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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联合检测多种自身抗体对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的临床诊断价值。方法：收集 SLE 患者 92 例（SLE

组）、其他自身免疫疾病患者 120 例（非 SLE 组）和健康体检者 120 例（对照组），采用免疫荧光法测定三组的抗 Sm 抗体、抗双

链 DNA 抗体（dsDNA）及抗核小体抗体（AnuA），比较三组的抗体检出率。结果：抗 Sm、dsDNA、AnuA 对 SLE 患者的敏感性

依次为 22.2%、41.1%、32.2%，三项联合检测均后提高至 62.2%，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抗 Sm、dsDNA、AnuA

均是诊断 SLE 的敏感性指标，三项联合检测可提高诊断敏感性与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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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ombined detection of autoantibodies in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 team) 

in the clinical diagnosis value. Methods: 92 patients with SLE (SLE group), 120 patients with other autoimmune diseases (non SLE group) 

and 120 cases of healthy subjects (control group), three groups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DNA antibody of anti Sm antibody, anti double 

stranded by immunofluorescence (dsDNA) and anti nucleosome antibody (AnuA), ratio of the positive rate of antibody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hree groups. Results: the anti Sm, dsDNA, the sensitivity of AnuA in SLE patients were 22.2%, 41.1%, 32.2%, the combined 

detection of three items were increased to 62.2%,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Anti Sm, dsDNA, AnuA 

is a sensitive index for the diagnosis of SLE, joint detection can improve the diagnostic sensitivity of three and accu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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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是临床自身免疫性疾病，累及多

脏器、多系统，发病机制与临床表现较为复杂，中医辨证主要

表现为热毒炽盛、阴虚内热、气阴两虚及风湿热痹等，早期诊

断主要依靠临床症状、体征以及检测自身抗体等[1]。抗 Sm 抗

体以及抗双链 DNA 抗体（dsDNA）是目前临床公认的 SLE 诊

断特异性指标，但临床对于两者在 SLE 诊断中的敏感性报道存

在一定的差异[2]。本研究对 SLE 患者应用抗 Sm、dsDNA 联合

抗核小体抗体（AnuA）检测，并评估了联合检测对 SLE 的诊

断效能，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 2013 年 1 月—2014 年 1 月，我院就诊的 SLE 患者 92

例作为 SLE 组，其中，男 8 例，女 84 例，年龄 18～65 岁，平

均为（53.12±2.35）岁。其他自身免疫疾病（如干燥综合征、

类风湿关节炎、多发性肌炎、混合性结缔组织病及系统性硬化

症等）患者 120 例作为 SLE 组，其中，男 14 例，女 106 例，

年龄 20～61 岁，平均（49.75±3.43）岁。同期健康体检者 120

例作为对照组，除外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心肝肾功能异常者，

其中，男 16 例，女 104 例，年龄 20～69 岁，平均（52.1±2.7）

岁。三组年龄及性别构成无明显差异（P＞0.05）。 

1.2 方法 

    受试者入院后均常规采集空腹静脉血 4 ml，及时予以离心

分离后置于-20℃条件下保存待测。采用免疫荧光法测定抗

Sm、dsDNA 及 anti-rRNP 三项抗体，试剂盒由北京原子高科公

司提供，操作严格按照实验室操作规程与试剂说明书进行。 

1.3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数据以统计学软件 SPSS18.0 进行分析，组间率（%）

表示计数资料经 x2 检验，自身抗体与 SLE 之间的相关性以

Logistic 回归分析，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各组自身抗体检测结果比较 

SLE 组抗 Sm、抗 dsDNA 及抗 AnuA 无论单独检测或联合

检测的阳性率均显著高于非 SLE 组与对照组（P＜0.05），详见

表 1。 

2.2 SLE 与血清抗 Sm、抗 dsDNA 及抗 AnuA 的关系分析 

以 SLE 作为因变量，以抗 Sm、抗 dsDNA 及抗 AnuA 作

为协变量，应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抗 Sm、抗 dsDNA 及

抗 AnuA 均与 SLE 显著相关（OR=3.561、2.728、2.933，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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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组自身抗体检测结果比较   [n（%）] 

