular diseases
other than MGN and 153 healthy blood donors
(Table 1).

Monitoring of MGN patients after RTX treatment

Five patients with biopsy-proven primary MGN
where treatment with other immunosuppressive
agents had not resulted in remission of proteinuria or
relapses had occurred were referred to us for rescue
therapy with RTX. All patients were on 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inhibitors and/or angiotensin
receptor-blockers.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from all participants, who were informed about the
lack of controlled trials of RTX efficacy in MGN
and the possible side effects of the drug. Our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a single dose of RTX 375 mg/m2
body surface as described elsewhere [5]. Clinical
evaluations and laboratory tests were performed
before RTX and 1, 4 weeks and then every 3 months
after RTX. Each patient visit included a detailed
history, physical examination, blood collection for
PLA2R-AB levels, creatinine, albumin, cholesterol
and triglycerides as well as B-cell counts by flow
cytometry. A 24-h urine collection was used for
measurement of proteinuria. The decision for a
second dose of RTX was made for each patient
individually depending on the B-cell count or the
degree of proteinu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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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of patients tested for
PLA2R-antibodies

Fig. 1. Detection of circulating PLA2R-antibodies using an IFA
Mosaic. The figure shows a biochip coated with HEK293 cells
expressing the PLA2R protein on the surface. The serum sample
from Patient 1 before RTX treatment was diluted 1/10 (A), 1/100
(B) and 1/1000 (C) in phosphate-buffered saline-Tween and
incubated for 30 min on the recombinant cell-based assay. Bound
human IgG antibodies were detected through a FITC-conjugated
anti-human IgG antibody from goat. A specific cytoplasmic
fluorescence of the transfected cells can be seen at a dilution of
1:10 and 1:100. No fluorescence can be detected at a dilution of
1:1000 or if serum from an IgA-nephropathy patient is used at
dilutions 1:10 (D), 1:100 (E) and 1:1000 (F).

Results
PLA 2R expression was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analysis in HEK293 cells transfected with the
PLA2R1-coding sequence, while no expression was
detected in the control mock-transfected HEK293
cells (Figure 2).
PLA2R-AB were only found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MGN and were not detected in any of the healthy
controls or patients with glomerular lesions other
than MGN (Table 1). None of the patients with a
secondary form of MGN had PLA2R-AB.
Fifty-two (52%) patients with biopsy-proven
primary MGN were PLA2R-AB positive. The levels
of PLA2RAB ranged from 1:10 to 1:3200.
In 17 patients, proteinuria was <3.5 g/24 h at the
time of PLA2R-AB measurement (Table 2). Only
three (17.6%) of these patients were PLA 2R-AB
positive and were treated with immunosuppressive
medication at the time of the antibody measurement.
Seven (50%) of the patients who did not have
PLA2R-AB also had immunosuppressive treatment.

Negative

Positive

Total

Biopsy-proven MGN*

48

52

100

Secondary form of MGN*

17

0

17

Non-membranous
glomerulonephritis*

90

0

90

Healthy controls*

153

0

153

a

Fisher’s exact test shows a very strong significance between
the results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MGN and non-membranous
glomerulonephritis, secondary form of MGN or healthy volunteers
(*P < 0.0001 in each comparison).

Fig. 2. PLA2R1 immunoblot of stably transfected HEK293 single
cell clone. A representative immunoblot of human-PLA2R1expressing HEK 293 cells is shown. The PLA2R1 transfected
HEK293 cells express the PLA2R1 transgene between 150 and
250 kD, while in the mocktransfected cell line (VC) no positive
signal could be detected.

Of the 35 patients with proteinuria >3.5 g/24 h, 23
(65.7%) were positive for PLA2R-AB. Twenty of
these patients (87.0%) were on immunosuppressive
therapy. Eight (66.7%) of the patients with proteinuria >3.5 g/24 h and negative for PLA2R-AB were
on immunosuppressive treatment.
For 48 patients, no data regarding proteinuria were
available. Twenty-six (54.2%) of those patients
were positive for PLA2R-AB. Five (37.5%) of the
14 patients on immunosuppressive treatment were
positive for PLA2R-AB in serum, while 18 (62.1%)
of the 29 patients who had no immunosuppressive
therapy were positive.
In one of eight (12.5%) patients on haemodialysis
due to MGN, PLA2R-AB were detected (Table 3).
In patients who have received a renal transplant due
to MGN two of eight were PLA 2R-AB positive.

All these patients were on a combination of
immunosuppressive medications. Only one of four
tested children was positive for PLA 2R-AB. The
positive patient was 17 years old, while the other
three patients were 2–12 years old.
All 17 patients with a secondary form of MGN were
negative for PLA2R-AB. Most of these patients (12
of 17 patients; 70.6%) had no immunosuppressive
therapy and had a high proteinuria level (>3.5 g/24
h) (Table 4).
All 90 patients with glomerular injuries not due
to MGN were tested negative for PLA 2 R-AB
(Table 5). Most of these patients were not on an
immunosuppressive treatment (59 of 90 patients;
65.6%) and 18 of them (20.0%) had a proteinuria
level of >3.5 g/24 h. Nine of these patients (10%)
were on haemodialysis.

[PLA2R-AB positive patients with MGN treated with
RTX]
In order to study whether our test is applicable and
useful in the clinical monitoring of MGN patients
with detectable PLA 2 R-AB, we prospectively
analysed PLA2R-AB levels in five patients up to 18
months (Table 6). At the time we decided to treat the
patients with RTX, PLA2R-AB (Figure 3) ranged
from 1:100 to 1:320. RTX reduced PLA 2 R-AB
levels in three of five patients. The fall in PLA2R-AB
levels occurred 1 week to 3 months after RTX. In all
three patients, the antibodies became undetectable;
however, this returned in one patient (Patient 3)and
decreased again after a second dose of RTX. In these
three patients, the reduction of proteinuria followed
the reduction of the antibody levels. In Patients
1 and 2, there was a delay of several months,
while in Patient 3, the reduction of proteinuria
occurred almost at the same time as PLA 2R-AB
level decreased. All three patients achieved partial
remission (proteinuria <3.5 g/24 h). IgG4 PLA2RAB
were detectable in the three patients, while Patient
2 had IgG1 and IgG2 PLA2R-AB and Patient 3
had IgG1and IgG3 PLA2R-AB as well. After R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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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One hundred patients with biopsy-proven MGN were tested for
PLA2R-antibodiesa
Number of patients with protienuria
>3.5 g/24 h
PLA2R- <3.5 g/24 h
antibody (IS-treatment/no (IS-treatment/no
IS-treatment)
IS-treatment)
titer

no data
(IS-treatment/no Number
IS-treatment)
of patients

0

14

12

22

(7/7)

(8/4)

(9/11)
no data
2 patients

10

1

1

0

2

(1/0)

(0/1)

32

0

1

5

6

(1/0)

(0/4)
no data
1 patient

1

10

3

(1/0)

(10/0)

(2/1)

0

8

11

(6/2)

(1/8)
no data
2 patients

100

320

1000

3200

48

14

2

6

(1/0)

(2/0)

(1/5)

0

1

1

(1/0)

(1/0)

Discussion
9

2

a
The number of patients with proteinuria <3.5 or >3.5 g/24 h is shown.
The number of patients who received/or didn’t receive immunosuppressive
(IS) treatment at the time of antibody measurement is shown in italics.

Table 3. Patients who were on haemodialysis due to MGN, as well as
patients who had a renal transplant after reaching end-stage renal disease
due to MGN and patients under 18 years were tested for PLA2Rantibodiesa
Number of patients tested for PLA2R
antibodies
Positive

Total

Number of patients
with proteinuria
Age
<3.5/>3.5
(years) g/24 h
Patients on
haemodialysis
due to MGN

58.0

7

1

Patients with a
renal transplant
(end-stage
renal
disease due
to MGN)

52.4

6 (5/1 patients)

2
8 (5/3
(0/2 patients) patients)

3

1

Children with MGN 8.3

8

4

aThe number of patients with proteinuria <3.5 g/24 h or >3.5 g/24 h is
shown in ital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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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Patients 4 and 5, however, RTX did not affect
PLA 2R-AB levels but they rather increased over
the observation period. In both patients, only IgG4
PLA2R-AB were detectable and the level of IgG4antibodies did not decrease after RTX treatment. In
both patients, proteinuria remained high. Neither
proteinuria nor PLA2R-AB decreased after a second
dose of RTX.

treatment prior to PLA2R-AB measurement, no data
on the immunosuppressive therapy of five other
patients), the rather low incidence of PLA2R-ABpositive patients with primary MGN may be due to
the immunosuppressive treatment. Beck et al. [3]
describe that 19 of 31 patients (61.3%, no data on
the immunosuppressive therapy of six patients)
received an immunosuppressive treatment at or prior
to the date of serum collection without specifying
how many of those patients were actually on
immunosuppressive treatment at the time of serum
collection. This may be of importance because
PLA2R-AB can reappear after immunosuppressive
treatment as it was the case of Patient 3 in our study

six months after treatment with RTX.
Another possibility why we found a lower
percentage of patients who were PLA 2 R-AB
positive may depend on the sensitivity of our test
compared to the western blotting done by Beck
et al. [3]. However, recently published data from
Ronco et al. did not support this possibility [6].
The authors report concordant results of PLA2RAB in all 42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biopsyproven membranous nephropathy without features
of secondary disease with both methods, western
blotting under non-reducing conditions, using
glycoproteins extracted from normal human

a
Table 4. All 17 patients with membranous glomerulonephritis of a secondary cause were negative for PLA2R-antibodies

19

1

Negative

treatment, the levels of all antibodies decreased
and they were no longer detectable. In Patient 3,
where PLA2R-AB reappeared after 6 months, IgG1
PLA2R-AB were the first which became detectable,
followed by IgG4 PLA2R-AB. After the second RTX
treatment, no PLA2R-AB could be detected.

