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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暂 目的院评价免疫法测粪转铁蛋白和粪血红蛋白的临床应用价值袁为临床正确诊断消化道出血提供较为便捷尧准确的

方法遥 方法院对 员源愿 例本院消化科和胃肠外科经内窥镜确诊为消化道出血患者的粪便标本分别使用单克隆血红蛋白法和单克

隆转铁蛋白法进行隐血试验袁并对结果进行分析遥 结果院单克隆血红蛋白法的阳性率为 远园援愿豫袁单克隆转铁蛋白法的阳性率为

远源援怨豫曰在上消化道出血的患者中袁单克隆血红蛋白法的阳性率低于单克隆转铁蛋白法袁在下消化道出血的患者中袁单克隆血红

蛋白法的阳性率高于单克隆转铁蛋白法遥 结论院单克隆血红蛋白法和单克隆转铁蛋白法的特异性均较好袁但均有一定的假阴
性曰且单克隆转铁蛋白法更有助于上消化道出血的诊断遥 二者联合使用更有助于协助临床诊断消化道出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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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血是指消化道出血量很少袁肉眼不见血色袁而
且少量红细胞又被消化分解袁以致显微镜下也无从
发现的出血状况遥 粪便隐血试验渊枣藻糟葬造 燥糟糟怎造贼 遭造燥燥凿
贼藻泽贼袁云韵月栽冤对诊断消化道出血尧筛查消化道恶性肿
瘤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遥 隐血试验主要有化学法和免
疫法袁过去一直沿用化学法检测粪便隐血袁其中邻联
甲苯胺法为 员怨愿猿 年中华医学会全国临床检验方法
学术讨论会推荐的方法袁但易出现假阳性咱员暂 遥 近年
来较多使用免疫法袁单克隆血红蛋白检测法与传统
的化学法相比袁其不受食物和药物的影响袁特异性有
了较大的提高袁但也存在上消化道出血时易出现假
阴性的问题遥 单克隆转铁蛋白法克服了上述缺点袁
提高了消化道出血性疾病的阳性检出率遥 本文主要
对单克隆转铁蛋白法和单克隆血红蛋白法在检测粪
便隐血试验中的应用进行评价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本院消化科及胃肠外科经内窥镜或临床确诊为
消化道出血的患者共 员源愿 例袁年龄 圆员耀怨苑 岁袁男 怨源
例袁女 缘源 例遥
单克隆血红蛋白法试纸 渊批号 圆园员员园愿圆猿缘袁杭
州艾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冤曰 单克隆转铁蛋白法试纸
渊批号 园园缘园圆园园员袁北京万华普曼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冤遥
员援圆 方法
收集 员源愿 例患者的粪便标本袁分别使用单克隆
血红蛋白法和单克隆转铁蛋白法进行粪便隐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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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遥 血红蛋白法和转铁蛋白法操作均按试剂说明书
操作袁结果的判读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杂孕杂杂员猿援园 软件进行数据的整理与统计学
分析遥数据录入和分析均经双遍复核袁两组率的比较
采用配对卡方检验袁以 孕 约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遥
圆 结

果

圆援员 血红蛋白法和转铁蛋白法检测结果比较
在进行检测的 员源愿 例粪便标本中袁 血红蛋白法
检测出 怨园 例阳性袁阳性率 远园援愿豫渊怨园 辕 员源愿冤袁这 怨园 例
阳性标本中袁怨 例初次检测结果为阴性袁 标本稀释
缘园耀员园园 倍后结果为阳性遥 转铁蛋白法检测出 怨远 例
阳性袁其阳性率为 远源援怨豫渊怨远 辕 员源愿冤袁两种方法阳性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字圆 越园援缘圆袁孕 跃 园援园缘冤袁两种方法检
测粪便隐血结果见表 员遥
表 员 血红蛋白法和转铁蛋白法结果比较 渊灶冤
转铁蛋白法
合计
血红蛋白法
阴性
阳性
阳性
圆猿
怨园
远苑
圆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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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
圆怨
缘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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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援圆 血红蛋白法和转铁蛋白法检测不同部位消化
道出血患者粪便隐血结果比较
在 员源愿 例消化道出血患者中袁上消化道出血 苑愿
例袁下消化道出血 苑园 例遥在上消化道出血的患者中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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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红蛋白法检测阳性率为 猿园援愿豫渊圆源 辕 苑愿冤袁转铁蛋白
法检测的阳性率为 苑远援怨豫渊远园 辕 苑愿冤袁两者之间具有统
计学意义渊字圆 越猿猿援源猿袁孕 约 园援园缘袁表 圆冤曰在下消化道出
血的患者中袁 血红蛋白法检测的阳性率为 愿园援园豫
渊缘远 辕 苑园冤袁 转铁蛋白法检测的阳性率为缘员援源豫渊猿远 辕
苑园冤袁 两者之间也具有统计学差异 渊字圆 越员圆援远愿袁孕 约
园援园缘袁表 猿冤遥
表圆

血红蛋白法和转铁蛋白法检测上消化道出血患者粪
便隐血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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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红蛋白法和转铁蛋白法检测下消化道出血患者粪
便隐血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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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援猿 单一免疫法和联合免疫法检测消化道出血患
者粪便隐血结果比较
在 员源愿 例粪便样本中袁单用血红蛋白法检测的
阳性率为 远园援愿豫渊怨园 辕 员源愿冤袁 单用转铁蛋白法检测的
阳性率为 远源援怨豫渊怨远 辕 员源愿冤袁但是运用联合免疫法渊其
中一种方法阳性即判定为阳性冤进行检测袁其阳性率
提高至 苑缘援苑豫渊员员圆 辕 员源愿冤遥
猿 讨

