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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长沙爱尔眼库和成都康桥爱尔眼库共 /A% 例角膜供体血清学检测结果进行分析#评价
角膜供体的安全性&!方法!对 #%88 年 8 月至 #%8$ 年 8# 月长沙爱尔眼库和成都康桥爱尔眼库角膜捐献者的
血清学检测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采用胶体金法或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7U\,检测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 N̂;\M,'丙型肝炎病毒+ T̂Z,'梅毒螺旋体+VS,和人免疫缺陷病毒+ 7̂Z,&!结果!/A% 例角膜捐献者中有 >"
例传统病血清学检测结果阳性#阳性率为 8#k<&l& 其中#/% 例角膜供体 N̂;\M阳性+占 <k">l,#" 例角膜供体
T̂Z抗体阳性+占 %kA&l,#88 例角膜供体 VS抗体阳性+占 8k&#l,## 例角膜供体 7̂Z抗体阳性+占 %k"8l,#

" 例角膜供体 N̂;\M和 T̂Z抗体同时阳性## 例 T̂Z抗体和 VS抗体同时阳性#8 例角膜供体 N̂;\M和 7̂Z抗
体同时阳性#8 例角膜供体 N̂;\M和 VS抗体同时阳性&!结论!血液传染病检测结果阳性比例较高#对角膜受
体以及眼库工作者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因此#对角膜供体进行严格的血清学检测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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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库的主要任务是收集'筛选'处理和保存捐献者
角膜#为角膜移植手术提供安全'高质量的角膜供体材
料& 目前已经证实狂犬病和乙型肝炎会通过角膜移植
传播导致受体死亡

/8[#0 & 其他传染性疾病#如梅毒'丙

型肝炎'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等也有可能通过供体
传播& 这些疾病会严重威胁受体的健康和生命#因此
保证供体组织的安全性至关重要& 目前#我国眼库现
代化发展刚刚起步#尤其应该重视角膜供体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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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本研究中对长沙爱尔眼库和成都康桥爱尔眼库
#%88 年 8 月至 #%8$ 年 8# 月的角膜供体血清学检测传
染病的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以了解眼库中角膜供体
传播传染性疾病的风险&

;6材料与方法

;1;6材料
收集长沙爱尔眼库和成都康桥爱尔眼库 #%88 年

8 月至 #%8$ 年 8# 月 /A% 例角膜供体的全部血清学检
测资料#分析眼库供体禁忌证中的严重传染性疾病#包
括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 I2G)C*C*;ND*E,;;,E-)42
).C*M2.# N̂;\M,'丙型肝炎病毒 + I2G)C*C*;T D*E,;#
T̂Z,抗体'梅毒螺旋体+CE2GF.2()G)++*J,(#VS,抗体
及人免疫缺陷病毒 + I,(). *((,.FJ2-*4*2.43D*E,;#
7̂Z,'9%型抗体化的阳性率&

;1>6方法
以捐献者去世前 8 个月内所在医院的化验报告单

为依据*捐献前未做检测或无合格检测资料的捐献者
于去世前采集肘静脉或去世后 #A I 内采集锁骨下静
脉血送至长沙爱尔眼科医院或成都康桥眼科医院检验

科检查& 长沙爱尔眼库 #&/ 例角膜捐献者的乙型肝炎
的检测采用胶体金法#丙型肝炎'梅毒和获得性免疫缺
陷综合征的检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 +2.O3(2=
+*.P2J *((,.F;FEH2.C);;)3#']7U\,#检测试剂盒分别
为 N̂;\M诊断试剂盒'VS抗体诊断试剂盒' 7̂Z抗体
诊断试剂盒和 T̂Z抗体诊断试剂盒+珠海丽珠试剂
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康桥爱尔眼库 "/A 例角膜捐献
者的血清学检测均采用 ']7U\法#诊断试剂盒为
N̂;\M诊断试剂盒'VS抗体诊断试剂盒' 7̂Z抗体诊
断试剂盒和 T̂Z抗体诊断试剂盒+厦门英科新创科
技有限公司,& 其中#长沙爱尔眼科医院检验科初筛
的 & 例梅毒阳性和 " 例 7̂Z阳性的血清标本未进行
二次确认#均做阳性处理& 成都康桥眼科医院检测的
& 例梅毒可疑阳性的血清标本再送至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检验科进行二次确认+其检测试剂由成都艾迪康生
物检测公司提供,& 所有操作均按生产厂家所附的操
作说明书进行& 对所有供体角膜采集前的体表检查'
性别'死亡原因'年龄和职业等相关情况进行分析&