In this study, we describe an immunofluorescence
test, which has a high specificity for the detection of
PLA2RAB in serum of patients with biopsy-proven
primary MGN. We analysed the PLA2R-AB status in
the largest patient cohort published to date. In total,
sera from 360 patients and healthy blood donors
were examined.
Of the 100 patients with biopsy-proven MGN
classified as ‘primary disease’, 52 were positive for
PLA 2R-AB. Compared with the results obtained
by Beck et al. [3] who showed, using western blot
analysis, that 26 of their 37 patients (70%) were
positive for PLA2R-AB, the number of patients in
our study who showed positivity was 20% lower.
This difference may have several reasons. As we
have observed in the follow-up of the PLA2R-AB
positive patients with MGN who received RTX,
antibody titres can become undetectable (Figure 3).
Similarly, in their original publication Beck et al. [3]
reported a patient who became PLA2R-AB negative
following the treatment with cyclophosphamide and
steroids. Since a large number of our patients with
MGN were on diverse immunosuppressive agents
at the time of serum collection (47 of 90 patients;
52.2%, five further patients had immunosuppressive

Secondary forms of membranous
glomerulonephritis

IS-treatment

Proteinuria

Age (years)

yes

no

<3.5 g/24 h

>3.5 g/24 h

Number of patients

PLA2Rantibody level

Lupus type V

38.8

1

5

2

4

6

0

Malignoma

59

1

2

1

2

3

0

Amyloidosis

54.5

1

1

0

2

2

0

Hepatitis C

54

0

1

0

1

1

0

NSAID

59

0

1

0

1

1

0

Phospholipid syndrome

55

0

1

1

0

1

0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

45

1

0

1

0

1

0

0

0

1

1

0

0

1

1

0

Sarkoidosis

53

1

Chlamydia infection

59

0

a

1

Some of these patients were on immunosuppressive (IS) treatments at the time of measurement. NSAID, Nonsteroidal anti-inﬂammatory drugs.

glomeruli and our immunofluorescence assay.
The final conclusion about the appearance of PLA2RAB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MGN will,
however, only be possible by a prospective study
in a large cohort of patients, which considers the
degree of proteinuria, immunosuppressive treatment
and time of observation and includes repetitive
measurements of PLA2R-AB levels.
An important discrimination, which our test allows
i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what is still called
‘primary’ and ‘secondary’ MGN. None of the
sera from the 17 patients with secondary MGN

were PLA2R-AB positive. Most of these patients
had no immunosuppressive therapy but had high
proteinuria, which suggests that the negative PLA2RAB status is not due to immunosuppressive therapy.
The high specificity of the test for primary MGN is
also demonstrated by the finding that none of the
sera from patients with biopsy-proven glomerular
injuries other than MGN and blood donors had
PLA2R-AB. This makes our test very specific for
patients with MGN. It remains, however, an open
question whether patients, who are negative for
PLA2R-AB and have a biopsy-proven MGN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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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in fact primary MGN. It has been shown that
MGN can appear as paraneoplastic syndrome up to
2 years before a cause, mostly a carcinoma, can be
detected [7]. Thus, it may be possible that a number
of patients who by a single measurement of PLA2RAB are currently classified as primary MGN might
have a secondary form of the disease. This, again,
can only be proven by long-term follow-up studies
of patients who have biopsy-proven MGN and
are PLA2R-AB negative. Thus, serial testing over
time could change our defini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MGN in a fair number of patients.
In order to study whether our test system is
applicable and useful in the clinical monitoring
of MGN patients with detectable PLA 2 R-AB,
we prospectively analysed PLA 2R-AB levels in
five patients for up to 18 months. The decision to
treat these patients with RTX was based on earlier
observations that RTX may have the potential
to be effective in patients with MGN, who are
resistant or dependent on other immunosuppressive
agents [8]. Since our patients had already received
immunosuppressive therapies for months or even
years with side effects or no success, we chose to
treat them with a rather low dose of RTX in order to

avoid further side effects [5]. The fall in PLA2R-AB
levels in Patients 1 and 2 appeared within weeks. It
is unclear how RTX reduces antibody levels rather
rapidly without having effects on plasma cells [9].
A recent study in a genetically modified mouse
model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showed that RTX
can reduce the formation of pathogenetic antibodies
by depletion of plasmablasts [10], suggesting that
CD20-positive plasmablasts could be responsible
for pathogenetic antibody levels and that RTX
reduces these cells and may thus affect antibody
formation. The effect of RTX on PLA2R-AB levels
confirms observations by Beck et al. [11] and our
own findings in a patient with MGN following renal
transplantation [4] and suggests that RTX treatment
can reduce PLA2R-AB in some patients.
The reduction of antibody levels in Patients 1 and
2, followed by reduction of proteinuria after several
months confirms the model which has recently been
suggested [12] and is probably explained by the time
which is necessary to repair the glomerular filtration
barrier after antibody binding to the podocytes
is reduced or stopped. Our patients did not reach
complete remission. This may either depend on the
fact that we could not remove antibodies completely

Table 5. All 90 patients with glomerulonephritis other than MGN were negative for PLA2R antibodiesa
IS treatment

Proteinuria

yes

no

60.6

2

lgA nephropathy

43.4

Minimal change disease

<3.5 g/24 h

Number of
patients
>3.5 g/24 h on dialysis

Number
of patients

PLA2Rantibody
level

23

0

25

7

25

0

1

22

2

21

1

23

0

43.5

15

2

10

7

0

17

0

Focal segmental glomerulosclerosis

38.6

3

5

3

5

0

8

0

Lupus nephritis (non-type V)

36.3

4

2

1

5

1

6

0

GBM nephritis

18

0

1

0

1

0

1

0

Schoenlein Henoch purpura

61

1

0

0

1

0

1

0

Alport syndrome

not known 0

1

0

1

0

1

0

MPGN

35.7

2

1

1

2

0

3

0

Chronic renal injury of unknown cause 61.3

1

2

1

2

0

3

0

Cryoglobulinaemia

2

0

0

2

0

2

0

Non-membranous
glomerulonephritis

Age
(years)

ANCA associated

69

aTwenty-eight of these patients were on immunosuppressive (IS) treatments at the time of measurement. ANCA, Anti-neutrophil GBM nephritis, Anti-

Table 6. Patients’ characteristics and treatment up to RTX-therapya
Patient 1: 55-yearold male

Patient 2: 54-yearold male

Patient 3: 66-yearold male

Patient 4: 51-yearold male

Patient 5: 55-yearold male

Time from ﬁrst diagnosis
of membranous
12 years
glomerulonephritis
to RTX treatment

1 year

2 years

10 years and
8 months

2 years and 4 months

Time from last renal
biopsy to RTX treatment
8 years and 8
(stage of membranous
months
glomerulonephritis
(Stage I–IV)
based on electron
microscopy)

1 year
(Stage II)

2 years (Stage II)

1 month (Stage II–IV)

2 years and 4 months
(Stage II–IV)

Immunosuppressive
therapy prior to
RTX treatment

Cyclosporine
A: 2 years;
Prednisone:
1 year and
4 months

Cyclophosphamide:
6 months;
Prednisone
6 months

Cyclophosphamide:
Cyclophosphamide:
1 year; MMF: 3 months;
2 years and 3 months;
Prednisone: 2 years
Prednisone: 7 months
RTX once

