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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检测受体破坏酶（%&’）对人血清及鸡血清中非特异性抑制素的清除作用。方法：常规制备正常人、鸡以及流

感病毒感染者的血清各 (# 份，应用血凝抑制试验，测定 %&’ 处理前后人及鸡血清抗体效价的变化。结果：(# 份正常鸡血

清在 %&’ 处理前后其抗体效价均 ) "#；(# 份正常人血清，处理前有 ! 份抗体效价是 *#，"* 份 "#，处理后 (# 份抗体效价均

) "#。(# 份感染者血清使用 %&’ 处理后抗体效价均有不同程度降低。结论：鸡血清中非特异性抑制素含量低，%&’ 处理与

否对其作用不大。而人血清中的非特异性抑制素会对实验结果造成影响。因此进行流感病毒血清抗体检测时特异性鸡抗血

清可不用 %&’ 处理，而人血清需 %&’ 处理，以确保实验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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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禽类及人血清中都存在非特异性血凝抑制

素，它们是游离在血清中类似 %RT 表面受体的唾

液酸残基。能与 %RT 表面受体一起竞争性地被病

毒表面的血凝素识别和结合［"］。在进行血凝抑制测

定前，需先将非特异性抑制素从待测血清中去除干

净，才能真实准确地检测出血清中抗体效价。受体

破坏酶（F3@3JADF E3;AFDK49: 39LKG3，%&’），是流感监

测、血清学诊断和血清流行病学研究中常用的一种

试剂，常用于去除人及多数禽类血清中的非特异性

抑制素［"］。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摸索，证明鸡

血清中非特异性抑制素含量不高，用 %&’ 处理与

否对血凝抑制试验（<3G8::HMA498A4D9 49<4>4A4D9，Z6）

结果影响不大，而人血清中的非特异性抑制素会对

实验结果造成干扰。因此，在流感病毒血清抗体检

测时，制备的特异性鸡抗血清可不用 %&’ 处理，

对于待检的人血清需用 %&’ 进行处理。现将实验

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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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与方法

!"! 材料

血清：由市场随机购买正常鸡 #$ 只，抽取静脉

血液后制备血清；随机抽取正常人及流感病毒感染

者的静脉血液各 #$ 份制备血清；病毒：%& ’ () ’ !
*+, ’ - $$*、./ ’ () ’ # ++0 ’ - $$* 及 ./ ’ () ’ ! !-+ ’ - $$#

（实验室保存）；12(（345267389:，美国和加拿大）：

!$ ;;<= ’ 5，>8 0"*；?.9（(96@9A，日本）；鸡血：

新鲜鸡 ?23，12( 常规洗涤 * 次后，配制成 $"BC
悬液，置于 * D冰箱保存备用。

!"- 方法

血清的制备：将人及鸡血液于室温下静置 * EB
F，* D冰箱中放置 ! F 后，离心 # $$$ G ’ ;HI，吸取

上清液即为所需血清。血清的处理：将每管血清均

分成两管，其中一管与 ?.9 按 ! J * 比例配制（! 容

量血清加 * 容量 ?.9），另一管则用 12( 代替 ?.9。

将上述血清管置于 #0 D水浴 !+ E!K F 后，移至 B+
D水浴 #$ ;HI 以去除残留的 ?.9，取出后冷却，放

置 L -$ D保存待用。血清的鉴定：用 86 方法检

测。在 ,+ 孔板第一排加入配制好的血清各 B$!5，

其它各孔加入 -B!5 12(，倍比稀释，-B!5 已知病

毒的 * 个血凝单位抗原加至各孔，混匀，室温下静

置 *$ ;HI，再加 $"BC鸡 ?23 B$ 5，#$ ;HI 读取结

果。阴性对照为 B$!5 12( 加 B$!5 $"BC鸡 ?23。

- 结果

正常鸡血清测定结果，?.9 处理前 #$ 份鸡血

清抗体效价均 M !$，?.9 处理后 #$ 份鸡血清抗体

效价亦均 M !$（表 !）。正常人血清测定结果，?.9
处理前有 B 份血清抗体效价为 -$，!- 份 !$，?.9
处理后 #$ 份血清抗体效价均 M !$（表 -）。感染者血

清测定结果，?.9 处理后 #$ 份血清抗体效价均发

生不同程度降低（表 #）。

表 ! ?.9 处理前、后正常鸡血清抗体效价的比较

)&N=O ! 3<;>&GHP<I <Q RFO &IRHN<ST RHROGP <Q #$ I<G;&= UFHU/OI POG& NOQ<GO &IS &QROG RGO&ROS V

!
!!

