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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12例就诊患者血清抗嗜肺军团菌 1～14血清型抗
体水平调查

3

史晓敏 ,冯珍如 ,隋宝环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检验科 ,北京 100034)

摘要 :目的 　了解我院近 5年来门诊及住院患者血清嗜肺军团菌的抗体阳性率以及 1～14血清型的分布特点。方法 　用间接

免疫荧光法检测患者血清抗嗜肺军团菌血清抗体 ,并查询临床资料。结果 　1 212例患者血清抗嗜肺军团菌抗体阳性 163例 ,

总阳性率为 13. 4%。14个血清型中 , 4型的抗体阳性率最高 ,为 12. 0% ;其次为 12型 (8. 5% )、5型 (7. 8% )、14型 (6. 1% )、

10型 (5. 9% ) ;其余血清型的抗体阳性率较低。在阳性结果中 , 3种血清型同时阳性最为多见 ,占 21. 0% ;其次为 4种或 5种

同时阳性。各个科室中 ,呼吸病科嗜肺军团菌抗体阳性检出率最高 ,为 23. 3% ,其中又以 4型最为多见 ,为 19. 0% ,其次为 12

型 (17. 2% )。结论 　我院就诊患者存在不同血清型的嗜肺军团菌感染 ,其中以 4型最为多见 ,不同于既往报道的西方国家 1

型和国内 6型。嗜肺军团菌与其他病原微生物以及自身各血清型之间可能存在交叉反应 ,研制血清型特异的抗原用于临床检

测将有助于提高抗嗜肺军团菌抗体检测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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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团菌病是由军团菌感染引起的以肺炎为主的

急性传染性疾病。随着空调冷却塔、淋浴器等现代

化设备的广泛使用 ,人们的暴露机会增多 ,军团菌病

流行和暴发的危险因素也日益增加。流行病学调查

结果表明我国人群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军团菌感染。

上个世纪末 ,北京地区有统计资料表明 ,在肺炎患者

中嗜肺军团菌 (L eg ionella pneum ophila )的感染率达

29% ,以血清型 6型为主 [ 1 ]。近 10年来 ,未见更新

的关于北京地区嗜肺军团菌感染率的报道。我们总

结了 2003年 1月 1日至 2007年 10月 31日我院所

有嗜肺军团菌血清抗体检测结果 ,并对部分阳性结

果进一步查询临床资料 ,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 1　研究对象 　分析 2003年 1月 1日至 2007年

10月 31日我院所有嗜肺军团菌检测结果 ,共计

1212例。其中男性 745名 ,女性 467名 ,年龄 1 ～

98岁。

1. 2　方法与试剂 　采集患者肘静脉血 ,离心分离血

清 ,用间接免疫荧光法、德国欧蒙 ( Euroimmun)公司

试剂测定血清嗜肺军团菌抗体。检测中所用荧光素

标记二抗为抗人 IgA、IgG、IgM混合抗体 ,以提高检

测灵敏度。以荧光显微镜下视野中出现均匀菌体绿

色荧光的最高血清稀释度为抗体滴度 , ≥100为阳

性。同 1份血清标本呈多血清型抗体阳性时 ,在计

算阳性率时 ,仅作 1份计算。统计抗嗜肺军团菌抗

体检测的总阳性率以及各科室分别的阳性率。计算

嗜肺军团菌不同血清型抗体的阳性率 ,由此找到优

势菌型 ;分析呼吸病科发热患者嗜肺军团菌抗体检

测的阳性率 ,阳性患者的疾病分布 ,嗜肺军团菌抗体

的血清型分布以及滴度变化。

1. 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MedCalc 6. 0统计软件对

数据进行分析 ,各血清型阳性率之间的比较采用

Chi2square趋势检验 , P < 0. 05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各型抗体阳性率分布 　1 212例中抗嗜肺军团

菌抗体阳性 163例 ,总阳性率为 13. 4%。14个血清

型中 , 4型阳性率最高 ,为 12. 0% ;其次为 12、5、14、

10型 ;其余血清型阳性率较低 (图 1) ,经检验该趋

势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
= 35. 7, P < 0. 0001)。163例