Cyclosporine A:
6 months;
MMF:
6 months Prednisone

Time prior to RTX
treatment, in which
the patient had
a nephrotic scale
proteinuria

1 year and 4 months,
of those 4 months
on therapy with
Cyclosporine A
and Prednisone

1 year, of those
6 months on
therapy with
Cyclophosphamide
and Prednisone

2 years, continously
on therapy with
prednisone, 1 year
therapy with
Cyclophosphamide
and 3 months on MMF

2 years and 4 months
despite treatment
with Cyclosporine A,
MMF and Prednisone

2 years and 2 months

aMMF, mycophenolate mofetil.

in all patients since we used a rather low dose of
RTX or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se patients with
their longstanding disease courses have developed
irreversible structural defects of their glomerular
filtration barrier. In Patient 3, the reappearance of
the PLA2R-AB level was associated with a marked
increase in proteinuria. This supports the concept
that antibody levels ar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 or
appearance of proteinuria [4, 11].
Despite a negative finding, the fact that Patients
4 and 5 did not show a decrease in PLA 2 RAB levels following RTX, associated with
unchanged proteinuria, suggests that PLA 2R-AB
are pathogenetic [3] and may predict success or
failure of an immunosuppressive therapy. This is
also supported by the fact that the reappearance of
an antibody titre (Patient 3) wa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 in proteinuria.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PLA2R-AB levels may serve as a marker to decide
on the necessity of immunosuppressive therapy as

well as its intensity and may prove to be helpful
in monitoring these patients during therapy. The
changes in antibody levels over time following RTX
gave us more confidence in the clinical judgement
of a successful or an unsuccessful treatment even
in single patients. Without any debate, PLA2R-AB
levels and their relation to proteinuria, renal function
and a potentially necessary immunosuppressive
therapy and the monitoring of therapy have to be
studied in larger cohorts of patients in prospective
protocols. We believe, however, that the test, which
we applied and the information which we obtained
from our patients may stimulate physicians to
include their patients in prospective protocols which
will definitely help to treat patients with primary
MGN better.

glomerular-basement-membrane-antibody disease; MPGN, membranoproliferative glomerulonephr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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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BlotMaster II 欧蒙第二代免疫印迹仪
文 | 黄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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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蒙新一代的自动化免疫印迹仪 EUROBlotMaster II 已正式获得 CFDA 注册证，注册文号为浙食
药监械 ( 准 ) 字 2013 第 2400674 号，这款产品在临床免疫印迹检测自动化方面进行多方面的技术升
级与产品应用更新，更加适应于临床自免、过敏原、常见传染病等免疫印迹检测项目自动化操作的
开展，代表着目前行业内最先进的产品应用。
EBM II 实现从膜条预处理、加试剂、温育及清洗过程的自动化标准化操作，其主要特点有：

• 高通量，支持级联操作
单台最多可加载 50 个膜条，级联后最多支持 250T 同时检测，满足各种级别客户需求 ;

• 高安全性
•

内部 6000T 的血清测试，保证检测结果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高精确度

•

稳定的移液技术及特殊的吸液处理等，保证整体的操作精确度至少提高一倍；
进一步降低交叉污染

•

吸液技术的独特设计，进一步降低血清间携带污染率；
自动化程度最高
集成自动清洗及自动维护程序，一键操作，更多细节需求设计，操作更方便快捷。

产品主要性能描述
最多预设检测项目数
杂项整合功能
断电保护功能
跳步功能
处理样本数
级联功能
分液通道
分配体积
分配精度
摇床模式
试剂泵
废液泵
加样头
试剂回流功能
试剂瓶设计
试剂槽
液体处理方式
漏液保护
结果判读

30

20
支持，内部预设杂项整合程序
有，自动记忆上次运行步骤，通电启动后可继续未完成的实验操作。
有，可在仪器运行过程中暂停，随意跳转到任一操作步骤
1-50 膜条，级联功能最多支持同时操作 250 膜条
支持级联，最多支持 5 台仪器同时操作
6个
0.5-100ml，调节精度 0.1 ml
分液准确性 <±10%;
重复性偏差小于 5%
3 档速度可调
采用 6 个蠕动泵进行试剂分液 ,LED 工作指示灯设计
采用液泵形式排除废液，无需真空环境，交叉污染更低
废液吸取贴近液面吸液，不进入液面内，交叉污染更低，不挂滴
有，可自动实现试剂回流
每个试剂瓶有刻度设计，底物试剂瓶配套遮光筒
一次性使用温育槽，特殊温育槽设计 ( 过敏原检测的梯形温育槽 )
单通道处理，试剂槽倾斜设计：
加液—保证所有反应同时进行；
吸液—废液吸取更干净，极少的残留。
吸液残留量： <20ul
漏液保护通道，有溢液孔和溢流瓶设计
支持扫描仪成像，同时可配备全自动成像仪 EUROBlotCamera, 有注册证；
EURLineScan 软件，定量的结果判读，支持过敏原检测国际通用的 EAST
规则，一次性最多分析 50 份样本 ;

EUROLabLiquidHandler 欧蒙样本前处理平台
——多方法学移液整合高效解决方案
文 | 黄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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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推出同时支持三种方法学的样本前处理平台，支持 ELISA/Blot/IIFT 三种方法学的样本前处理自
动化操作，满足现代实验室高通量、高精度液体处理的需求。

其主要特点有：
1) 模块式设计，满足不同通量客户的需求：

2)

灵活的通量：15、30、45 轨道式设计 ; 移液针自由组合：10 根针灵活组合，例如 ELISA-8 根针，
欧蒙荧光试剂 -10 根针
支持多方法学的移液操作：支持 ELISA/Blot/IIFT 三种方法学，对应不同的试剂架设计，适用于

3)

欧蒙自身免疫性疾病、 感染性疾病、变态反应性测试等。
全单元信息识别：全面的安全保障，通过条形码自动识别几乎所有参与移液的单元：样本管 / 试
剂 / 载架 / 稀释板 ...

抗磷脂酶 A 2 受体抗体检测试剂
——特发性膜性肾病特异性诊断指标
文 | 王松

疾病简介

IIFT 模块：

原发性膜性肾小球肾炎（MGN ，pMGN）也被称为特发性膜性肾
病（IMN），是最常见的以肾病综合征为特点的肾脏疾病，可见于所有
的种族和性别，更易出现在 40 岁以上的男性患者，怀疑患 IMN 的年轻
女性，应考虑其是否患有狼疮肾炎。国内 IMN 发病率约占原发性肾小
球疾病的 9.9% ～ 13.5%，居 IgA 肾病、系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之后，
列第三位。随着蛋白尿的增加，IMN 患者的肾衰竭发病率及死亡率风险
也在不断升高，这种长期风险尤其与血栓和心血管并发症相关。

临床症状
• 约 80% 的 IMN 患者具有肾病综合征，有时胳膊和眼皮出现严重水肿，体重减轻，排尿减少；
• 约 20% 的患者具有蛋白尿，但是无其他任何症状。尿沉渣检查常见脂肪粒，滴或管；
• 约 50% IMN 患者具有显微镜血尿，蛋白尿与糖尿；
• 约 70% 患者在发病初期血压与肾功能正常。

ELISA 模块：

Blot 模块：

发病机制
2009 年首次描述了 IMN 的自身免疫机制，其实是自身抗体与磷脂酶 A2 受体（PLA2R，跨膜糖
蛋白）反应的结果。PLA2R 是在人肾小球足细胞表面表达他们参与调节细胞中磷脂酶的结合过程。
目前 PLA2R 主要分为两型（M 型与 N 型），已经确认 M 型 PLA2R 是自身抗体的主要靶抗原。抗原 /
抗体复合物沉积在肾小球基底膜上，引起补体激活，导致胶原 IV 和层粘连蛋白的过量产生。由于细
胞骨架的破坏和基底膜的加宽，造成足细胞损伤，破坏了肾小球滤过屏障，导致蛋白进入原尿，随
后出现蛋白尿。
IMN 的血清学诊断
IMN 的诊断主要通过肾脏穿刺，组织学检查或肾组织电镜检查。特点是肾小球基底膜表面的免
疫复合物沉积，组织学上通过基底膜变化进行分类，但是与疾病的严重性或疗效无关。IMN 血清学
诊断耗时少，同时对患者压力小。目前，间接免疫荧光（IIFT）是血清学诊断的唯一方法，该方法适
于抗 PLA2R 抗体的定性与定量分析。抗 PLA2R 的 IgG 型抗体具有很高的特异性，在 70-75% 的 IMN
患者中呈阳性。但是在健康献血员、狼疮患者或 IgA 肾炎患者中未发现该抗体。根据血清中抗体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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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升高、减少或消失等结果可评估临床情况（例如蛋白尿的严重程度）以及治疗措施是否成功。
IMN 患者在肾移植前检测抗 PLA2R 抗体，抗体滴度可反映移植后复发的风险，并指导移植后治疗方
案的改进。
欧蒙 IMN 血清学检测产品（IIFT）采用转染细胞作为基质检测抗 PLA2R 抗体（IgG），该检测
体系的诊断灵敏度达到 52%；特异性为 100%。具体数据如下：
表 1：总计 360 位患者检测抗 PLA2R 抗体，只有原发性 MGN 患者检出阳性