HRF ?.9

血清序号
?.9 处理前

血清抗体效价
?.9 处理后

血清抗体效价
血清序号

?.9 处理前
血清抗体效价

?.9 处理后

!! 血清抗体效价

!!! M !$ M !$ !+ M !$ M !$

!!- M !$ M !$ !0 M !$ M !$

!!# M !$ M !$ !K M !$ M !$

!!* M !$ M !$ !, M !$ M !$

!!B M !$ M !$ -$ M !$ M !$

!!+ M !$ M !$ -! M !$ M !$

!!0 M !$ M !$ -- M !$ M !$

!!K M !$ M !$ -# M !$ M !$

!!, M !$ M !$ -* M !$ M !$

!!!$ M !$ M !$ -B M !$ M !$

!!!! M !$ M !$ -+ M !$ M !$

!!!- M !$ M !$ -0 M !$ M !$

!!!# M !$ M !$ -K M !$ M !$

!!!* M !$ M !$ -, M !$ M !$
!B M !$ M !$ #$ M !$ M !$

表 - ?.9 处理前、后正常人血清抗体效价的比较

)&N=O - 3<;>&GHP<I <Q RFO &IRHN<ST RHROGP <Q #$ I<G;&= FW;&I POG& NOQ<GO &IS &QROG RGO&ROS VHR

!
!!

F ?.9

血清序号
?.9 处理前

血清抗体效价
?.9 处理后

血清抗体效价
血清序号

?.9 处理前
血清抗体效价

?.9 处理后

!! 血清抗体效价

!!! -$ M !$ !+ !$ M !$

!!- -$ M !$ !0 !$ M !$

!!# -$ M !$ !K M !$ M !$

!!* -$ M !$ !, M !$ M !$

!!B -$ M !$ -$ M !$ M !$

!!+ !$ M !$ -! M !$ M !$

!!0 !$ M !$ -- M !$ M !$

!!K !$ M !$ -# M !$ M !$

!!, !$ M !$ -* M !$ M !$

!!!$ !$ M !$ -B M !$ M !$

!!!! !$ M !$ -+ M !$ M !$

!!!- !$ M !$ -0 M !$ M !$

!!!# !$ M !$ -K M !$ M !$

!!!* !$ M !$ -, M !$ M !$
!B !$ M !$ #$ M !$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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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处理前、后感染者血清抗体效价的比较

%&’() ! *+,-&./0+1 +2 34) &13/’+56 3/3).0 +2 !7 /12)83)5 49,&1 0).& ’)2+.) &15 &23). 3.)&3)5 :

!
!!

/34 "#$

血清序号
"#$ 处理前

血清抗体效价
"#$ 处理后

血清抗体效价
血清序号

"#$ 处理前
血清抗体效价

"#$ 处理后

!! 血清抗体效价

!!; <=7 > ;7 ;< !?7 ?7

!!? <=7 ?7 ;@ !?7 ?7

!!! <=7 !?7 ;A !?7 =7

!!= <=7 ;<7 ;B !?7 ?7

!!C <=7 > ;7 ?7 !?7 ?7

!!< <=7 > ;7 ?; !?7 > ;7

!!@ <=7 > ;7 ?? !?7 ;7

!!A <=7 ?7 ?! !?7 =7

!!B <=7 ?7 ?= ;A7 ;7

!!;7 <=7 ?7 ?C ;A7 ?7

!!;; <=7 A7 ?< ;A7 ;7

!!;? !?7 > ;7 ?@ ;A7 ?7

!!;! !?7 ?7 ?A ;A7 ?7
!!;= !?7 > ;7 ?B A7 ?7

;C !?7 ?7 !7 A7 ?7

! 讨论

在检测流感病毒血清抗体时，血清一般需经

"#$ 处 理，以 去 除 其 中 的 非 特 异 性 抑 制 素。经

"#$ 处理过的正常血清，如检测其抗体效价 > ;7，

则说明 "#$ 已将血清中的非特异性抑制素完全清

除，即 ; D C 稀 释 处 理 后 的 血 清 不 再 出 现 血 抑 反

应［?］。从本次实验结果可知，鸡血清中非特异性抑

制素含量低，用 "#$ 处理与否对 EF 试验结果影响

不大。而用 "#$ 处理特异性抗血清会造成抗体效

价的降低［!，=］。故建议在进行 EF 试验前特异性鸡

抗血清可不用 "#$ 处理，这既可以节省试剂和时

间，又可以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性。

流感病毒感染者的血清用 "#$ 处理后部分抗

体效价下降幅度很大，最高者由 <=7 降至 ;7 以下。

这一结果除考虑非特异性抑制素的原因外，还考虑

"#$ 是否对人血清中的特异性抗体存在破坏作用，

但 "#$ 是否对特异性抗体有此作用还需进一步的

实验证明。因而目前在进行 EF 试验前感染者待检

血清尚需用 "#$ 处理，以消除非特异性抑制素的

干扰。在对感染禽流感的患者血清检测时，中和抗

体试验、$GFHI 等对抗体的敏感性及准确性均要高

于 EF［C］。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于感染禽

流感的患者检测最好选用中和抗体试验或 $GFHI，

以力求结果的真实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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