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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莱姆病的实验室诊断方法的现状

李英欣, 史东辉　综述,蒋惠荷　审校

[关键词 ] 螺旋体属;莱姆病;疏螺旋体感染;实验室诊断;综述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 ] R514　　　[文献标识码 ] A

　　伯氏疏螺旋体 (Borreliaburgdorferi, Bb)是新发现的人兽

共患病———莱姆病的病原体, 主要通过硬蜱吸血传播给人。

人对该螺旋体普遍敏感, 感染后约半数以上发病 。此病先由

Steere于 1975年在美国康涅狄格洲的莱姆镇发现而命名。

人莱姆病临床表现多样, 极易造成误诊。对莱姆病的诊断除

参考流行病学资料 、接触史 、临床症状外, 实验室诊断主要分

为病原体分离及血清学检查两部分。本文就莱姆病的实验

室诊断作一综述。

1　病原学诊断

　　莱姆病感染呈全身慢性过程,患者受损组织 、血液 、脑脊

液 、关节液 、关节滑膜 、淋巴结 、尿液中均能检测到螺旋体及

相关抗原成分, 因此应用病原学检查应是确诊莱姆病的直接

依据。但病原学检查及分离的阳性率较低, 伯氏疏螺旋体生

长缓慢, 操作周期长,故难以作出及时诊断, 一般仅作为流行

病学调查。近年来发展的聚合酶链反应 (PCR)技术因其灵

敏 、快速 、特异而成为莱姆病病原学检查中的发展方向。

1.1　病原体直接镜检　将疑诊患者多种组织切片或体液涂

片, 置暗视野显微镜下直接镜检, 亦可经各种组织片染色法

(Bosma-Steiner银染法 、品红法 、Fontanna镀银染色法等 )镜

检, 有时可见典型螺旋体。如用直接荧光抗体染色后镜检,

则可提高检出率 [ 1] 。

1.2　病原体分离　分离伯氏疏螺旋体常用 BSKⅡ培养

基 [ 2, 3] 。虽可从患者各种标本中分离到病原体, 但螺旋体生

长缓慢 (需数周 ),培养阳性率低 (仅为 3% ～ 8% ), 故不宜用

于常规的临床诊断。

1.3　多聚酶链反应　莱姆病是一种多器官系统受损的综合

征, 除慢性游走性红斑外, 临床上缺乏与其它疾病区别的典

型症状, 未能及时治疗的患者, 可发展为严重的不可逆的神

经系统 、心脏和关节损害, 所以早期诊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

义。敏感特异和快速的 PCR方法可有效地解决莱姆病的早

期诊断问题。 PCR结果与培养法意义相似, 并具有反应需要

的菌数少 (仅需标本中存在 2 ～ 50个菌 ) 、结果快 (仅需 1 ～ 2

天 ) 、取材范围广 、长期存放的组织和体液标本也可采用的优

点, 更为临床诊断关注。

　　目前用于 PCR试验的引物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根据伯

氏疏螺旋体 OspA基因 、编码 41kDa鞭毛蛋白基因和来源于

B31的重组 DNA基因设计的 SN1和 SN2、OspA1和 OspA2、

OspA-N1和 Osp-C1、OspA-N2和 OspA-C2、OspA2 和 OspA4

数对引物和 SN3、OspA3两个探针。上述引物和探针对属内

外其它细菌无扩增反应 ,但对部分伯氏疏螺旋体也无反应;

另一种根据鞭毛蛋白的基因设计了 WK1和 WK2、F1和 F3

两对引物及 WK3、F2两个探针和 WK3、F2两个探针, 这些引

物和探针不仅对伯氏疏螺旋体有反应, 对属内其它螺旋体如

回归热螺旋体也可反应。由于上述两类引物的特异性均不

够理想, Fikrig等根据来源于 B31的重组 DNA设计了 a和

a′、b和 b′、c和 c′、d和 d′、f和 f′5对引物, a/a′扩增所有北美

菌株和部分欧洲菌株, b/b′和 f/f′扩增其它欧洲菌株和 1株

日本株, c/c′扩增所有伯氏疏螺旋体, d/d′只扩增 B.