全自动配合 EUROLINE 技术在过敏原体外检测中的应用
文 | 蔡熙

检测抗 PLA2R 抗体的患者数
阴性

阳性

合计

原发性 MGN*

48

52

100

继发性 MGN*

17

0

17

非膜性肾小球肾炎 *

90

0

90

健康人 *

153

0

153

*：在每项对比中 P<0.0001
数据来源：Elion H et al. An immunofluorescence test for PLA2R antibodies and its clinical use
fulness in patients with membranous glomerulonephritis. Nephrol Dial Transplant (2011) 0:1-7

PLA2R- 转染细胞

未转染细胞

抗磷脂酶 A2 受体抗体检测试剂盒
订货号

靶抗原

基质

规格
载片数 × 反应区

过敏原体外检测是检验科日常工作的重要项
目之一，由于过敏患者的日益增多，科室对全自
动化的要求也逐步提高。体外实验有多种检测方
法，常见的有酶联免疫法、荧光酶免法、免疫印
迹法等陆续用于过敏原体外诊断中。近年来，一
种准确、方便快捷、用血量少、经济实用的技术
产品——欧蒙免疫印迹技术（EUROLINE）产品
用于检测过敏原以来，受到了操作人员的普便欢
迎。
免疫印迹法是一种应用于对所提供的组织匀
浆或组织提取物样品进行特异性蛋白检测的分析
技术，是检测蛋白质特性、表达与分布最常用的
方法。但其难以实现标准化及规范化，无法满足
实验室高通量的检测要求。因此为适应临床诊断
的需求，新的印迹技术被不断探索和发展，线性
印迹技术应运而生。它包含生化特点的抗原，这
些抗原以均匀间隔的平行线方式覆盖在膜条上。
在膜条上，由于每种抗原都有其明确的位置，因
此它们比传统的免疫印迹法更容易判别。同时，
该技术囊括了大量特征性的抗原，适合于详细检
测多参数的抗体谱。欧蒙免疫印迹技术属于线性

名称 / 商品名

检测项目

特点

DP 3713-1601 E

10 项吸入，10 项食物、CCD 标记物、质控带（20 项）

中国常见的食物及吸入
过敏原

“小蒙星”

DP 3713-1601-5 E

9 项吸入，7 项食物、CCD 标记物、质控带（16 项）

儿童相对常见过敏原

吸入组合

DP 3116-1601-2 E

10 项吸入，CCD 标记物、质控带（10 项）

常见吸入过敏原

食物组合

DP 3414-1601-2 E

8 项食物、CCD 标记物、质控带（8 项）

常见食物过敏原

定制组合 1

DP 3713-1601-7 E

9 项吸入、3 项食物、CCD 标记物、质控带（12 项）

根据医院需求定制

吸入及食物组合

FA 1254-1003-50
FA 1254-1005-50
FA 1254-10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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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脂酶 A2 受体 (PLA2R)

转染细胞 10×03（030）10×05（050）
未转染细胞
10×10（100）

货号

免疫技术范畴，不同的是 EUROLINE 在每种抗
原包被点样时均选择最适合的载体膜，每种抗原
在位置设计上有着最优的物理距离以避免交叉反
应。特别是对于实验室在进行多种指标同时操作
及诊断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众所周知，过敏原的检测试剂中的抗原提纯
好坏是影响结果阳性率的关键之一，传统的方法
是天然抗原的提纯，然而过敏原中真正致敏的抗
原分子仅占到整个抗原的 5% 左右，这就使抗原
提纯技术的难度加大。欧蒙公司利用先进的抗原
重组技术，极大程度提高了有效过敏原抗原的纯
度。同时结合 EUROLINE 技术达到了抗原和载
体的完美结合，大大提高了检出特异性和灵敏度。
所有的抗原在包被后，均进行了批内、批间的性
能检测（第一次质量控制），EUROLINE 成品完
成后，再进行性能检测（第二次质量控制）。全
自动印迹操作仪适合所有的 EUROLINE 产品，
同一实验程序产品可同时检测。EUROLINEScan
软件方便操作，定量实验结果，保存实验数据。
所有这些特点极大程度满足了过敏性疾病同时对
单指标、多指标及交叉反应的检测的临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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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间接免疫荧光法（IIF）检测人类上皮（HEp-2）细胞是人们公认的检测抗核抗体（ANA）
的金标准。然而，在自动化和标准化方面该方法却无法与其他实验室诊断分析技术同步。尽管现在
市场上存在一些 IIF 孵育的自动化解决方案，但是 IIF 结果的自动判读仍处于初级阶段。因此 EUROPattern 全自动处理和判读系统被开发出来，用于标准化和高效的实现间接免疫荧光法 HEp-2 细胞
ANA 的全自动处理和判读。在该项研究中，我们对比了一共 351 份血清的传统肉眼判读结果以及全
自动核型判读结果。在结果阴阳性的鉴别方面，349 份血清的肉眼判读结果与自动化评价结果是一致
的（99.4%, kappa = 0.984）。该系统全部识别出 272 份自身抗体阳性标本，79 份肉眼判读为阴性的
样本中有 77 份被自动化判读系统识别出来（分析的敏感性 / 特异性：100%/97.5%）。此外，94.0%
的主核型被系统正确判读出来。EUROPattern 出色的性能特征使得 ANA 的分析更加快速、客观、经济，
为减小室内及室间的分析差异提供了可能性。
1. 引言
针对细胞核及细胞浆组分的自身抗体（ANA）的检测在许多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诊断方面起着重
要作用，例如系统性红斑狼疮、混合结缔组织病、风湿性关节炎、进行性系统性硬化症、皮肌炎 /
多肌炎、干燥综合征、慢性活动性自身免疫性肝炎。根据疾病及抗体类型的不同，ANA 的发生率在
20% 到 100% 之间 [1–4]。
使用间接免疫荧光法（IIF）检测人类上皮（HEp-2）细胞是 ANA 筛查的金标准 [5-7]。该基质拥
有大量可靠的自身抗原，可高度敏感地根据特征的荧光核型检出自身抗体的类别 [8] 及其滴度。另外，
我们推荐通过单一的免疫实验（如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或者免疫印迹）对阳性筛查结果以及
单一 ANA 的特异性进行确认，以支持临床诊断、疾病监测和预后评估。
这种两步法的模式受到了 ELISA 的自动化及简便、低成本、高通量、标准化的多种方法的挑战
[9, 10]。由于纯化或者重组抗原数量的限制，或者，当使用细胞核均浆基质，在固相包被过程中有关
的抗原表位可能发生改变或者丢失 [5, 6, 11–15]， 导致出现不准确的筛查结果（假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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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提到的，基于 HEp-2 细胞的 IIF 是 ANA 筛查方法。尽管已有一些 IIF 孵育的自动解决
方案要投放至市场，荧光片的结果仍然由实验室技术人员通过肉眼进行判读，这种方法耗时、主观、
容易出错，并且不同观察者之间差异性较大。随着 ANA 检测需求的增加，IIF 判读的自动化和标准
化需求也随之加强。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些基于自动化摄像显微镜以及数字图像分析软件的商业平
台出现 [16–22]。
在目前的研究中，我们评估了一套高通量自动处理 IIF 载片的全新系统（EUROPattern 自动判读
系统）, 用它来记录和分析 HEp-2 细胞的免疫荧光图片。我们通过与肉眼判读结果进行对比，着重在
阴 / 阳性结果的鉴别以及核型的判读方面，给出该套系统的性能判定。