>6结果

>1;6角膜供体的体表检查及血清学检测
/A% 例角膜供体均无传染病高危因素#其尸体体

表检查均未发现感染病灶和纹身图案#无毒品注射后
留下的针眼痕迹& 血清学检测结果发现#/A% 例角膜

捐献者中有 >" 例传染病血清学检测结果阳性#阳性率
为 8#k<&l& 其中#/% 例角膜供体 N̂;\M阳性 +占
<k">l,#" 例角膜供体 T̂Z抗体阳性 +占 %kA&l,#
88 例角膜供体 VS抗体阳性+占 8k&#l,## 例角膜供
体 7̂Z抗体阳性+占 %k"8l,#" 例角膜供体 N̂;\M和
T̂Z抗体同时阳性## 例 T̂Z抗体和 VS抗体同时阳
性#8 例角膜供体 N̂;\M和 7̂Z抗体同时阳性#8 例角
膜供体 N̂;\M和 VS抗体同时阳性& 血清学检测结果
阳性的角膜均按生物危险品处理#不用于手术和教学&
>1>6不同性别捐献者中传染病阳性捐献者的比例

从性别比例来看#所有捐献者中男性 A%> 例#传染
病阳性捐献者 /8 例#阳性率为 8Ak<$l& 女性 #"# 例#
传染病阳性捐献者 ## 例#阳性率为 <kA>l&
>156角膜捐献者死亡原因

角膜捐献者死亡原因的关系如表 8 所示#其中在
恶性肿瘤阳性供体中# N̂;\M阳性率为 &>k"8l
+/$9>",#肝癌的 N̂;\M阳性率为 8%%l+8$98$,&

表 ;6角膜捐献者的死亡原因分布/#+Z,0

死亡原因 总捐献者 血清学阳性捐献者

恶性肿瘤 #>>+ A$k%%, A%+ A>k8<,
心脑血管疾病 88&+ 8>k#>, 8#+ 8AkA/,
意外死亡 />+ 8%k/", <+ 8%k>A,
其他原因 8/&+ #/k%<, ##+ #/k$8,
总计 /A%+8%%k%%, >"+8%%k%%,
!

>1数6血清学检测结果阳性与年龄的关系
>" 例血清学检测为阳性的角膜捐献者中#年龄为

8" j<# 岁#平均+A>kA<q8&k<8,岁& 其中# N̂;\M阳性
捐献者在各个年龄段均有分布#A% 岁以上者占 &"l&
VS阳性捐献者也集中在 A% 岁以上#占 <%k<8l&
T̂Z' 7̂Z阳性捐献者年龄为 #% j"% 岁&

>126阳性捐献者职业分布
将捐献者的生前职业分为居民'农民'工人'干部'

学生及学龄前儿童和其他职业#其职业分布情况如表
# 所示#结果显示血清学检测阳性捐献者中学生及学
龄前儿童的阳性率最低#其他各种职业阳性率的差别
不十分明显&

表 >6血清学检测结果阳性捐献者的职业分布

职业 总例数 阳性例数 阳性率+l,
居民 8"% 8" 8%k%%
农民 8#> #" 8&k<&

工人 >8 > <k>>

干部 #& / ##k##

学生及学龄前儿童 8%$ 8 %k<$

其他 8/< "# 8>k<"

总计 /A% >" 8#k<&

!注"其他"其他职业或职业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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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讨论

角膜移植可能传播多种传染性疾病#已经有相关
文献明确报道#狂犬病和乙型肝炎可以通过角膜移植
传播

/8[#0 #研究还表明 T̂Z通过角膜移植使受体感染
的可能性非常大

/"0 #其他疾病虽未明确报道#但并非
说明不会传播#可能是因为目前条件难以检测#或者未
做相关的检测& 眼库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提供安全'
合格的供体组织#我国眼库对于角膜供体传染病监测指
标标准尚不统一

/A0 #因此#眼库对于供体的严重传染性
疾病必须严格检测&

本研究中调查的 # 个眼库都是国家批准的标准眼
库#在供体采集之前均进行了严格的病史等筛查#已经
排除了明显的传染病高危供体& 但是从本研究统计的
# 个眼库的化验结果可以看出#这些角膜捐献者常见
传染病的患病率为 8#k<&l#与以前报道的 >k>l /$0 '
8#k>Al //0

相比有所增加& 而这一比例还是在眼库已
经预先排除了供体有高危因素的情况下#如果在筛查
角膜供体前未做相关病史的采集#而是将所有可获取
的供体角膜均纳入眼库#其阳性率将会更高#传播疾病
的风险将更大& 因此对角膜供体进行血液化验的工作
必不可少#这对保护眼库工作人员和角膜受体的安全
至关重要&

目前对供体材料检测的方法有很多#国内眼库主
要采用血清免疫学方法& 长沙爱尔眼库和成都康桥爱
尔眼库采用的是胶体金法和 ']7U\#胶体金免疫层析
法检测的最大优点是操作简单'快速'方便#但由于胶
体金显色需要较高浓度的标志物#故其灵敏度会受到
一定限制