hermssi[ 4～ 6] 。

目前已用上述引物对患者血液 、脑脊液 、关节滑膜 、尿

液 、病理皮肤组织中的伯氏疏螺旋体 DNA进行了扩增 [ 7] ,取

得了初步成功, 但尚存在下述问题:( 1)应根据病程和症状决

定取材的时间和部位, 否则扩增将失败;( 2)注意抑制性物质

(如尿液中的盐类和血液中的血红蛋白 )通过干扰多聚酶活

性, 可能导致的假阴性反应;( 3)应严格避免实验室污染而导

致假阳性反应出现;( 4)因为 PCR可从死菌中扩增 DNA, 所

以阳性 PCR结果并不一定表示有活菌感染。

2　血清学诊断

因伯氏疏螺旋体的培养或直接镜检阳性率极低, PCR法

又易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故血清诊断学是目前常用的实验室

诊断方法。在莱姆病患者血清 、脑脊液 、关节液等标本中检

测特异性 IgM或 IgG抗体, 则可明确诊断。

已经建立的特异性抗体检测法有间接免疫荧光试验

(IFA)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ELISA)和免疫蛋白印迹试验

(Westernbloting)等。尽管 IFA试验首先用于检测莱姆病的

抗体反应, 但大多数实验室常用更敏感和特异的 ELISA法。

免疫蛋白印迹试验可用于确诊,并作为鉴定假阳性结果的方

法。在感染几周后几乎所有患者的莱姆病螺旋体的抗体滴

度都有不同程度的升高。

2.1　间接免疫荧光试验　此法应用最早也最广泛, 适用有

经验的检验员。阳性判定依靠统计学方法,证实 99%以上健

康人应是阴性反应。 IFA诊断效价目前美国确定为血清效

价≥1∶256为阳性,我国和欧洲为血清效价≥1∶128为阳性。

在莱姆病的早期如果已用抗生素治疗, 抗体的滴度则可能降

低。正在感染或既往感染者均可能出现阳性抗体滴度。

Steere1983年曾分析 IFAIgG≥1∶128阳性病例无假阳性,而

血清 1∶64阳性者应与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相鉴别。

2.2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LISA)　目前, ELISA已成为主要

的血清学方法。 ELISA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关键在于抗原的

提纯, 大多数 ELISA试验使用的是全菌超声波抗原, 但应注

意与梅毒 、回归热 、立克次体 、EB病毒 、ECHO病毒及某些自

身免疫性疾病的交叉反应。而改用 41 kDa鞭毛抗原制备

物 、富集鞭毛抗原制备物或外膜蛋白制备物代替全菌超声波

抗原, 会大大提高试验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 8, 9] 。 ELISA法的

218 JBengbuMedColl, March2006, Vol.31, No.2
DOI :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06.02.055



结果可通过比色法连续测定, 因此比较客观, 较少受人为因

素影响;且用捕捉 IgMELISA试验能检测出大多数急性期病

例, 而这些血清中的相当一部分 IFA检查为阴性。近年来,

又延伸发展了免疫酶斑点试验 (dot-ELISA), dot-ELISA已成

功的用于钩体病的检测, 其主要抗原为外膜蛋白, 并证明它

具有敏感 、特异 、快速 、简单 、试剂容易保存和运输 、有利于基

层推广等特点。将该方法用于人莱姆病的检测也已取得较

好结果, 有可能是临床上有应用前途的方法。

2.3　 免疫蛋白印迹试验　Westernbloting的敏感性和特异

性均优于 IFA和 ELISA, 主要用于确认诊断。早期患者血清

Westernbloting反应中, IgM在 24kDa、39 kDa和 41 kDa中两

条呈阳性反应即可判断为阳性, 晚期患者 IgG在 18、 21、 28、

30、41、45、 58、66、93 kDa中有 5条呈阳性反应, 可以判为阳

性。此法的缺点是:( 1)螺旋体的多种蛋白存在着共同迁延

问题。 ( 2)由于所用试剂浓度和质量不同, 不同实验室的结

果并不一致。 ( 3)实验成本高 ,难以在临床应用中推广。

上述血清学检测法均可取患者脑脊液进行检查, 中枢神

经系统局部抗体的产生与局部感染是相关的。 由于存在血

脑屏障, 与血清抗体比较, 脑脊液中的高滴度抗体提示神经

鞘内存在着活跃的感染。对于神经性莱姆病患者,用 IFA和

ELISA试验检测时, 其脑脊液中 IgM抗体反应都比血清中的

强。林涛等 [ 10]在研究中发现将脑脊液稀释 2 ～ 6倍, 其抗体

滴度仍比血清中抗体滴度要高。所以当患者出现神经症状

时, 应同时检测脑脊液和血清中的抗体滴度。在对莱姆病脑

脊髓膜炎患者的一项研究中发现,有 30%的患者只有在脑脊

液中发现高滴度抗体 ,而血清中未检出抗体。

血清学检查应重视结果分析:( 1)抗生素的使用可降低

免疫反应;( 2)在感染早期应注意检测 IgM抗体;( 3)健康人

及患有梅毒 、落基山斑点热 、蜱传回归热等可能出现假阳性

反应;( 4)自身免疫病和感染早期出现免疫抑制导致的假阴

性。血清学诊断常需进行双份血清检查, 以观察抗体滴度的

动态变化。

由于莱姆病临床表现复杂 ,诊断较为困难, 莱姆病可能

成为一个经常发生误诊的疾病。因此, 莱姆病的诊断需要根

据流行病学史 、临床特征和实验室检查结果综合分析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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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三氧化二砷 (arsenictrioxide, ATO)

在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中的疗效已得到公认,无论对新近

诊断的还是复发的患者都有较好的作用, ATO单剂使用即能

诱导病情完全缓解, 并且对骨髓抑制等副作用轻微。近年研

究发现 ATO不仅对血液系统肿瘤有治疗作用, 而且对普通

的实体性肿瘤如胃癌 、食管癌 、肝癌等亦有良好的抑制作用。

虽然 ATO有着较广泛的抑瘤活性, 但其抗肿瘤的作用机制

至今却未得到系统阐明,本文就其抗肿瘤作用机制的研究进

展作一综述。

1　ATO对肿瘤细胞凋亡的影响

　　细胞凋亡是由基因控制的细胞主动死亡过程。 诱导凋

亡是 ATO抗肿瘤作用的主要机制, ATO可通过不同的途径

诱导肿瘤细胞凋亡。

1.1　活化有丝分裂原激活的蛋白激酶信号通路诱导凋亡　

有研究证实, ATO对细胞有丝分裂原激活的蛋白激酶

(mitogen-activatedproteinkinase, MAPK)信号通路有影响。

MAPK信号通路不仅参与调节细胞分裂, 也参与可调节细胞

凋亡。细胞经砷处理后引起应激损伤,激活 MAPK通路中与

应激相关的 C-Jun氨基末端激酶 (JunN-terminalkinase,

JNK) /应激激活蛋白激酶和 P38激酶, 从而促发细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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