2. 材料和方法
2.1. 人类血清。有两组血清用于检测。组 A 包含 200 支连续收集到参考实验室欧蒙（吕贝克，德国）
用于日常检测 ANA 项目的血清。根据经验这些血清绝大多数为复杂的混合核型，只有极少部分为阴性。
组 B 包含 151 支来自不同参考实验室的血清，包括 44 个系统性风湿性疾病患者的血清样本（10 个系
统性红斑狼疮，10 个系统性硬化症，16 个干燥综合征，8 个皮肌炎 / 多肌炎），12 个样本有特定的
ANA 或抗胞浆抗体，47 个样本来自疾病控制中心，48 个样本来自于健康献血者。所有样本使用盲法
分析。整个研究过程通过当地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2.2. 间接免疫荧光（IIF）实验。使用 IIF 检测 HEp-2 细胞（欧蒙，吕贝克，德国）。这些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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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被包被在盖玻片上，使用丙酮固定，然后切割成小方片（生物芯片），粘贴在显微镜载片上。
人工完成完整的制备过程：1:100 稀释血清样本，与 HEp-2 细胞基质一起室温孵育 30 分钟。PBS- 吐
温洗片，然后使用异硫氰酸荧光素和碘化丙啶标记的羊抗人 IgG 孵育 30 分钟，碘化丙啶用于特异性
标记抗体的对比染色（欧蒙）。二次清洗步骤完成后封片，镜下观察载片。
2.3. 抗核抗体结果判读。由全自动荧光显微镜（见下详述） 拍摄 IIF 载片所有反应区的聚焦图片。
然后使用两种方法对同一组荧光图片进行判读： (i) 使用 EUROPattern 软件（欧蒙）；(ii) 两位实验室
技术人员肉眼判读，这两位技术人员相互独立，并且均不知道软件判读结果。抗体滴度等于或者高
于 1:100 的血清判为阳性。可识别 HEp-2 细胞的下述核型：核均质型，核颗粒性，核仁型，核点型，
着丝点型，胞浆型和阴性。

EUROPattern 是计算机辅助的诊断系统，所有的自动检测结果可由实验室工作人员通过 EUROLabOffice 的图文界面（GUI）进行审核。为了提高实验室工作效率，所有阴性结果图片按照标准化
的荧光强度进行排序，在列表中显示。如果有必要，阴 / 阳性标本的临界值可以通过鼠标点击进行更改，
所有剩余的阴性样本同样可以一步审核完成。所有阳性结果可以按照患者逐一评估。对每一位患者，
EUROPattern GUI 显示其不同稀释度样本的荧光图片，和整合后的结果，结果包括系统自动判读的荧
光核型，判读的相应稀释度以及计算得出的可信度。使用界面显示的核型列表可以对系统自动生成
的报告进行进一步详细的编辑（图 2）。

图 2: EUROPattern 的图形用户界面。 对于每一位患者的样本，
EUROPattern 在一份报告上显示不同稀释度的图片，初判 / 追加
的结果，以及软件自动生成的结果 ( 核型 , 抗体滴度和计算得出
的可信度 ) 。软件自动生成的结果可以通过点击鼠标进行确认，

2.4. 全自动处理。EUROPattern 全自动判读系统（欧蒙）包含一个全自动 EUROPattern 显微镜，
实验室管理软件 EUROLabOffice 以及核型判读软件 EUROPattern。
这种特定的 EUROPattern 显微镜是为全自动 IIF 检测方法量身定制的。它是一款机动化的摄像显
微镜，可以自动摄取高分辨率的免疫荧光图片。EUROPattern 显微镜包含一个最大检测通量为 500 个
反应区的载片盒，以及一个进行载片确认的二维码扫描器。受控的 LED 取代传统照明装置用于激发
光源，保持恒定的光通量（> 50000 小时），确保结果的高度可重复性 ( 图 1)。
EUROLabOffice 通过与中心实验室信息系统（LIS）交换数据，自动生成实验方案，与其它实验
室设备（如：稀释 / 孵育系统）互连，与 EUROPattern 连接来归档和自动荧光判读。该软件整合从
IIF 及其他分析仪器（ELISA，免疫印迹和放射免疫沉淀实验）得来的全部实验结果，针对每位患者
给出一份完整的报告，并且提供一个确认过程。
EUROPattern 是一个快速全面的 IIF 核型判读系统，可提供客观的实验结果。 作为封闭系统，
EUROPattern 要求使用特定的 HEp-2 或者 HEp-20-10 细胞作为基质的试剂盒（欧蒙），该试剂盒有用
于复染的特殊的抗人 IgG 结合物。该软件辨识细胞，校准图片，将图片进行阴 / 阳性分类；对于阳性
标本，该软件提取 179 个特征进行核型识别。识别方法基于 k- 近邻算法，一个超过 5000 张图片 ( 引
用 115000 细胞 ) 的参考数据库和整合同一细胞所有滴度结果的规则库。单一核型及混合核型均可被
识别。如果一个样本做了多个稀释度，EUROPattern 可以整合不同稀释度的图片结果至一个患者报告
中，该报告包含荧光核型和判读的抗体滴度。

(a)

(b)

2.5. 统计。 荧光核型的肉眼与系统自动判读的评价一致性通过符合百分比和 κ 系数来表示。.
根据 Altman [23], (κ) 值解释为：≤ 0.20 差 , 0.21–0.40 较差，0.41–0.60 中，0.61–0.80 好，0.81–1.00
非常好。
使用 GraphPad QuickCalcs 软件 (GraphPad Software Inc., La Jolla, CA,USA) 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阴 / 阳性分类。有效使用 ANA 自动检测系统的前提是可靠地辨识出阴性样本。因此我们评
估了 EUROPattern 鉴别阴阳性样本的能力。

(a)

(b)

(c)

(d)

(e)

(f)

(c)

图 1: 自动摄取高分辨率的免疫荧光图片的 EUROPattern 显微镜。(a) 机动化的显微镜，包括摄像头，控制 LED，显微镜控制装
置，选配目镜 , (b) 二维码扫描器，(c) 载片盒。显微镜载物台和载片盒被金属外壳包围，防止阳光射入造成载片基质的荧光淬灭。
EUROPattern 全自动判读系统包括显微镜，实验室管理软件 (EUROLabOffice) 以及全自动核型判读软件 (EURO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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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必要时利用核型列表修正核型和滴度结果。

图 3: HEp-2 细胞抗核抗体和抗胞浆抗体典型的间接免疫荧光核型：(a) 核均质型， (b) 核颗粒型， (c) 核仁型， (d) 着丝点型， (e)
核点型， (f) 胞浆颗粒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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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有 40 台 EUROPattern 显微镜装配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实验室中，这些实验室均反映肉眼判读
IIF 荧光图片存在着主观性，所以我们保留了荧光强度临界值的自由配置的功能。该项分类设置是优
化进程的一部分，可供免疫学实验室自由设置敏感性与特异性的关系。为了实现标准化，EUROPattern 有一个推荐的分类评价的基础设置。
经过肉眼及自动判读，在送往参考实验室进行常规 ANA 检测的 200 个血清（组 A）中有 193 个
血清诊断为抗体阳性，7 个肉眼判读为阴性，6 个 EUROPattern 判读为阴性，1 个样本系统识别为胞
浆型阳性。
经过肉眼及自动判读，从风湿病患者和控制中心收集得到的 151 份血清（组 B）中，有 79 份血
清为阳性，71 份血清为阴性。一份血清结果判读有差异，肉眼判定为阴性，EUROPattern 判读为弱
阳性（低概率）。
综合 351 份样本的检测结果，肉眼观察和仪器自动判读的阴阳性鉴别的一致性达到 99.4% (κ =
0.984)。EUROPattern 分析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100% 和 97.5%，阳性和阴性结果的预测值分别
为 99.3% 和 100% ( 表 1)。
3.2. 核型判读 在日常使用 EUROPattern 时，实验室工作人员在一键审核所有阴性样本后，剩余
的阳性样本必须逐一审核。EUROPattern 可以识别核均质型，核颗粒性，核仁型，核点型，着丝点型，
胞浆型和阴性荧光核型 ( 图 3)。
组 A 中有 49.0% 的样本（47.7% 的阳性样本）被完全正确地识别所有的荧光核型（包括混合核型）。
有 93.0% 的样本 (93.3% 的阳性样本 ) 至少主核型识别正确。
对于组 B，有 74.2% 的样本（51.9% 的阳性样本）能够完全正确地判读出核型（包括混合核型），
有 96.7% 的样本（94.9% 的阳性样本）至少正确判读出主核型。
表 1: 肉眼判读与软件判读阴阳性结果的比对
肉眼判读
组 B (n=151)

组 A (n=200)
阳性
EUROPattern
193
阳性
0
阴性
一致性
K值
敏感性
特异性
PPV
NPV
K: K 值指示评价间的一致性，

总和 (n=351)

阴性

阳性

阴性

阳性

阴性

1
6

79
0

1
71

272
0

2
77

99.5%
99.3%
0.921
0.987
100%
100%
85.7%
98.6%
99.5%
98.8%
100%
100%
PPV: 阳性预测值， NPV: 阴性预测值