/&0 *']7U\法具有很高的灵敏度和特异性#不
仅可以对 N̂Z进行定性检测#还能够进行半定量测
定

/>0 #但是 ']7U\法在传染病检测准确性的影响因素
有很多#如反应速度'反应时间'加样控制'洗涤是否彻
底等#而且该方法检测步骤较多#所需时间较长#因此#
对检测人员的技术要求较高#选择有经验的检测员是
减少误差的关键& 另外#角膜供体在感染 N̂Z和
T̂Z最初约 ># J 内无法检测到抗体#被称为窗口期#

']7U\法检测角膜供体 N̂Z和 T̂Z筛选存在窗口期
假阴性问题#用此期间的角膜供体移植仍然可造成角
膜移植接受者的感染

/<0 & 而实时荧光定量 STB检测
的窗口期仅约为 8A J#可以显著降低假阴性率 /8%[880 #
STB技术还具有检测灵敏度高'快速'可定量'多位点
检测'成本低廉'易于推广等优点#可作为今后传染病
检测的新方法&

在这些传染病检测阳性的供体中# N̂;\M阳性率

最高#高达 <k">l& 值得注意的是#在肝癌捐献者中
N̂;\M阳性率达 &$l+8$9#%,#阳性供体中的肝癌捐
献者均为 N̂;\M阳性& 全国乙型肝炎血清流行病学
调查表明#中国人群 N̂;\M携带率为 &k8>l /8#[8"0 &
本研究中眼库供体 N̂;\M阳性率为 <k">l& N̂;\M
阳性率高的原因与我国 N̂;\M阳性携带者比例高有
关#另外也与本研究中眼库目前不得不采用一些肝癌
等肿瘤患者供体的情况有关& 众所周知#乙型肝炎'肝
硬化与肝癌的发病密切相关#所以我们不仅要关注肝
癌捐献者 N̂;\M的阳性率#也要关注肝炎和肝硬化捐
献者的血清学检测&

本研究中两家眼库的第二大传染病检出率是梅

毒#共 88 例 +占 8k&#l, VS阳性供体被检测到& 据
_ 6̂统计#世界每年仍有 8 #%% 万的梅毒新发病例#
且 <%l以上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8A0 #是危害人类健康
和生命的主要性传播疾病之一& 中国的梅毒发病率近
年有上升趋势#应引起注意& 本研究中 "% 岁以上的年
龄组中均发现 VS阳性者#且 " 例 VS抗体阳性捐献者
合并 T̂Z抗体' N̂;\M阳性#因此梅毒血清学检测应
该作为眼库的常规检测#发现 VS抗体阳性时也不应
忽视对其他常见传染病病毒学的检测&

丙型肝炎是本研究中检测到的另一个严重传染性

疾病#其预后较乙型肝炎更差& 本组供体中# T̂Z抗
体阳性捐献者占 %kA&l#丙型肝炎易与其他传染性疾病
共存#在爱尔眼库近 $ 年的角膜捐献者中# T̂Z与
N̂Z'VS同时阳性的捐献者占所有阳性捐献者的

/k%#l&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一种现代医学尚无法治

愈的疾病#尽管没有证据证明可以通过角膜移植传播#
但是不能保证其不会传播&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原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 #%8" 年 < 月 "% 日公
布数据显示#中国现存活 7̂Z感染和获得性免疫缺陷
综合征患者约有 A"kA 万例& 本研究眼库中也检测到
# 例 7̂Z阳性供体#8 例 7̂Z阳性捐献者同时伴有
N̂;\M阳性#说明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威胁已经
不容忽视& 这 " 例供体年龄均为 #% j"% 岁并意外身
亡#这也可能与年轻人吸毒'多个性伴侣等原因有关#
这些病史在筛查中并没有发现#也没有发现相关体征#
因此在对 7̂Z的检测中#除了常规检查外#血清学检
测至关重要#尤其对于青壮年捐献者应该重点关注&

本研究中还注意到#/A% 例捐献者中恶性肿瘤死
亡者 #>> 例#占 A$l#为最常见的死因*传染病阳性供
体中也是恶性肿瘤患者占比最高#占 A>k8#l#其中#
"/ 例供体 N̂;\M阳性# N̂;\M阳性率高达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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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 在这些恶性肿瘤中#肝癌数量最多#占
"&k$%l+8$9A%,#且肝癌供体均为 N̂;\M阳性& 由此
可以 看 出# 恶 性 肿 瘤 供 体 的 阳 性 率 达 8"k><l
+A%9#>>,#肝癌最多#达 $k#8l +8$9#>>,#其次为肺
癌#占 #kA"l+&9#>>,& 因此#对于一些肿瘤供体#尤
其是肝癌和肺癌#应该谨慎使用& 另外#男性阳性率比
女性高 $kA&l& 在职业分类上#本研究结果显示血清
学检测阳性捐献者中学生及学龄前儿童的阳性率最

低#其他各种职业阳性率的差别不十分明显&
总之#从目前眼库血清学检查看#中国角膜供体筛

查过程中乙型肝炎'梅毒'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等严
重传染病检出率较高#其中以乙型肝炎为主#应该引起
大家的重视#提高警惕#严格实施血清学检测#保证眼
库供体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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