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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柱凝胶法和凝聚胺法在维持性血透患者

交叉配血中的应用分析

曹瑞华1。胡道军2，王丽1，魏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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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

【摘要】日的：比较首次输血和多次输血后不规则抗体检测的阳性率，探讨微柱凝胶法(microcolumn gel test，MGT)和凝聚胺法

(manual polybrene test，Mr,r)在维持性血透患者交叉配血中的应用价值。方珐：采用MGT和MPT对需输血的96例维持性血

透患者进行交叉配血试验。结果：96例血透患者462例次交叉配血中，MGT法和MPT法配血相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其中MGT主侧次侧凝集62例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全部阳性。并且随着输血的次数增加，MGT和MPT不规则抗体

的阳性率均增加(P<o．01)。MGT检测总阳性率高于Mr,r(P<0，01)。砖论：维持性血透患者长期、多次输血后，会出现抗体

的不规则性。在MGT中致敏红细胞会导致配血困难。结合MPT进一步了解凝集的性质，可以提高输血的安全性。在MGT

交叉配血次侧阳性的情况下，同时做MPT交叉配血具有很好的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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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compare irregular antibodies’postive rates of the first and repeated blood transfusions，and to approach

applied value of the crossmatching test by microcoltmm gel test(MGT)and manual pelybrene test(MPT)in the sustainable

hemtodialysis’patients．Methods：Ninety·six patients sustainable hematodialysis’who required blood transfusion were crossmatched by

MGT and MPT．Results：In 462 cross matching tests for 96 patients，the difference of crossmatehing compatibility showe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MGT and MPT(P<O．01)．Among the total．62 cases of MGT major and minor incompatibility were positive by

direct antiglobulin test．Moreover，with the increase of transfusion’times，the positive rate of i玎egular antibodies also increased by MGT

and MPT(P<O．01)．The total positive rate W88 higher using MGT than using MPT，the susceptibility of MGT was,obviously higher than

MPT(P<0．01)．Conclusions：In sustainable hemtodialysis’patients，there will be line irregularity of antibodies after continual and

repeated transfusions．In MGT，sensitized RBC will lead to difficulty of crossmatching test．In combination with MPT，we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incompatibility，which Can improve safety of transfusion．It might be of good complementarity when there is

minor incompatibility of MGT in glOSS matching．

[Key words]hemodialysis；blood grouping and erossmatching；microeolurma gel test；manual pelybrene test

交叉配血试验(erossmatehing test，CMT)是输血

治疗前的必检项目，准确的交叉配血是当前临床安

全、有效输血的重要保证。微柱凝胶法

(microcolumn gel test，MGT)是一种改良的血清学技

术，具有操作简单、省时、敏感性高、阴阳性结果明

显、结果易观察，可标准化、自动化、重复性好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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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因而，MGT在欧州和发达国家普遍应用，在国内

也广泛应用于不完全抗体筛查、抗体鉴定、交叉配血

和血型鉴定¨qJ。我院自2006年开展MGT交叉配

血，为比较其与凝聚胺法(manual polybrene test，

MPT)配血方法在长期多次输血的优缺点，对其阳性

标本配合法MPT交叉配血，共完成96例维持性血

透患者462例次交叉配血，并对其中任何一侧凝集

的标本均做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现作报道。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标本为安徽省阜阳市第二人民医

院2007年1月至2008年4月96例首次接受输血

不规则抗体检测均为阴性的维持性血透患者，男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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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55例；年龄12—76岁。每人次输血次数最多

