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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荧光法在阴道加德纳菌检测中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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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暂 目的院介绍快速检测阴道加德纳菌渊郧葬则凿灶藻则藻造造葬 增葬早蚤灶葬造蚤泽袁郧灾冤的方法袁了解妊娠妇女加德纳菌的感染状况遥 方法院对

本院住院治疗的 怨圆愿 例妊娠妇女渊其中稽留流产组 源源员 例尧先兆流产组 远园 例尧不全流产组 缘园 例尧难免流产组 猿愿 例袁同时选取
猿猿怨 例正常妊娠者为对照组冤的阴道分泌物标本采用直接免疫荧光技术进行观察测定遥 结果院各不良妊娠组加德纳菌的阳性率

依次为院 稽留流产组 猿远援怨远豫袁 先兆流产组 源员援远苑豫袁 不全流产组 猿园援园园豫袁 难免流产组 猿员援缘愿豫袁 各组分别与对照组的阳性率

渊源员援猿园豫冤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不同年龄组中袁郧灾 感染以 员愿耀圆缘 岁和 圆远耀猿园 岁阶段最多袁分别占 源员援远怨豫和
猿园援源圆豫曰但比较各年龄组的 郧灾 阳性率并无统计学差异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结论院免疫荧光技术可用于快速检测阴道加德纳菌袁各不同
妊娠状况的孕妇均有较高的阴道加德纳菌感染率袁且与年龄无明显相关性袁在临床诊疗中应重视及早诊断和治疗遥
咱关键词暂 阴道加德纳菌曰 免疫荧光技术曰 快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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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德纳菌渊郧葬则凿灶藻则藻造造葬 增葬早蚤灶葬造蚤泽袁郧灾冤是一类革
兰氏染色阴性或有变异的球菌样小杆菌袁菌体小袁两
端呈圆形袁无荚膜袁无鞭毛袁营兼性厌氧生活遥 最适
温度为 猿缘益耀猿苑益袁责匀源援缘 不宜生长袁 嗜血袁 培养困
难遥 郧灾 在 员怨缘源 年由 郧葬则凿灶藻则 分离出来袁员怨缘缘 年被
证明与女性阴道病有关袁郧灾 是女性细菌性阴道病
渊遭葬糟贼藻则蚤葬造 增葬早蚤灶燥泽蚤泽袁月灾冤的主要病原菌之一袁可经性
接触传播袁女性 郧灾 感染不仅可致 月灾袁还可引起女
性尿道炎尧子宫颈炎及输卵管妊娠尧胎膜早破和新生
儿早产等不良妊娠结局咱员暂遥 而男性感染后袁虽被认为
是无症状携带者袁 但国内外曾报道 郧灾 可与男性尿
道感染尧男性不育咱圆暂等有关遥 由于该菌培养困难袁国
内已陆续针对 郧灾 进行了各种检测方法的研究袁为
快速诊断 郧灾 感染袁 本院引进了 郧灾 直接免疫荧光
检测试剂袁建立了 郧灾 的快速诊断法袁现对 圆园员员 年
缘耀员圆 月在本院住院治疗的各类妊娠妇女阴道分泌

咱文章编号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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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援圆援员 样本采集与处理
先用无菌窥阴器扩张阴道袁 再用无菌棉签取阴
道分泌物置于无菌试管中送检遥 将无菌培养管中的
分泌物标本均匀涂抹于玻片中央袁 充分晾干后再用
怨缘豫乙醇或无水乙醇固定 员园 皂蚤灶袁自然晾干遥
员援圆援圆 检测
用移液器吸取 缘 滋造 郧灾 免疫荧光试剂 渊深圳迈
科龙生物技术公司冤袁均匀滴加在玻片涂样处袁置于
猿苑益温育箱孵育 猿园 皂蚤灶遥 使用去离子水或蒸馏水缓
缓冲洗玻片多次后甩干袁待玻片自然晾干遥在载玻片
上滴加 员 滴镜油袁 盖上盖玻片封片后再滴加 员 滴镜
油袁 在 员园园 倍荧光显微镜下寻找发绿色荧光的典型
细杆形阴道加德纳菌遥发现 员园 个及以上亮绿色典型
细杆形阴道加德纳菌即为 郧灾 阳性渊图 员冤遥

物涂片的检测结果进行分析袁报告如下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本院住院治疗的妊娠妇女 怨圆愿 例袁年龄 员愿耀源苑
岁袁按临床诊断标准将其分为稽留流产组 源源员 例袁
先兆流产组 远园 例袁不全流产组 缘园 例袁难免流产组
猿愿 例袁同时选取 猿猿怨 例正常妊娠者为对照组曰各组
间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遥
员援圆 方法

图员

荧光显微镜下 郧灾 图像渊伊 员园园冤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杂孕杂杂员苑援园 统计软件袁郧灾 阳性率用百分数
渊豫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字圆 检验袁孕 约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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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等院免疫荧光法在阴道加德纳菌检测中的临床应用

统计学意义遥
圆 结

果

圆援员 不同妊娠组的 郧灾 检出率比较
各妊娠组总的 郧灾 阳性率为 猿愿援圆缘豫袁 对照组
郧灾 检出率 源员援猿园豫袁其余不良妊娠组渊稽留流产组尧
先兆流产组尧不全流产组尧难免流产组冤的检出率与
对照组比较袁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袁表 员冤遥
表员

