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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衣原体的病原学

• 衣原体（
Chlamydia）

是一类能通过细菌滤器
，严格细胞内寄生，有
独特发育周期的原核细
胞型微生物。过去认为
是病毒，现在归属细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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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原体的病原学（结构）

• 原体（elementarybody，EB）
直径为0.2～0.4μm的小球形颗粒，有胞壁，内有核
质和核蛋白体，发育成熟的衣原体，为细胞外形式。

• 网状体（reticulatebody，RB）
或称始体（initialbody），EB通过吞饮作用进入胞
内，由宿主细胞包围EB形成空泡，并在空泡内逐渐
增大为RB。直径为0.5 ～ 1.0μm，圆形或椭圆形。
RB为细胞内形式，无感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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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原体的病原学
• 严格细胞内寄生

• 生活特性：原体和始体

正常生活周期 持续性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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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细菌区别

其缺乏合成生物能量来源的ATP酶，其
能量完全依赖被感染的宿主。

与病毒区别

其具有DNA、RNA的两种核酸、核糖体
和一个近似细胞壁的膜，并以二分裂方式
进行增殖，能被抗生素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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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原体的病原学（抵抗力）

1. 衣原体耐冷不耐热，56 ～ 60度仅存活5 ～ 10min 

，在-70度可保存数年。

2. 0.1%甲醛液、0.5%石碳酸30min可杀死。

3. 75%酒精0.5min可杀死。

4. 对四环素、红霉素、螺旋霉素、强力霉素及利福平

均很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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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衣原体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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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眼衣原体的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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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殖道沙眼衣原体的危害

1、男性：

无症状，

有临床症状：尿道炎、附睾炎、前列腺炎、精囊炎

睾丸炎、精子质量下降、影响生殖健康、关节炎（Reiter综

合征）、直肠炎、眼结膜炎。

2、女性：

70%无症状，

30%有临床症状：宫颈炎、阴道炎、尿道炎、子宫内膜炎

、卵巢炎、异位妊娠、输卵管不育、直肠炎、眼结膜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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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垂直传播的危害：

新生儿结膜炎：生后5-12日，轻者无症状，有症状的新生儿表
现为轻重不等的化脓性结膜炎，出现黏液性或黏液脓性分泌物，
眼睑水肿，睑结膜弥漫性红肿，球结膜炎症性乳头状增生，日久
可致瘢痕、微血管翳。

新生儿肺炎常在3-16周龄发生。表现为鼻塞、流涕、呼吸急促
，特征性的（间隔时间短、断续性）咳嗽、常不发热。体检发现
呼吸急促、可闻及湿罗音。

三、生殖道沙眼衣原体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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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沙眼衣原体实验室检测方法
参考资料：

1.WS/T 513-2016 生殖道实验衣原体
感染诊断（2017年6月1日实施）

2.WS/T 237-2016 性病性淋巴肉芽肿
诊断 （2017年6月1日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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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测方法
病原学检测

核酸检测

核酸扩增检测

形态学观察

细胞培养

抗原检测

免疫层析

酶免法

直接免疫荧光

血清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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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种标本的采集

• 泌尿生殖道感染：

◇男性：尿道拭子、尿沉渣和EPS等。

◇女性：宫颈拭子/阴道拭子等。

• 眼结膜感染：刮片或分泌物。

• 肺部感染：咽拭子，支气管肺泡洗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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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法学

1、直接涂片法（姬姆萨染色）
◎方法：涂片---姬姆萨染色---镜检包涵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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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部感染：敏感性95%

☆男性尿道：敏感性15%

☆宫颈感染：敏感性41%

应用范围：眼部标本。

◎沙眼衣原体包涵体姬姆萨染色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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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免疫胶体金快速法

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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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2、免疫胶体金快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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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2、免疫胶体金快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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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持板块试剂盒的干燥；