项目 SLE 组（n=90） 非SLE组（n=74） 对照组（n=80）

抗 Sm 20（22.2） 2（2.7） 0（0.0） 

抗 dsDNA 37（41.1） 3（4.1） 0（0.0） 

抗 AnuA 29（32.2） 2（2.7） 0（0.0） 

抗 Sm+抗 dsDNA 41（45.6） 5（6.8） 0（0.0） 

抗 Sm+抗 AnuA 47（52.2） 4（5.4） 0（0.0） 

抗 dsDNA+抗 AnuA 51（56.7） 5（6.8） 0（0.0） 

抗 Sm+抗 dsDNA+抗 AnuA 56（62.2） 7（9.5） 0（0.0） 

2.3 血清抗 Sm、抗 dsDNA 及抗 AnuA 对 SLE 的诊断效能比较 

联合检测三项抗体后，敏感度较单独检测获得明显提高（P

＜0.05），见表 2。 

表 2  血清抗 Sm、抗 dsDNA 及抗 AnuA 对 SLE 的诊断效能比较 （%） 

项目 敏感度 特异度 阳性似然比 

抗 Sm 22.2 97.3 8.2 

抗 dsDNA 41.1 96.0 10.2 

抗 AnuA 32.2 97.3 11.9 

抗 Sm+抗 dsDNA 45.6 93.2 6.7 

抗 Sm+抗 AnuA 52.2 94.6 9.7 

抗 dsDNA+抗 AnuA 56.7 93.2 8.4 

抗 Sm+抗 dsDNA+抗 AnuA 62.2 90.5 6.6 

3   讨  论 

在中医辨证治疗中，热毒炽盛的患者主要症状为高热持续

不退、口渴、面赤、尿血、小便黄赤、苔黄及脉弦细数等症状；

阴虚内热的患者主要症状为夜间潮热、时高时低、腰膝酸痛、

五心烦热、脱发盗汗等；气阴两虚的患者主要临床症状为全身

乏力、精神萎靡、腰肌酸痛、大便燥结、脉细弱、舌苔薄白等；

风湿热痹的患者的主要临床症状为关节疼痛、屈伸不利、皮疹

鲜红、舌苔黄燥及脉细滑等；肝郁血瘀的患者的主要临床症状

为手足红斑明显，胸膈痞满、黄疸、头晕失眠及脉弦细等；邪

毒攻心的患者的主要临床症状为自汗短气、心烦神疲、失眠多

梦、肢端怕冷、面色苍白及脉微欲绝等；脾肾阳虚的患者的主

要临床症状为颜面及四肢浮肿、腰膝酸软、腹胀食少，严重的

患者可出现尿闭、舌体气促、脉沉细弱等。中医治疗该病时，

主要是清热解毒、凉血消斑、益气养阴、祛风化湿、活血化瘀

等，一般可采用犀角地黄汤、五味消毒饮、补中益气汤、柴胡

疏肝散等配方中药进行加减治疗，在治疗的同时可采用蟒针疗

法对患者进行综合治疗[3]。在治疗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护患者关

节、降低患者体温、保护皮肤、避免阳光的直射对患者造成的

伤害，还要预防感染，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对患者的早日康复

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根据临床研究发现，SLE 的发病过程主要由 T 细胞参与，

且多伴有 B 细胞高度活化，故患者的体内存在多种自身抗体，

还可诱发组织及脏器损伤[4]。诸多临床研究表明，大部分具有

典型临床症状和体征的 SLE 患者中能够检测到多种血清抗体，

认为检测自身抗体对于 SLE 的早期诊断具有重要价值[1]。 

抗 Sm、抗-dsDNA 及 AnuA 是临床普遍认为对 SLE 具有

高度敏感性和特异性的自身抗体。其中，抗 Sm 抗体通常只在

SLE 患者的血液中被发现，但其阳性检出率较低，本组阳性检

出率仅为 22.2%，与李王霞等[5]报道接近。但抗 Sm 抗体不受

疾病活动性及临床表现的影响，故在早期诊断中具有重要意

义。抗 dsDNA 抗体为 SLE 高度致病性和特异性抗体，但其几

乎在任何患者的血清中均有存在，且与临床表现具有密切相关

性，单独应用无法排除 SLE[6]。本研究中，抗 dsDNA 抗体的

敏感度为 41.1%。有研究报道显示，在 SLE 静止期或者治疗好

转以后，抗 dsDNA 抗体可呈阴性，故对于疾病活动度以及治

疗监控具有重要价值[5]。关于 AnuA 与 SLE 病程及病情活动度

之间的关系，目前各研究报道的意见尚不统一，有学者认为两

者之间密切相关，但仍有部位学者认为两者无明显相关性[5]。

本研究结果显示，抗 Sm、抗-dsDNA 及 AnuA 均与 SLE 呈显

著相关性，三者单独检测时对于 SLE 的特异度均较高，但敏感

性较低。将三者两两结合进行检测，敏感度获得显著提高，但

仍未超过 60%。将三者联合检测结果显示，敏感度提高至

62.2%，较单独检查显著提高。 

综上所述，将抗 Sm、抗-dsDNA 及 AnuA 联合检测具有相

互补充与相互印证的作用，可避免单独检测时灵敏度不高而导

致漏诊的情况，对于 SLE 的早期诊断鉴别具有重要意义，值得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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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 

镇万雄主任医师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经验 

镇万雄主任从事中医风湿病学临床研究 40 余年，治疗系

统性红斑狼疮（SLE），从先天禀赋不足，后天六淫侵袭等角度，

提出分期论治，辨证的治疗思想，减少了患者治疗后的不良反

应和病情复发及感染的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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