论

云韵月栽 对消化道出血的诊断有重要价值遥 消化
道溃疡尧胃黏膜损伤尧肠结核尧克罗恩病尧溃疡性结肠
炎尧胃癌尧结肠癌等消化道肿瘤时袁粪便隐血常为阳
性遥 此外袁在流行性出血热患者的粪便中隐血试验
也有 愿源豫的阳性率咱圆暂袁可作为该病的重要佐证袁对抗
凝和溶栓治疗前的风险评估有重要意义咱猿暂遥
化学法隐血试验以邻联甲苯胺法为代表袁主要
基于血红蛋白中的亚铁血红素有过氧化物酶的活
性袁能催化过氧化氢分解释放新生态氧袁从而使色原
物质显色这一原理遥该方法的检测结果易受动物血尧
蔬菜尧铁剂等含有类似物质的食物的影响袁目前临床
上基本已用免疫法替代化学法进行粪便隐血的检
测遥
单克隆血红蛋白法利用金标血红蛋白渊匀遭冤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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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与 匀遭 结合后袁向上扩散分别与测试区的抗 匀遭 抗
体及对照区的 匀遭 结合袁 此时胶体金的颗粒聚集呈
现颜色反应遥 它只针对人 匀遭 抗原表位袁基本排除了
饮食及药物因素的干扰袁被世界卫生组织渊宰匀韵冤和
世界胃肠镜检查协会推荐作为粪便隐血试验的一种
较为可靠的方法咱源暂袁本文也可证明这一观点遥 单克隆
血红蛋白法具有较高的特异性袁 但血红蛋白浓度过
高时也会出现假阴性结果遥 这是由于单克隆抗原抗
体反应中袁 过量的血红蛋白会导致反应体系中抗原
的过剩袁出现后带现象而导致假阴性结果遥 此时袁需
将已稀释的标本再稀释 缘园耀员园园 倍重新测定遥 本文
单克隆血红蛋白法检测出的 怨园 例阳性标本中袁其中
有 怨 例是初次检测为阴性袁经重新稀释后袁才获得阳
性结果的遥 但是用单克隆转铁蛋白法对这 怨 例标本
进行检测袁不需要进行稀释就可直接检测出阳性袁说
明在克服后带现象上袁 单克隆转铁蛋白法优于单克
隆血红蛋白法遥 员源愿 例消化道出血的患者中袁上消化
道出血的患者为 苑愿 例袁 血红蛋白法的检出率为
猿园援愿豫渊圆源 辕 苑愿冤袁 转铁蛋白法的检出率为 苑远援怨豫渊远园 辕
苑愿冤袁而在下消化道出血的 苑园 例患者中袁血红蛋白法
的检出率为 愿园援园豫渊缘远 辕 苑园冤袁 转铁蛋白法的检出率为
缘员援源豫渊猿远 辕 苑园冤袁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粪便标本的
血红蛋白若在消化道内存留时间较长袁 珠蛋白链被
胃酸迅速水解袁在小肠内被蛋白酶降解袁失去单克隆
抗体所特异结合的抗原决定簇遥 同时胃肠道内细菌
的作用也可使粪便中血红蛋白免疫活性丧失遥 可致
假阴性结果咱缘暂遥 此时应增加便样采集量或减少缓冲
液量以提高混悬液中的血红蛋白浓度袁 以提高检出
率遥 也有少数患者的血红蛋白的抗原与单克隆抗体
不匹配袁而引起假阴性遥当临床症状与隐血试验结果
不符时袁可使用转铁蛋白法检测遥转铁蛋白在肠道内
抗菌能力强袁性质稳定袁且其活性持续时间较长袁测
定粪便中的转铁蛋白已成为目前的研究热点咱远暂遥 转
铁蛋白主要存在于血浆中袁 平均含量约 员援圆园耀猿援圆缘
早 辕 蕴遥 在健康人的粪便中几乎不存在袁而在消化道出
血者的粪便中大量存在遥本文数据表明袁单克隆转铁
蛋白法也有一定的假阴性袁 多见于患者本身血浆转
铁蛋白含量较低时袁已知遗传性无转铁蛋白症尧各种
炎性疾病或炎症为主的多种疾病均可导致血浆转铁
蛋白含量低下遥有研究表明袁在分别对患者粪便进行
血红蛋白和转铁蛋白检测时袁约 员园豫的病例呈现转
铁蛋白值较低的现象 咱苑暂袁本文中单克隆转铁蛋白法
的假阴性结果可能是以上原因造成的遥 本文数据显
示袁将两者联合进行检测袁可将隐血试验的阳性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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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至苑缘援苑豫袁大大降低了单一检测的假阴性率遥
综上所述袁血红蛋白法对下消化道出血的检测
较敏感袁转铁蛋白法对上消化道出血的检出率高于
血红蛋白法袁二者联合应用袁可提高消化道出血的检
出率袁 结合临床还可对消化道出血作大致的定位遥
二者联合检测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袁虽然目前还没
有在临床普及袁但是粪转铁蛋白检测作为对消化道
出血的补充手段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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