36次，最少1次。MGT凝胶卡、抗体筛选细胞、离心

机、孵育器为长春博迅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产品；

Polybrene为台湾Baso公司产品。

1．2方法MGT交叉配血操作步骤：首先在凝胶

卡上注明供血者姓名及主、次侧管，然后制备供、受

血者0．5％RBC悬液，在主侧加入50一供血者

RBC悬液和受血者25斗l血浆；在次侧加人50山

受血者RBC悬液和供血者25¨l血浆。置37℃孵

育15 min，1 000 r／rain离心10 min。观察结果：RBC

均匀沉于管底者为阴性，悬浮于凝胶表面或胶中者

为阳性。

MPT交叉配血试验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对

MGT交叉配血阳性标本的处理：主、次侧阳性标本

分别用MPT进行交叉配血，凡次侧阳性标本用患者

RBC做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见《全国临床检验操作

规程》HJ。不完全抗体筛查试验参照达亚美配血微

量定型系统操作技术手册。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配对r检验及秩相关
分析。

2 结果

2．1 两法交叉配血结果比较 MPT中4例主侧凝

集者及13例次侧凝集中均检出不完全抗体，6例主

次测均凝集，经37℃水浴10 min后镜检红细胞不

凝集，结果为冷凝集，62例次MGT次侧凝集者红细

胞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全部阳性。4例主侧凝集者

均检出不完全抗体，经血站配型后给予O型洗涤红

细胞悬液输注，13例MPT次侧凝集者改输同型洗

涤红细胞，6例冷凝集和其余45例MPT配血相合者

输用RBC悬液，1个月后跟踪随访均未发现输血不

良反应(见表1)。

表1 两法交叉配血结果比较

2．2输血次数与不规则抗体阳性关系 随着输血

的次数增加，不规则抗体阳性随着增加，其阳性率均

增加(见表2)，两者有明显相关性(rl=1．000，P<
0．01)。

表2 输血次数与不规则抗体阳性关系

2．3 两法检测结果比较MGT检测总阳性率高于

MPT，MGT和MPT配血不相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见表3)。

表3两法检测结果比较

3讨论

维持性血液透析是维持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

患者生命的基本治疗手段。而血液透析患者常伴有

不同程度的重度和中度贫血，在透析过程中输注血

和血液制品是保障患者安全透析的重要措施，维持

性血液透析患者经多次反复输血，导致血浆中的蛋

白质(包括IgG和补体)非特异性地吸附到红细胞

表面，使得患者红细胞被致敏。在MGT中的微柱凝

胶内含有抗IgG、C3d的溶液，它可以与人红细胞上

的[gG及补体结合，在体外发生凝集[3 J。

本结果表明，输血次数与不规则抗体阳性率呈

正增长，即输血次数愈多，其不规则抗体检出的阳性

率愈高(见表2)，这对于确需输血的维持性血液透

析患者来说，存在着配血结果难于判断的问题。在

62例次MGT交叉配血试验次侧凝集中，其直接抗

人球蛋白试验均阳性，给临床输血带来了一定的困

难，在这种情况下结合MPT进行交叉配血是很有必

要的p J。目前我们常用的MPT法，是通过中和红细

胞表面的负电荷，缩短红细胞之间的距离，引起

RBC的非特异性凝集，促进RBC抗原与相应的IgG

或IgM抗体结合，当加入重悬液后，如果存在与

RBC抗原相应的IgG或IgM抗体，凝集不消失，如果

没有与RBC抗原相应的IgG或IgM抗体，凝聚胺诱

导的凝集现象则消失。而MGT的基本原理是，RBC

与血清在含有葡聚糖凝胶的特制小试管中孵育，经

 



过离心。如果抗原抗体不相适应，则RBC沉淀在管

底，即阴性反应。如果抗原抗体相适应，则抗体吸附

在凝胶上，从而使RBC不易下沉，被扣留(固定)在

凝胶之间，即阳性反应。结合这两种结果及不完全

抗体筛查结果，我们对不完全抗体阴性、冷凝集、

MPr交叉配血阴性的45例血透患者给予输注RBC

悬液，在输注后的1个月内随访未发现不良输血反

应。MPT目前在基层医院应用最为广泛。在检测

方法敏感性方面，有学者报道MGT比MPT平均高

出2～6个滴度∞1。从表3中我们也可以看出MGT

比MPT交叉配血更能够提高试验的敏感度，不规则

抗体检出的阳性率明显高于MPT，最主要的是能快

速排除冷凝集的干扰，为保证临床输血的安全提供

可靠的依据。采用MPT交叉配血虽能快速检测出

不完全抗体，但对冷凝集的标本出现假阳性，误导操

作者判断，延长交叉配血试验的时间，给交叉配血带

来一定的操作误差，容易贻误临床危重患者抢救的

最佳时间。

MPT是传统的广泛使用的交叉配血法，而MGT

在检测RBC吸附的免疫球蛋白和补体上较MPT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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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优越性‘7I，因此，王博达‘8]提倡MGT和M盯

组合使用，从两种途径观察RBC的凝集情况，对于

非特异性凝集引起的配血结果判断困难有很好的互

补性，对提高临床输血安全、有效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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