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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吸毒人群中应用ＥＬＩＳＡ检测尿液及
血液标本中ＨＩＶ一１抗体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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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牵ｊ角暇毒人群静稼液和血液标本钕测ＨＩＶ一１抗体结果静一致性。方法

对菜市强制戒毒所２７３裥吸毒

者分别采集其尿液和血液标本，腹用ＥＬＩＳＡ方法分别采用撩液和血液初筛试剂检测尿液和血液标本中的ＨＩＶ一１抗体。结粜

２７３

例中寅９４例血液标本的ＨＩＶ一１抗体为阳性，其平行尿液标本中有９３例ＨＩＶ一１抗体为阳性。分糖结果表明应用尿液、血渡标本检
瀵ＨＩＶ一１抗体方法懿一致毪宠９９．６％。戆论采蘩藩渡试麴进行ＨＩＶ一１抗薅裣滤结果是可靠秘，两且是缀褥夭蔻鑫接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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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尿液６－－８ｍｌ；静脉采集血液标本３～５ｍｌ，离心取盥
清嚣２～８＂Ｃ待检测。

里普特生物医学公司（Ｃａｌｙｐｔｅ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

１．３检测方法

ｔｉｏｎ）研铡生产，１９９６年经美黧ＦＤＡ正姣批准上枣。

１．３．１

其通过酶联免疫方法在体外检测尿液中是否存在

Ｔｅｋｎｉｋａ（荷兰。阿克苏）公司提供的试剂盒，试剂批

ＨＩＶ一１抗体，以此作为初筛检测方法判定被检者是

号：９９１１０３０５，按其使用说明书进行操作。

否感染｝｛ＩＶ一１。隽比较应赐ＥＬＩＳＡ方法检测联滚

１。３。２尿液标本ＨＩＶ一１抗俸检测：使耀Ｃａｌｙｐｔｅ

和血液标本ＨＩＶ一１抗体的一致性，我们于２０００年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１０月在菜市强制戒毒所平行采集２７３例吸毒者的尿

—ｌ Ｕｒｉｎｅ

血液标本ＨＩＶ抗体捻溅：使麓Ｏｒｇａｎｏ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公司提供的ＣａｌｙｐｔｅＴＭ

渡褒盘液标本，应瓣ＥＬＩＳＡ方法平行检测其尿滚穰

其使用说甓书进行操佟。

血液标本中的ＨＩＶ一１抗体。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２结果

１对象岛方法
Ｉ。Ｉ捡测对象巢市强制戒毒所近裳入所的２７３铡

ＨＩＶ

ＥＩＡ—ＰＲＣ试剂盒，试剂批号：ｌ＜０３４０９，按

在２７３例吸毒者中有９４例血液ＨＩＶ～１抗体阳
性，１７９铡血液ＨＩＶ一１撬体阴性；在辨倒您液ＨＩＶ

吸毒者。

一１抗体阳性者中有９３例平行的尿液标本ＨＩｖ一１

１．２标本采集对２７３例吸毒者平行采集尿液和斑

抗体亦呈阳性，另有１８０例尿液标本ＨＩＶ～１抗体呈

液标本分剜进行编号，尿液标本露带有蓑子的容器收

戮性。以血液标本势准，尿液标本捡溅ＨＩＶ一１抗体
的特异性为ｌＯＯ％。应用ＥＬＩＳＡ方法进行尿液、血

作者单德：１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北京市１０００５０）；２
广露皂治区邂生防疫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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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标本检测ＨＩＶ一１抗体的一致性为９９．６％（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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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应用血液、尿液标本检测ＨＩＶ一１抗体一致性的比较

ＪＣｈｉｎＡＩＤＳ／Ｓ１＇ＤＰｒｅｖＣｏｎｔ

Ｖ０１．７Ｎｏ．１ Ｆｅｂ．２００１

受；目前尚未发现艾滋病病毒可通过尿液传播。因此
可避免采集和处理样品时感染的危险；此技术使用未
处理的尿液标本，无须防腐剂，尿液中的ＨＩＶ抗体可
在室温下保存５５天或２℃～８℃环境一年内保持稳
定，因此尿液标本可在正常的条件下被邮寄或运输而
不降解（有无防腐剂均可）；可自己采集尿液标本送临

３讨论
１９８５年以来，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Ｆ【）Ａ）先
后批准了采用血液（血清和血浆）、唾液和尿液作为标
本检测人体ＨＩＶ抗体的检测方法。我国现行的ＨＩＶ
检测方法主要以检测血液标本为主。研究结果表明
尿液ＨＩＶ抗体检测方法具有同血液ＨＩＶ抗体检测
方法非常近似的结果［１．２］。和血液ＨＩＶ抗体检测方

床匿名检测。这些优点使得在大范围的人群中开展
ＨＩＶ检测成为可能，尤其对于不愿或不便于采血的
少数民族和广大农村地区进行ＨＩＶ检测更易于被接
受。为开展各类人群的ＨＩＶ流行病学调查提供了良
好的实验室方法，在各类ＨＩＶ高危人群、ＨＩＶ感染低
危人群及临床开展匿名ＨＩＶ检测具有推广与应用价
值。

法一样，具有好较的可信度。尿液艾滋病病毒（ＨＩＶ
一１）抗体酶联免疫诊断方法（Ｃａｌｙｐｔｅ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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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尿诊断试剂河南现场考核结果
郑锡文１

王

哲２黄石１

为了考核由ＦＤＡ批准、中国ＳＤＡ注册的美国卡
里普特生物医学公司（Ｃａｌｙｐｔｅ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

ｔｉｏｎ）生产的尿液艾滋病病毒（ＨＩＶ一１）酶联免疫诊断

李

莉１

３的有１１份，其余２份为２．１３８及２．９６６；而１４份阴
性标本的ＯＤ值均介于０．１２６～０．２１０之间（表１）。
表１河南现场血、尿试剂对比检测结果

试剂在现场作为初筛试剂的效果，我们在河南省进行
其它项目调查时，将该尿诊断试剂与荷兰进口的检测
血液ＨＩｖ抗体的阿克苏试剂进行比较，结果见表１。
本次考核由于样本量较小，结果仅供参考，但值
得一提的是，尿诊断试剂实验显示，ＨＩＶ抗体阳性标
本与阴性标本的ＯＤ值与ｃｕｔ ｏｆｆ值均有较大的距
离，因此十分容易判断。本次实验的ｃｕｔ ｏｆｆ值为
０．３３４。其中１３份ＨＩｖ抗体阳性标本中ＯＤ值大于
作者单位：１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北京市１０００５０）；２河
南省卫生防疫站

万方数据

本次检测结果显示：尿诊断试剂检测抗ＨＩＶ一１
抗体敏感度为１００％，特异度为１００％。
（收稿：２００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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