99.4%
0.984
100%
97.5%
99.3%
100%

表 2: EUROPattern 主核型识别
EUROPattern 性能
ANA 主核型
核均质型
核颗粒型
核仁型
着丝点型
核点型
胞浆型
阴性
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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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A (n=200)
样本数
核型识别
24
20 (83.3%)
94
90 (95.7%)
18
17 (94.4%)
3
3 (100%)
1
1 (100%)
53
49 (92.5%)
7
6 (85.7%)
200
186 (93.0%)

样本数
9
36
27
1
1
5
72
151

组 B (n=151)
核型识别
7 (77.8%)
33 (91.7%)
26 (96.3%)
1 (100%)
1 (100%)
5 (100%)
71 (98.6%)
144 (95.4%)

总和 (n=351)
样本数
核型识别
33
27 (81.8%)
130
123 (94.6%)
45
43 (95.6%)
4
4 (100%)
2
2 (100%)
58
54 (93.1%)
79
77 (97.5%)
351
330 (94.0%)

综合评价 351 份样本，有 59.8% 的样本（48.9% 的阳性样本）能够完全正确地判读出核型（包
括混合核型）。自动判读软件主核型的识别率为 94.0%，核型不同，其识别率也不同，识别率顺序：
着丝点型， 核点型 (100%) > 阴性 (97.5%) > 核仁型 (95.6%) > 核颗粒型 (94.6%) > 胞浆型 (93.1%) > 核
均质型 (81.8%)。351 份血清中有 21 份 (6.0%) 主核型未被成功识别 ( 表 2)。

4. 讨论
IIF 的自动化处理和判读是该方法学标准化的重要步骤。由于方法学的限制（例如，显微镜的类别，
灯泡的使用时间，试剂盒以及孵育方法和设备）和图像判读的主观性（实验室人员的专业知识及经验
等），室内和室间荧光判读存在着差异性，荧光图片判读的标准化变得十分重要。IIF 自动化判读系
统有助于减少差错，为 ANA 检测的标准化铺平道路 [16, 21]。
在该研究中，我们通过将 351 份样本的传统肉眼判读的结果与 EUROPattern 自动判读的结果对
比发现，272 个阳性标本全部被软件自动识别出，79 份阴性样本中有 77 份被正确判读。EUROPattern
与肉眼判读结果的一致性达 99.4%，可以提供高度可信的 IIF 阴 / 阳性鉴别结果。 351 份样本中有 210
份 EUROPattern 做出了完全正确的判读，另有 120 份样本给出了有意义的正确判读（判出主核型），
主核型识别率为 94.0% 。最低识别率的核型为核均质型 (81.8%)，其他核型的识别率在 93.1 到 100%
之间。这可能是由于很多研究者习惯将致密颗粒型判读为核均质型，但是自动判读系统将其归类为核
颗粒型。此外，当有核颗粒型和胞浆颗粒型等荧光核型同时存在时，荧光核型相互叠加影响软件对均
质型的自动判读。
由于样本选取的随机性，无意中造成该研究中着丝点型和核点型血清研究数据的不足。但是在
初期研究中，我们选取了 23 份 HEp-2 细胞肉眼判读为抗着丝点核型的样本与 32 份核点型样本对
EUROPattern 系统进行评估，结果分别为 19/23 和 26/32，对应识别率为 82.6%（抗着丝点）和 81.3%（抗
核点）。其中有 10 份样本评估结果有所差异，这 10 份样本均存在其他荧光核型，如强的胞浆颗粒荧光，
对软件的自动判读造成干扰。
IIF ANA 检测时混合核型的判读是一个关键点，因为主要的自身抗体（或者非特异性的抗
体）可能掩盖住其他有诊断意义的自身抗体，或者使得核型判读复杂化。AKLIDES 系统的相关报
道 [17, 21] 也指出，鉴别两个或者多个自身抗体核型非常困难，难度取决于它们的数量，靶抗原和滴
度。这也侧面反映出，EUROPattern 完全正确识别荧光核型（包括混合核型）的 74.2% 的识别率（组
B），虽然看起来不高，但是考虑到系统的复杂性，这已经是相当高的比率了。如果要进一步提高
EUROPattern 或者其他自动化系统的性能（如敏感性）[18]，当前必须被攻克的缺陷在于鉴别混合核
型和对一些特殊抗体的识别 [17,18, 21]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需要进一步开发软件以实现更多样的有
诊断意义的细胞或组织的荧光核型的鉴别。我们推荐一个样本做不同的稀释度（至少两个稀释度）以
帮助判读混合核型。此外，EUROPattern 最后还设计了一个小步骤供实验者审核、修改或者进一步编
辑核型信息（如果需要的话）。基于这个设计，该自动化系统的性能可以发挥至 100%, 提供高效、快速、
标准化的 IIF ANA 检测和判读。因此，EUROPattern 可作为传统肉眼判读方法的强有力的替代品。
该研究的结果是基于人工完成实验的前处理。但是我们已将 EUROPattern 分类软件整合至实验
室管理系统 EUROLabOffice，因此可以通过 EUROLabOffice 将已有的全自动孵育系统无缝整合至 IIF
工作流。
该研究所用的 351 份样本 EUROPattern 均拍摄得到了高分辨率的图片，这是图像处理和计算机
辅助诊断的先决条件。复染色不仅可以帮助细胞核和分裂期细胞的寻找和识别，还可以避免可能出现
的对焦失败造成的假阴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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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样本量的大型实验室倾向于使用两步法进行 IIF 诊断。首先进行特定稀释度样本（如 1 : 80 或
者 1 : 100）阴 / 阳性的初筛，然后对阳性样本进行进一步稀释。EUROPattern 整合该患者所有稀释度
的结果生成一份最终报告，该报告上显示所有的 IIF 图片。阴性结果的批量审核大大缩短了分析步骤。
考虑到经济因素的制约和临床对 ANA 检测日益增长的需求，该自动化系统有着独特的载片装载
能力（500 个反应区）和高通量（100 个反应区大约 45 分钟，取决于客户特定的设置），保证大量
样本的快速处理，也可以过夜运行。载片盒与显微镜载物台全部由金属盒包围，可有效避免基质的
荧光发生淬灭，显微镜也不必置于暗室中。整个显微镜的操作过程，图片的拍摄，整理，分析，归
档均由系统自动完成。EUROPattern 可以识别绝大部分的主要的 ANA 荧光核型，包括混合核型，并
且计算得出所有核型对应的滴度。实验室专家可以在电脑上完成结果的最终审核，也可以通过一个
显微镜控制装置再次进入系统，读取需要查看的反应区。EUROPattern 全自动判读系统是一个不断发
展系统，仍在致力于更多样荧光核型判读的实现，以及开发其他可帮助提高工作进程，系统性能和
准确性的方法。
显然，其他自身抗体相关疾病的血清学诊断也可得益于自动化 IIF 评估方法的实现。为了实现这
个功能，该系统也将会应用于其他抗原基质，例如中性粒细胞，以帮助韦格纳肉芽肿，显微型多血
管炎和变应性肉芽肿 [24] 的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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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 L. Meroni and P. H. Schur, “ANA screening: an old test with new recommendations,” Annals of the Rheumatic Diseases, vol. 69, no. 8, pp. 1420–
1422, 2010.