2、细菌污染不能测；

3、检测线颜色深浅程度与样品中抗体的滴度没有一定的必然联

系，即使只有非常弱的色带，也应判定为阳性结果；

4、实验环境应保持一定的温度，避风，避免在高温下进行实验，

测试条从包装中取出后应尽快进行实验，避免放置于空气中过

长时间，导致受潮；

5、严格按操作说明书控制实验结果判定时间，避免错判。

胶体金法操作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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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胶体金快速法检测临床应用

☆敏感性：33.3---49.7%   低

☆特异性：88.1---99.2%   高

缺点： 灵敏度低

临床应用：适合临床症状典型病例的检测

不适合非典型感染的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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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LISA法

原理：Ab－Ag－Ab-酶
－底物－显色

方法：加入标本（孵育后洗板）
酶标抗体（孵育后洗板）
底 物（孵育）
终止液－－机读或肉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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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SA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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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SA操作注意事项
临床ELISA测定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及可能的原因：

问题 1. 弱阳性质控样本检测不出可能的原因：

1）温育时间或温度不够；

2）显色反应时间太短；

3）所用配制缓冲液的蒸馏水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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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SA操作注意事项
问题 2. 测定的重复性差（相同样本两次测定结果不

一致）包括
1）加样本及试剂量不准，孔间不一致；

2）加样过快，孔间发生污染；

3）加错样本；

4）加样本及试剂时，加在孔壁上部非包被区；

5）不同批号试剂盒中组分混用；

6）温育时间、洗板、显色时间不一致；

7）孔内污染杂物；

8）酶标仪滤光片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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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SA操作注意事项

问题 3. 白板（阳性对照不显色）

1）漏加酶结合物；

2）洗板液配制中出现问题，如量筒不干净，含酶

抑制物（如叠氮钠）等；

3）漏加显色剂A或B；

4）终止剂当显色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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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SA操作注意事项

问题 4. 全部板孔均有显色

1）洗板不干净；

2）显色液变质；

3）加底物的吸光受酶污染；

4）洗版液受酶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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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眼衣原体酶免疫法检测临床应用
☆敏感性：79---97%   高

☆特异性：97---99%   高

缺点：需要确证，批量操作

临床应用：临床和健康体检

沙眼衣原体感染的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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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直接免疫荧光试验

• 免疫荧光法：
原理：Ag + Ab---荧光---荧光镜镜检。

方法：涂片---固定---抗体---封片---镜检

结果：原体：单个、针尖大小，苹果绿

荧光 颗粒

阳性：>=10个原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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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荧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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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性：74---90%   高

☆特异性：98---99%   高

缺点： 主观性，荧光显微镜

临床应用：快速检测

非培养法阳性标本的确证

◎沙眼衣原体免疫荧光法检测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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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核酸检测

原理：以单链DNA为模板，4种dNTP为底物，在

模板3’末端有引物存在的情况下，用酶进行互补

链的延伸，多次反复的循环能使微量的模板DNA

得到极大程度的扩增。PCR循环过程为三部分构成

：模板高温变性、引物低温退火、DNA聚合酶在

中温下催化DNA链延伸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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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扩增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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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增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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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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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检测临床应用：
敏感性： 90－97％ 高

特异性:  99－100％ 高
缺 点：实验室条件和技术要求高，成本高

临床应用：
临床早期诊断和健康体检

沙眼衣原体感染的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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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操作注意事项

PCR常见假阳性或假阴性：

1、假阳性原因:
（1）新扩增的目的DNA特异性不强，不仅存在病原菌中，

而且在非病原菌中也有存在。

（2）扩增时退火温度过低造成非特异性条带出现。

（3）在被模板中有杂质污染，这是PCR出现假阳性的最常

见的原因，应严格遵守操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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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操作注意事项

2、假阴性原因

（1）PCR扩增体系中存在Tap酶的抑制剂，如酶类

性质、SOS、血红蛋白等；

（2）模板DNA纯度不够；

（3）模板含量过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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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操作注意事项