阳性结果中 ,仅 1种或 2种血清型阳性者均为 13例

(8. 0% ) ; 3 种血清型同时阳性者最多 ,为 34 例

(21. 0% ) ; 4种到 14种血清型同时阳性者例数递

减 ,分别为 23、21、15、14、11、10、4、3、2和 1例。

2. 2　抗体阳性科室分布 　对 1 212例资料回顾分

析发现 ,抗嗜肺军团菌抗体阳性主要出现在呼吸病

科、老年科 ICU、肾脏病科、呼吸科监护病房、抗感染

病房和急诊留观病房 ,其阳性率分别为 23. 3%、

18. 5%、16. 7%、13. 5%、10. 8%和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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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2003～2007年 1 212例患者血清嗜肺军团菌抗体

血清型分布

2. 3　呼吸病科抗体检测及病历回顾 　呼吸病科近

5年间共检测 99名发热患者的 116份血清标本 ,其

中有 17人 ( 17. 2% )总计 27份血清抗嗜肺军团菌

抗体阳性 ,血清阳性率为 23. 3%。14个血清型中 ,

4、12、5和 14型阳性最为多见 ,该趋势经统计学检

验具有显著性 (χ2 = 70. 5, P < 0. 0001) (图 2)。回

顾病历 , 17人中有 5人最终确诊为军团菌肺炎 ,其

余 12人为肺炎 8人、发热未明 2人、过敏性肺炎 1

人、系统性红斑狼疮 1人。17人中 ,确诊为军团菌

肺炎的 5人血清嗜肺军团菌抗体滴度 2～4周内均

出现 4倍以上变化 ,其他 3人抗体滴度前后未发生

变化 ,其余 9人在住院过程中只进行了一次血清嗜

肺军团菌抗体检查 ,其中又有 5人滴度为 100低滴

度阳性。17人中有 14人做了相关的其他病原微生

物的检查 , 9人为阴性 ,其余 5人分别为衣原体阳

性、巨细胞病毒阳性、结核阳性、巨细胞病毒合并支

原体及衣原体阳性、结核合并单纯疱疹病毒及 EB

病毒阳性。

　　图 2　2003～2007年呼吸病科患者血清嗜肺军团菌抗

体血清型分布

3　讨论

军团菌病是由军团菌感染引起的以肺炎为主的

急性呼吸道传染性疾病 ,由于其发病急 ,病情进展

快 ,致死率高 (达 30% )而广受医疗卫生界的关注。

我国自 1982年在南京发现军团菌以来 ,已有江苏、

福建、北京 [ 2 ]、上海、黑龙江、山西、河北、天津、武

汉 [ 3 ]、云南等省市报告有军团菌病发生。仅北京市

就已有 2次军团菌病大爆发 ,严重威胁人类健康。

军团菌属就目前已发现的有 45个种 , 60多个

血清型 [ 4 ]
,能引起人类疾病的约有 20个种 ,常见的

有嗜肺军团菌、麦氏军团菌、长滩军团菌、博氏军团

菌、菲氏军团菌、杜氏军团菌等。其中 ,嗜肺军团菌

是引起军团菌病的主要菌型 ,占 80%以上 ,分为 15

个血清型。由于军团菌病患者的临床症状和影像学

表现均不特异 ,与其他病原体引起的肺炎很难鉴别。

细菌培养是检测嗜肺军团菌的金标准 ,但是其培养

条件苛刻 ,阳性率低且价格昂贵 ,一般要培养 3～7 d

以上才能出结果 ,不利于临床的快速诊断。目前临

床应用最为广泛的是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患者血

清中的嗜肺军团菌抗体。此方法简便快捷 ,敏感性

高 ,可以在疾病早期对嗜肺军团菌感染进行筛查。

国外资料表明 ,人军团菌肺炎以嗜肺军团菌 1

型最为多见 [ 5 ]。上世纪 90年代 ,兰州、成都等地区

对健康人群的军团菌感染状况进行了调查 ,发现健

康人群中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嗜肺军团菌的隐性感

染 ,阳性率为 20% ～30% ,以 6型为主 [ 6～7 ]。北京

市 1996～1998年的调查表明 ,肺炎患者的嗜肺军团

菌感染率达 29% ,也以 6型为主 [ 1 ]。本次调查的数

据显示 , 2003年至 2007年 ,我院门诊和住院患者嗜

肺军团菌血清抗体检测的总阳性率为 13. 4% ,其中

呼吸病科发热患者的阳性率为 23. 3% ,二者均以 4

型最多见 ,其次是 12、5和 14型。由于之前的文献

报道均采用微量凝集法检测血清嗜肺军团菌抗体 ,

与我们采用的间接免疫荧光法不同 ,因此二者所得

到的阳性率结果不能简单地做比较。但是 ,由于优

势血清型的确定是在确定方法学的基础上各个血清

型之间自身的比较 ,并不涉及到方法学之间的差异

和影响 ,因此有理由相信 ,我院就诊患者人群的嗜肺

军团菌优势血清型为 4型 ,不同于西方国家的 1型 ,

也不同于国内报道的 6型。

本次调查显示 ,嗜肺军团菌感染以 3～5种血清

型同时阳性的病例居多。究其原因 ,可能为 : ( 1)患

者本身感染多种血清型 ; ( 2)各血清型之间出现交

叉反应 ; (3)与其他病原微生物之间出现交叉反应 ,

如支原体、衣原体等。Edelstein等报道 ,军团菌的抗

血清会与假单胞菌、类杆菌、黄杆菌等交叉反应 [ 829 ]。

还有学者报道嗜肺军团菌的不同血清型之间有共同