[7] D. Almeida Gonzalez, A. Cabrera de Leon, C. del Cristo Rodriguez Perez, B. Brito Diaz et al., “Efficiency of different strategies to detect
autoantibodies to extractable nuclear antigens,” Journal of Immunological Methods, vol. 360, no. 12, pp. 89–95, 2010.
[8] A. S. Wiik, M. Høier-Madsen, J. Forslid, P. Charles, and J. Meyrowitsch, “Antinuclear antibodies: a contemporary nomenclature using HEp-2 cells,”
Journal of Autoimmunity, vol. 35, no. 3, pp. 276–290, 2010.
[9] S. R. Binder, “Autoantibody detection using multiplex technologies,” Lupus, vol. 15, no. 7, pp. 412–421, 2006.
[10] J. G. Hanly, L. Su, V. Farewell, and M. J. Fritzler, “Comparison between multiplex assays for autoantibody detection in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Journal of Immunological Methods, vol. 358, no. 1-2, pp. 75–80, 2010.
[11] E. Bonilla, L. Francis, F. Allam et al., “Immunofluorescence microscopy is superior to fluorescent beads for detection of antinuclear antibody
reactivity in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patients,” Clinical Immunology, vol. 124, no. 1, pp. 18–21, 2007.
[12] A. P. Nifli, G. Notas, M. Mamoulaki et al., “Comparison of a multiplex, bead-based fluorescent assay and immunofluorescence methods for the
detection of ANA and ANCA autoantibodies in human serum,” Journal of Immunological Methods, vol. 311, no. 1-2, pp. 189–197, 2006.
[13] E. Ulvestad,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and clinical utility of a hybrid ELISA for detection of ANA,” Acta Pathologica, Microbiologica et
Immunologica Scandinavica, vol. 109, no. 3, pp. 217–222, 2001.
[14] P. M. Bayer, S. Bauerfeind, J. Bienvenu et al., “Multicenter evaluation study on a new HEP2 ANA screening enzyme immune assay,” Journal of
Autoimmunity, vol. 13, no. 1, pp. 89–93, 1999.
[15] O. Shovman, B. Gilburd, O. Barzilai et al., “Evaluation of the BioPlex 2200 ANA screen. Analysis of 510 healthy subjects: incidence of natural/
predictive autoantibodies,”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1050, pp. 380–388, 2005.
[16] R. Tozzoli, N. Bizzaro, E. Tonutti et al., “Guidelines for the laboratory use of autoantibody tests in the diagnosis and monitoring of autoimmune
rheumatic diseases,”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Pathology, vol. 117, no. 2, pp. 316–324, 2002.
[17] K. Egerer, D. Roggenbuck, R. Hiemann et al., “Automated evaluation of autoantibodies on human epithelial-2 cells as an approach to standardize
cellbased immunofluorescence tests,” Arthritis Research and Therapy, vol. 12, no. 2, article no. R40, pp. 1–9, 2010.
[18] S. Kivity, B. Gilburd, N. Gmon-Levin, M. G. Carrasco et al., “A novel automated 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autoantibody evaluation,” Clinical
Rheumatology, vol. 31, no. 3, pp. 503–509, 2012.

5. 结论
相比传统的肉眼判读间接免疫荧光图片 EUROPattern 是非常敏感的。它的可靠性是自动化检测
系统进行 ANA 初筛的基础。 同时 EUROPattern 也可以提供高效的阴性筛选和良好的核型判读性能，
剩余阳性样本的审核工作由有资质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在 EUROPattern 图形用户界面逐一完成。该自
动化判读方法较之肉眼判读可以大大节约时间，降低出错率，减少室内及室间 IIF 判读的差异性，帮
助临床实验室实现 IIF ANA 检测的标准化。

[19] A. Rigon, F. Buzzulini, P. Soda et al., “Novel opportunities in automated classification of antinuclear antibodies on HEp-2 cells,” Autoimmunity
Reviews, vol. 10, no. 10, pp. 647–652, 2011.
[20] A. Melegari, C. Bonaguri, A. Russo, B. Luisita et al.,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reliability of an automated system for the evaluation of cell-based
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Autoimmunity Reviews, vol. 11, no. 10, pp. 713–716, 2012.
[21] R. Hiemann, T. Büttner, T. Krieger, D. Roggenbuck, U. Sack, and K. Conrad, “Challenges of automated screening and differentiation of non-organ
specific autoantibodies on HEp-2 cells,” Autoimmunity Reviews, vol. 9, no. 1, pp. 17–22, 2009.
[22] C. E. Buchner, C. C. Bryant, P. A. Baker, R. A. Rosenblum et al., “Digital image analysis results show high reproducibility and agreement with human
interpretation on HEp-2 cells,” in Proceedings of the 10th Dresden Symposium on Autoantibodie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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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蒙中国 2013 年年中会议热烈召开
文 |陈楠

欧蒙公司首次亮相健康管理界
文 | 朱香玉

由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和湖北省健康管理学会共同主办的 2013 全国健康管理（体检）机构建设
与发展大会于 9 月 27 至 29 日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欧蒙医学诊断（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
蒙公司”）借此次会议首次亮相健康管理界，以铜牌赞助方式参加此会议。
欧蒙公司在活动上设立了 18 ㎡的特装展台，组织了 28 日午餐时段的卫星会——“血栓风险与
易栓症早期筛查研讨会”；并在会场背板、企业宣传展板与《论文汇编》中进行广告宣传。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加强学科建设，提高服务能力”。内容主要围绕健康管理（体检）机构的
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信息与标准、运营与服务能力四个方面展开，包括：《2013 中国健康管理行
业与机构发展报告》；公立综合性医院健康管理实践探索；健康体检机构质量控制与管理；医院“治
未病”中心的构建与实践；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展健康管理的实践探索；健康管理机构复合型人才
的培养与实施；抗衰老与功能医学发展现况与展望；健康管理适宜技术与产业发展；中国健康产业
投资趋向与挑战；健康管理信息服务平台构建与应用等。
大会还同时召开健康管理相关产业技术产品推介会，通过严谨、求实、科学的学术氛围来推动
全行业的共同发展，着力探索集成国内外先进的技术手段，促进健康管理适宜技术应用研究与进步。
国内外众多健康管理相关从业人员都参与其中，参会代表二千余名、参展企业近百家，为我国
健康管理机构打造了建设与发展、健康服务技术与产品交流展示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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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蒙中国 2013 年度年中会议于 2013 年 7 月 22 日在北京中奥马哥孛罗大酒店拉开帷幕，现场共
有 170 余名员工出席，欧蒙杭州的员工也通过远程会议系统同步参与到大会当中。本次年中会议从
22 日开始持续到 26 日结束，会议内容包括全员大会、President Coffee Chat、销售 QBR、员工年中拓
展活动等。
上午 9 点 30 分，年中会议以公司总裁王晶博士致辞正式开始。王总表示，希望欧蒙员工可以继
续秉承“高效工作 快乐生活”的公司理念。每个欧蒙员工都发挥主人翁的精神，在工作中通过和谐
的团队合作、积极主动的个人工作态度以及高质量的工作成果，实现公司和员工个人发展的双赢。
接下来的会议主要内容聚焦于两点：第一，总结半年来公司发展经营情况，交流经验；第二，
分享未来公司经营目标和战略调整计划。亚太区高级销售总监杨乐斌率领高级销售大区经理丁桂英、
马帝、李晓谦向全体员工介绍了 2013 年上半年公司的销售业绩。杨总监指出公司未来将优化销售团
队、完善各个环节，准备迎接欧蒙下半年的销售突破。公司产品非常有信心在下半年实现市场突破，
达到更好的业绩。丁桂英、李晓谦和马帝也分别介绍了销售北区、南区、东区的销售情况，对上半
年工作进行梳理，各负责人就工作现状做了认真的分析，也对未来工作做出了详细规划。
血清学诊断事业部高级经理卢洁、仪器自动化事业部副总监詹柯、参考实验室总监李文涵向大
家介绍了欧蒙三大事业部的产品研发和市场推广情况。同时运营部总监沈燕琴介绍了公司产品生产、
物流、质量控制方面上半年的工作情况。会议进行过程中，不时爆发出大家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这充分体现了欧蒙成员高涨的热情和信心。
在接下来的议程里，各部门进行了深入交流。除了会议沟通，26 日起，欧蒙北京和杭州的员工
还分别进行丰富的户外拓展活动，增进彼此之间的信任和情谊。
我们坚信在欧蒙这个大家庭里，大家再接再厉，一定会为欧蒙谱写出更辉煌的明天！让我们共
同期待年终会议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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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蒙杭州 户外拓展

欧蒙北京 户外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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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欧蒙·快乐成长”开放日活动成功举办
文 | 陈楠

8 月的欧蒙，主题为“携手欧蒙·快乐成长”的开放日活动如期在北京和杭州办公室举行，本次
活动邀请到了 53 名员工家属参加。
北京活动以“破冰”环节开始，气氛热闹非凡、笑声不断，尤其是可爱的小朋友们更是乐在其
中。公司总裁王晶博士特别出席了为家属和小朋友设立的欢迎仪式，王总热忱地欢迎了各位重要嘉
宾的到来，并用风趣的语言，声情并茂地向来宾介绍了欧蒙公司的历史。随后，小朋友们和来访家
属们参观了公司，并与员工进行了生动有趣的亲子游戏和体验活动。
半天的行程结束后，员工家属都亲身体验了自己家人在欧蒙公司的工作环境和劳动成果。这些
平均年龄只有六七岁的孩子们纷纷用自己的话诠释了对欧蒙的认识和对欧蒙产品的理解：
“在欧蒙工作的叔叔阿姨都是科学家！ 我知道，原来，欧蒙公司生产一种秘密武器，能帮助
医生找到让我们生病的大坏蛋！”
一位欧蒙家属在活动结束后这样说道：“看到孩子们这么开心，我们也被感染了！欧蒙公司
不愧为起源于欧洲的企业，工作环境舒适，注重人文关怀，尤其是大家庭的气氛让我们很放心！”
此次活动旨在为员工家属打造相互认识和相互了解的平台，邀请家属感受公司的历史和成长，
活动得到了员工和员工家属的积极参与和一致好评。
作为行业领军者，欧蒙公司在注重品牌专业性的同时也着力为员工打造温馨、舒适的工作氛围，
并期待员工与公司共同成长、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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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English

