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于免疫分析系统开发的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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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用途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冠状动脉疾病
心血管疾病危险分层
长期主要不良心脏事件预测

过 氧 化 物 酶

（MPO）是一种

由活化的多形核

白细胞（中性粒细胞）大量

表达并分泌的过氧化物酶。

MPO通过催化氯离子氧化

形成强效抗菌剂次氯酸，在

中性粒细胞的灭菌作用中扮

演重要角色。另一方面，经

证实MPO会对低密度脂蛋

白（LDL）进行氧化修饰，使其转变为高吸收形式，这种形

式的LDL的形成被认为是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关键事

件（1）。因此，MPO被认为是参与心血管疾病发生和发展

的因子。MPO具有强效的促炎症作用，并且可能直接参与组

织损伤。此外，还有研究显示，MPO与肺癌（2），阿尔茨

海默病（3）和多发性硬化（4）的发病机制有关。

天然MPO是一种共价偶联的四聚体蛋白，含有两条糖

基化重链（分子量59-64KDa）和两条非糖基化的轻链（分

子量14kDa），MPO分子的总分子量约为150kDa，理论等

电点为9.2（5）。

MPO 是一种可以作为心肌标志物的炎症指标。经证实，

患者血液MPO水平的升高可作为动脉粥样硬化（6）和冠状

动脉疾病（7）的风险指标。MPO预示着心肌梗死的早期风

险，以及胸痛患者随后30天和6个月内其他主要心脏并发症

髓

的风险（8，9）。MPO作为标志物的价值在于它可以独立

预测预后，而不依赖于其他已知的生化风险因子，包括肌钙

蛋白、肌酸激酶MB同工酶（CK-MB）、C-反应蛋白（CRP）

和血脂。此外，不同于肌钙蛋白I或T、CK-MB和CRP，

MPO能在没有心肌坏死的情况下鉴别患者心脏病恶化危险

性（8）。所有的这些因素使患者的MPO检测成为鉴别胸痛

患者预后的不可缺少的一步。

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会产生抗MPO自身抗体。MPO是

抗嗜中性粒细胞细胞质抗体（ANCA）的主要目标，而

ANCA是某些系统性血管炎症的血清标记物，例如结节性多

动脉炎、微观多动脉炎和肺嗜酸性肉芽肿（Churg-Strauss

症候群）（10）。有报道发现低到中等水平的抗MPO自身

抗体也存在于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血液中。

HyTest提供若干株可用于开发人MPO定量检测免疫

分析系统的单克隆抗体。此外，我们还提供纯化的天然人

MPO抗原和去MPO血清。

临床与科研领域 凝血和贫血 心肌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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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精选出7株可以用于检测临床样本中人MPO的单

克隆抗体。所有精选的单抗均可以灵敏特异地检测MPO，

并且具有很好的反应动力曲线。我们用纯化MPO抗原对这

些单抗在夹心免疫系统、直接ELISA和蛋白免疫印迹平台

中进行了测试。

如果所使用的单抗对于自身抗体敏感，那么临床样本

中自身抗体的存在会严重影响MPO的检测结果。我们用几

对灵敏度最高的单抗组合对含有很高滴度的MPO自身抗体

的血液样本进行了测试，根据测试结果我们推荐了一些对

于自身抗体不敏感的单抗组合（如表1所示）。两组推荐的

单抗配对的校准曲线如图1所示。

HyTest提供的人MPO抗原从白细胞中纯化而得，可

被用作MPO免疫检测的校准品、MPO自身抗体检测系统的

抗原或MPO生物化学及免疫化学研究。纯化的MPO经还原

性SDS-PAGE电泳后显示两条主要条带，表观分子量分别

为60KDa和15KDa（如图2所示）。另外在图2中也可以看

到一条较小的40KDa的条带，该条带在还原性SDS-PAGE

电泳后经常发现（11）。

去MPO血清由混合正常人血清经免疫亲和层析纯化而

得。亲和吸附剂为若干株识别MPO不同位点的特异性单

抗。去MPO血清可以用作制备校准品和标准品的基质。

表 1. 最灵敏的单抗配对。
以下数据基于HyTest内部的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平台。

图 1. 两组MPO夹心免疫分析系统的校准曲线。
使用配对 16E3–18B7 (A) 和18B7–16E3 (B) 。纯化的人MPO作为测试
抗原。

图2. 人MPO的还原性SDS-PAGE电泳。
纯化抗原的上样量为4μg。60kDa的条带和15kDa的条带分别代表MPO
的重链和轻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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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克隆抗体
产品名称 货号 克隆号 亚型 备注
MPO，髓过氧化物酶

MPO，髓过氧化物酶

4M43 2A11 IgG2a EIA

4A4 IgG2b EIA, WB

18B7 IgG1 EIA, WB

4B3 IgG1 EIA

16E3 IgG1 EIA

17G2 IgG2b EIA

19G8 IgG1 EIA

基质

去髓过氧化物酶血清 8MPFS 正常人混合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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