各类妊娠组的 郧灾 检出数和阳性率

组别

总例数

对照组
稽留流产组
先兆流产组
不全流产组
难免流产组

猿猿怨

郧灾 检出数

郧灾 阳性率渊豫冤

员远猿

猿远援怨远

源源员
园远园
园缘园
园猿愿
怨圆愿

合计

员源园
园圆缘
园员缘
园员圆
猿缘缘

源员援猿园
源员援远苑
猿园援园园
猿员援缘愿
猿愿援圆缘

圆援圆 不同年龄组 郧灾 阳性率的比较及年龄构成比
所有 郧灾 检出者中袁员愿耀圆缘 岁及 圆远耀猿园 岁两组
所占比例较高曰但将各年龄组的 郧灾 阳性率相比较袁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袁表 圆冤遥
表圆

不同年龄组 郧灾 检出者的年龄构成比及各组 郧灾 阳
性率比较

组别
员愿耀圆缘 岁
圆远耀猿园 岁
猿员耀猿缘 岁
猿远耀源园 岁
源员耀源苑 岁
合计

猿 讨

总例数 郧灾 检出数
猿远员

员源愿

员源缘

园源圆

圆苑苑
园怨愿
园源苑
怨圆愿

员园愿
园猿愿
园员怨
猿缘缘

郧灾 阳性年龄
构成比渊豫冤
园源员援远怨
园猿园援源圆
园员员援愿猿
园员园援苑园
园园缘援猿缘
员园园援园园

郧灾 阳性率渊豫冤
源员援园园
猿愿援怨怨
圆愿援怨苑
猿愿援苑苑
源园援源猿
猿愿援圆缘

论

粤则燥怎贼糟澡藻增葬 等 咱猿暂曾报道健康妇女中 郧灾 检出率
为 圆远援源豫袁 可见单纯 郧灾 感染不能作为诊断细菌性
阴道病的唯一标准曰但如 郧灾 和厌氧菌的过度生长袁
引起乳酸杆菌大量减少袁会造成阴道微生态平衡失
调和阴道分泌物性质改变从而易致相关疾病遥 郧灾
不仅被确认为细菌性阴道病的重要病原菌袁还会引
起不洁流产尧术后感染等多种疾病 咱源暂袁因而袁建立便
捷尧高效的检测方法尤为重要遥
目前 郧灾 检测方法有分离培养法尧显微镜检法尧
氨试验尧耘蕴陨杂粤 法尧气相色谱法尧孕悦砸 法等遥这些方法
都各有利弊院郧灾 对营养要求高袁 分离培养耗时长曰
传统的显微镜检因易受其他成分干扰而造成漏诊尧

窑员员远怨窑

误诊曰气相色谱法操作繁琐袁试验成本较高曰孕悦砸 法
虽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性袁但较费时咱缘暂袁本院以前
采用的套式 孕悦砸 法耗时 远 澡袁 而现采用的单克隆抗
体免疫荧光检测法操作便捷袁仅需 员 澡袁既适于急诊
检验又便于批量检测袁且灵敏度高袁在临床有较大的
应用价值遥 本研究采用直接免疫荧光法对临床样本
中的阴道加德纳菌进行检测的原理是异硫氰酸荧光
素渊云陨栽悦冤标记的阴道加德纳菌单克隆抗体可与阴
道加德纳菌表面抗原发生特异性结合袁 所形成的抗
原原抗体原荧光素结合物在荧光显微镜 源怨缘 灶皂 波长
激发光照射下可发出绿色荧光遥 单克隆抗体为源于
单个 月 淋巴细胞杂交瘤细胞分裂而产生的细胞系
所分泌的抗体袁 仅识别抗原分子上特定的抗原决定
簇袁不仅在抗体的特异性上是均一的袁而且类尧亚类
和亲和力都是均一的 咱远暂袁故加德纳抗体在病原微生
物诊断上有高度的特异性和临床诊断价值遥
本研究结果发现袁对照组的 郧灾 阳性率渊源员援猿豫冤
略高于报道的健康妇女阳性率 圆远援源豫咱猿暂袁 分析可能
与妊娠期机体免疫力相对低下易致感染有关遥 各不
良妊娠组渊除外不全流产组冤的 郧灾 阳性率与前期沈
益青等 咱缘暂对本院样本报道的情况基本相符袁而不全
流产组阳性率较 孕悦砸 法检测结果低袁可能与观察样
本量较少有关遥 各不良妊娠组与对照组比较袁郧灾 阳
性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袁 提示各类妊娠妇女均有较
高的 郧灾 感染率遥 而 郧灾 感染除与细菌性阴道病密
切相关外袁还可引起绒毛膜羊膜炎尧胎膜早破尧早产尧
低出生体重儿尧 产后子宫内膜炎尧 剖宫产后伤口感
染尧输卵管炎等 咱苑原愿暂袁因而对妊娠妇女的 郧灾 感染更
应重视遥
再观察所有 郧灾 检出者的年龄构成情况袁员愿耀
圆缘 岁阶段的感染者最多袁其次是 圆远耀猿园 岁组袁随着
年龄的增长袁郧灾 感染者所占比例逐步下降袁可能因
就诊者的年龄构成比不同所致遥 而比较各年龄组的
郧灾 阳性率发现袁郧灾 感染与年龄亦无明显相关性袁
不同年龄组的 郧灾 阳性率无统计学差异遥 综上可
见袁郧灾 在各种妊娠状态尧 不同年龄段的妇女中均
有较高的感染率袁因而对妊娠妇女 郧灾 感染情况的
筛查检测显得尤为重要遥 前述资料已述及 郧灾 与各
类不良妊娠结局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袁 近期还有报
道妇女郧灾 感染对配偶亦有较大的传染影响 咱怨暂袁因
而建立快速尧 高特异性的诊断方法袁 加强对孕妇
郧灾 感染的检测及积极治疗袁及早杜绝夫妻间的交
叉感染袁对优生优育尧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都有重要
的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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