捐滴之水成海洋
——欧蒙爱心捐物活动圆满落幕

9 月 10 日，欧蒙北京办公室，欧蒙中国携手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举行的爱心捐赠活动圆
满完成，满载欧蒙人热情的物品顺利交付给中心相关活动负责人。
“捐滴之水成海洋！”一句简简单单的口号，一封朴实无华的倡议书，随之而来的是欧蒙人温
暖的回应。自 8 月初发布捐赠动员通知以来，各部门职员积极参与奉献爱心，在公司内部掀起全员
公益的热潮。衣服、棉被、书、文具、玩具等物品渐渐汇集在一起，这些衣物将通过低价义卖的方
式传递到打工者的手上。
这是公司首次尝试通过义卖进行捐赠，也是全体员工以实际行动奉行“奉献社会、和谐发展”
社会责任理念的表现。这种形式不仅帮助打工群体降低生活成本，还发展了移民社区的合作消费、
促进社区参与并支持打工群体的文化教育事业及其他相关公益活动。
欧蒙中国作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公民，一直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努力拓展奉献社会回
报社会的形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金秋时节播种下爱心的火种，欧蒙人期待着向社会传递爱
心与感动的火焰。日后，欧蒙会坚持捐赠活动，把帮助送到需要的人手上，为公益事业尽一份力！

益智游戏 - 数独
数独是一种填数字游戏，源自拉丁方块，
由十八世纪瑞士数学家欧拉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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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独的 9×9 个格子里，已有若干数字，其
它宫位留白，玩家需要自己按照逻辑推敲出剩
下的空格里是什么数字，使得每一行与每一列
都有 1 到 9 的数字，每个小九宫格里也有 1 到 9
的数字，并且一个数字在每个行列及每个小九
宫格里都只能出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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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romyelitis optica (NMO) is an inflammatory
demyelinating disease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 that preferentially affects the optic nerves
and spinal cord, and cause blindness, paralysis and
death. It was thought to be a variant of multiple
sclerosis (MS) until 2004, when serum antibodies
against a perivascular brain antigen were detected in
individuals with NMO, but not in patients with MS.
These antibodies, predominantly of IgG1 subtype,
were identified to target aquaporin 4 (AQP4), and
bind three-dimensional conformational epitopes on
the extracellular loops of AQP4, producing astrocyte
damage by complement-dependent cytotoxicity.
AQP4-specific autoantibodies are now widely used
to diagnose NMO and distinguish it from MS.

视神经脊髓炎（NMO）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
炎症性脱髓鞘疾病，主要累及视神经和脊髓，
可引起失明、瘫痪，甚至死亡。以前，NMO 被
认为是多发性硬化症（MS）的特殊类型，直到
2004 年，在 NMO 个体的血清中发现针对血管周
围脑抗原的抗体，但在 MS 患者中未检出此类抗
体。这些抗体以 IgG1 亚型为主，
靶抗原是水通道 -4
（AQP4），与 AQP4 细胞外环状结构的构象表
位结合，通过补体依赖性细胞毒性作用引起星型
胶质细胞的损伤。AQP4 特异性的自身抗体现在
已经广泛用于 NMO 的诊断，以及与 MS 的鉴别
诊断。

Inflammasomes are a group of protein complexes
that recognize a diverse set of inflammation-inducing
stimuli that include exogenous 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 (PAMPs) and endogenous damage-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 (DAMPs). Inflammasomes can also control the production of important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such as interleukin1β (IL-1β) and IL-18. The diverse functions of
these complexes in antimicrobial responses, as well
as in metabolic syndrome and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 started to be revealed. Importantly,
the mutations in components of inflammasome complexes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a propens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everal immune-mediated diseases
in humans.

炎症小体是一组蛋白质复合物，它能够识别包括
外源性的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MPs）和内源
性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在内的多种诱发
炎症反应的刺激。炎症小体也调节重要的促炎细
胞因子，如白介素 -1β 和白介素 -18 的产生。此
外，组成炎症小体的蛋白质复合物参与抵抗微生
物感染的应答反应，以及在代谢综合征和炎症性
肠病（IBD）等发病机制中的作用陆续被发现。
重要的是，编码炎症小体蛋白质的基因突变与人
类罹患的几种免疫介导疾病的易感性存在一定的
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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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lous pemphigoid (BP) is an auto-immune blistering disorder of the skin that usually affects the elderly. The disease is associated with tissue-bound and
circulating auto-antibodies (auto-ab) directed against
components of the epidermal basement membrane
zone. Clinically, BP is characterized by generalized
tense subepidermal blisters arising on apparently
normal or erythematous skin and occasionally involvement of mucous membranes.

大疱性类天疱疮 (BP)是一种自身免疫性大疱性
皮肤病，常见于老年人。该疾病与结合在组织上
或循环中出现的抗表皮基底膜成分的自身抗体相
关。大疱性类天疱疮的临床特征为在正常皮肤或
红斑基础上出现张力性表皮下水疱，偶见累及黏
膜。

Pemphigus vulgaris (PV) is an autoimmune disease
caused by antibodies directed against both desmoglein 1 and desmoglein 3 resulting in the loss of
cohesion between keratinocytes in the epidermis,
classified as a type II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 The
gold standard for diagnosis is a punch biopsy from
the area around the lesion that is examined by direct
immunofluorescent staining, showing acantholytic
cells.

寻常型天疱疮 (PV) 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由
针对桥粒芯糖蛋白 1 和桥粒芯糖蛋白 3 的抗体引
起，并导致出现表皮棘细胞松解，属于 II 型超敏
反应。诊断的金标准为钳取皮损周围组织活检，
进行直接免疫荧光检查发现棘层松解细胞。

创意改变生活
灭蚊器
为了带给大家一个清静的夏季夜晚，设计师特别设计了一款安全灭
蚊器。这款蚊子吸引器不同于以往的任何驱蚊产品，它不带任何
毒性，利用二氧化碳吸引蚊子，等蚊子进入猪笼草造型的捕捉器内，
以电流击之。

趣味十足的核桃夹
吃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过程也应该是享受的吧！德国设计师 Matthias Zschaler 设计的这款可爱木质机器人核桃夹会不会受到你的欢
迎呢？这样的设计为夹核桃的过程带来了独特的乐趣！

风暴眼：无刻度手表
Epidermolysis bullosa acquisita (EBA) is a chronic
autoimmune subepidermal blistering disease of the
skin and mucus membranes. Epidermolysis bullosa acquisita is characterized clinically by blisters,
scars, and milia primarily at the trauma-prone areas.
However, a subset of epidermolysis bullosa acquisita
patients has a generalized inflammatory skin blister
phenotype. Immunologically, epidermolysis bullosa
acquisita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presence of immunoglobulin G (IgG) autoantibodies (in most patients)
targeting the noncollagenous (NC1) domain of type
VII collagen, the major component of anchoring fibrils that connect the basement membrane to dermal
structures.

获得性大疱性表皮松解症 (EBA) 是一种慢性自
身免疫性表皮下水疱性皮肤黏膜疾病，其临床特
征为出现水疱、疤痕和粟丘疹，好发于易受压部
位。然而，一部分患者仅表现为泛发性炎症性的
皮肤大庖表型。从免疫学上来讲，获得性大疱性
表皮松解症的特征为（绝大多数患者）出现针对
VII 型胶原蛋白的 NC1 域的自身抗体免疫球蛋白
G（IgG），该结构为连接基底膜和真皮结构的锚
原纤维的主要组成。

由德国设计的无刻度“风暴眼”手表最近真正投入了生产。这款
手表利用 LED 技术点亮表的外圈，用光电来指示时间。不过这只
防水手表并非用于日常工作的手表，而是在晚间派对等特殊活动
中使用的。
大白鲨磨刀器
我们平时所见的磨刀器是不是都是那种像砖块一样的东西呢？这
款由创意工作室 Propaganda 设计的大白鲨磨刀器颠覆了传统磨刀
器的样子，放在厨房相信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吧！
无痛接种疫苗
设计师专为儿童设计了一款无痛接种疫苗。它提供了一个安全、
无痛的疫苗注射方式，仅在孩子皮肤上留下一个心形邮票。VACC
STAMP 侧面的按钮被按下时，会进行微针注射，不会引起疼痛。
在同一时间，抗炎和消毒剂混合物被加盖在皮肤上，以防止继发
性感染。

来源：非创意 (de1919.com)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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