的抗原表位 [ 10 ]。因此 ,我们建议 ,怀疑军团菌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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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嗜肺军团菌检测一定要在发病的急性期 (起

病 2周内 )和恢复期 (发病后 6周 )各做一次 ,当滴

度呈现 4倍变化时高度提示嗜肺军团菌感染。如果

滴度没有动态变化很可能为假阳性结果。Soper曾

证实 ,有三分之二的嗜肺军团菌感染患者在发病 3

周内血清抗体出现变化 ,观察至发病 6周时 ,所有感

染患者均出现血清抗体 4倍动态改变 [ 11 ]。

此次回顾病历 ,发现很特别的一位患者 ,因发热

入院 ,查嗜肺军团菌所有 14型抗体滴度均为 1 000,

血清检测弓形虫、风疹病毒、巨细胞病毒和柯萨奇病

毒抗体及支原体和衣原体抗体均为阴性 ,单纯疱疹

病毒和 EB病毒 IgM 抗体为阳性。2周后复查 EB

病毒抗体转阴 ,单纯疱疹病毒抗体仍为阳性。此时

血清嗜肺军团菌抗体 1、3、7型转阴 ,其余未发生变

化。这位患者最终诊断为支气管肺炎。我们考虑该

患者存在由于病毒感染而出现交叉反应的可能性 ,

当 EB病毒抗体转阴时 ,相应的 1、3、7型嗜肺军团

菌抗体也同时转阴。我们设想 ,如果能研制出血清

型特异的抗原应用于嗜肺军团菌抗体的检测 ,将大

大提高检测的准确性 ,为临床军团菌病的诊断提供

更佳的辅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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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vels of an tibody aga in st L egione lla pneum oph ila serotype 1 to 14 in serum s of

1212 pa tien ts
SH I Xiao2m in, FENG Zhen2ru, SU IBao2huan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Medicine Science, the First Hosp ital of Peking Univer2
sity, Beijing 100034, China)

Abstract:O bjective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positive rate of serum antibod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serotypes of L egionella

pneum ophila in the patients of author’s hosp ital for recent 5 years. M ethods A ll the inspecting results of antibodies in the 1212 serum s

by 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from Jan 1, 2003 to Oct 31, 2007 were reviewed. The clinical information of patients was collected.

Results 163 serum s were positive (13. 5% ). Serotype 4 had the highest positive rate of 12. 0% followed by serotype 12 (8. 5% ) , 5

(7. 8% ) , 14 (6. 1% ) , 10 (5. 9% ). Three simultaneously positive serotypes were dom inant (21. 0% ) , and 4 or 5 simultaneously

positive serotypes were common. In all departments, the highest positive rate (23. 3% ) was in resp iratory ward, in which serotype 4

and 12 were the most (19. 0% and 17. 2% ,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s Serotype 4 was the most common type of L egionella pneum o2
ph ila in serotype 1214. Cross reaction could exist between Legionella pneumophila and other pathogenic m icroorganism or in different

serotypes.

Key words:Legionella pneum ophila; infection; serotype; 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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