• 污染原因:
• PCR反应的最大特点是具有较大扩增能力与极高

的灵敏度；极其微量的污染即可造成假阳性。
1、标本间交叉污染

2、PCR试剂的污染

3、PCR扩增产物污染

4、实验室中克隆质粒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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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操作注意事项

（二）对照试验
1、阳性对照

2、阴性对照

3、重复性试验：选择不同区域的引物进行PCR扩增

（三）防止污染的方法
1、合理分隔实验室：样本处理区

PCR反应液制备区

PCR循环扩增区

PCR产物鉴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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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操作注意事项

2、加样枪使用

3、预混合分装PCR试剂

4、防止操作人员污染

5、设立适当的阳性对照和阴性对照

6、减少PCR循环的次数

7、选择质量好的离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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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质量控制

1、人员要求：进行严格的岗前培训且具有上岗证，
严格按 照操作规程（SOP）进行日常操作。

2、仪器设备的质量控制：定期进行仪器的校验和保
养，特别是加样枪的检定。

3、辅助材料的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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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细胞培养法

• 原理：
衣原体在瘤细胞生长，染色检测

• 方法：

① 制备McCoy细胞接种标本

（2500 转，1h）,去上清加新培养

液（培养48---72h)

② 检测（碘或姬姆萨染色，荧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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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培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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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培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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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培养法检测临床应用

☆敏感性：52---92%     低

☆特异性：99---100%    高

缺点：实验室条件和实验技术要求高，

费时，敏感性低

临床应用：“金标准”方法

方法学评价

沙眼衣原体感染的确证

沙眼衣原体感染的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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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原体阳性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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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之前，细胞培养作为沙眼衣原体检测的“金标准”
2002年后，核酸检测作为沙眼衣原体检测“扩大的金标准”

推荐使用核酸检
测，但考虑到我
国目前的现状，
建议在尚没有能
力的医院开展免
疫层析的方法进
行沙眼衣原体的
检测，尤其是有
症状的患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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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总例数 阳性例数 阳性率

2017年 26763 1508 5.6%

2018年 25912 1648 6.4%

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医学检验科PCR室
CT(衣原体)阳性率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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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纯从尿道、阴道中检出衣原体，而没有任何伴

随的症状，无需治疗。

2.检出衣原体，同时有生殖道炎症或合并性传播疾

病，需进行抗衣原体治疗。

3.孕前检查发现衣原体阳性，有症状或生育要求时

，建议男女双方同时检查，衣原体阳性者，应正

规治疗。

衣原体检测阳性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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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是很常见的性传播疾病。

• 沙眼衣原体引起的疾病范围广泛，可累及眼、生

殖道、直肠等多个脏器，也可导致母婴传播。

• 沙眼衣原体感染的防治具有十分重要的公共卫生

和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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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质量控制

▲外部质量控制

五、实验室质量控制



• 1、实验室人员分工明确。

• 2、实验室人员定期参加培训、进修或专业
研讨会等各类学习班。

• 3、实验室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

• 4、制定实验室检测标准操作程序。

• 5、实验室所有使用仪器应有使用、维护及
保养记录，有温控的仪器每天记录温度。

• 6、所用的试剂应经国家有关部门检验合格
的产品且保存应符合要求。



• 7、质控

(1)开展室内质控，包括使用阳性对照和阴性
对照质控品

(2)参加室间质评：卫健委或区临检中心的室
间质评活动。

• 8、记录（包括LIS、描述性文字记录）

作用：可查询、统计、上报、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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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检测项目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

（1）是否选择好的方法学及灵敏度和特异性都较好

的试剂。

（2）是否严格按sop文件规范做好日常的操作。

（3）是否全员彻实树立室内质控的理念并严格实施。

（4）室间质评结果是否真实反映本身实验室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