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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估计，全球大约有３ ７００万到４

ＨＩＶ感染后，确定感染的病毒标志物依次出现的顺序为：

５００万人携带有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ｕｍａｎ 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病毒ＲＮＡ，病毒蛋白ｐ２４抗原，ＨＩＶ抗原的抗体。在ＨＩＶ感染

ｖｉｒｔｌ８，ｍＶ），仅在２００５年这一年中，ＨＩＶ的新感染人数就有

后２周内（１０．１４天），血液中病毒ＲＮＡ的数量呈指数级递增，

ｄｅ－

直到宿主的体液和细胞介导的免疫应答控制了ＨＩＶ的复制。病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ＩＤＳ）死亡病例为２８０万到３６０万。自从

毒ＲＮＡ的水平是判断病毒复制情况的重要指标。通常，在其逐

１９８１年第一例ＡＩＤＳ被确诊以来，已经有超过２ ０００万人死于

渐降低到—个相当平稳的水平，也就是我们所知的调节点（８ｅｔ—

此病ｆＩ】。自１９８５年我国发现第一例ＨＩＶ感染者以来，ＨＩＶ／ＡＩＤＳ

ｐｏｉｎｔ）ｌ：２前的两三个月内，病毒ＲＮＡ的水平达到或接近１００万

已从局部流行进入广泛流行的快速增长期，截至２００５年８月，

拷贝，毫升。在ＡＩＤＳ时期，病毒复制再次呈指数级，病毒ＲＮＡ

全国共报告ＨＩＶ感染者１３２ ５４５例。其中ＡＩＤＳ患者３０

的水平再次Ｅ升。对于没有接受抗逆转录治疗（Ａｎｔｉ

４９０万到６６０万，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Ａｅｑｕｉｒｅｄ
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ｍｍｕ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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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死亡人数７ ６４３例。我国约有８４万ＨＩＶ感染者，只有５％的

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ＲＴｒ）的个体，从感染ＨＩＶ到发展为ＡＩＤＳ的时间通

携带者可以确诊，发病的有８万人。按人口比例计算，与世界其

常为１０年。病毒蛋白ｐ２４抗原也能在血液中被检测到，病毒蛋

他ＨＩＶ感染高发地区相比，我国ＨＩＶ的总感染率虽尚属低水

白ｐ２４抗原的增加与病毒的复制相平行。

平，但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其潜在感染者的数量将
大幅增长，这必须得到重视闭。

抗体出现前的一段时期称为窗口期，其特征为：血清ＦＩＩＶ
抗体阴性，可检测到病毒血症（通过测定病毒ＲＮＡ和病毒蛋白

ＨＷ是慢病毒属逆转录病毒家族中的一个成员。ＨＷ最初

ｐ２４抗原）。变化的ＣＤ４ｑ＂淋巴细胞水平。窗口期结束，特异性的

攻击的是人类的免疫系统，如ＣＤ４＂Ｔ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和树

ＨＩＶ抗体就能被检测到，ＨＩＶ抗体通常在感染后３４周出现，

突状细胞；它可直接或间接地破坏ＣＤ４＇Ｔ淋巴细胞，而ＣＩＭｑ＂

但其也与应用的特异性抗体检测方法和不同的个体免疫应答

淋巴细胞是免疫系统发挥正常功能所必需的，当足够量的ＣＩＭ＋

有关。尽管有报道少数人６个月才出现ＨＩＶ抗体，但不论采用

Ｔ淋巴细胞被ＨＩＶ病毒破坏以后，免疫系统的功能将遭受极大

什么方法，大多数ＨＩＶ感染者２～３月后都能检测到ＨＩＶ抗体。

的破坏，导致我们所知的ＡＩＤＳ。ＨＩＶ也可以直接攻击身体的器

在ＨＩＶ感染的整个过程中，ＣＤ４淋巴细胞的水平一直在逐渐下

官，如肾、心脏和脑，导致肾衰竭、心脏病、痴呆和脑病。由于免

降，当其水平降低到２００个细胞／毫升血液时，严重的免疫缺陷

疫系统功能的丧失，ＨＩＶ感染者还要面Ｉ临更大的问题：如何避

就发生了。此时的个体就被定位为ＡＩＤＳ患者。

免机会性感染和癌症【Ｉｌ。
对于ＡＩＤＳ，至今尚无确切、有效的药物可以治愈，患者最

确定ＨＩＶ感染的实验室检测方法在全世界范围已经被应
用了二十多年，在拯救生命方面，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其主

终几乎都将死于反复感染或肿瘤。因此，建立一种灵敏性高、特

要检测手段有两大类：血清学检测和分子生物学检测。

异性强、高通量的检测方法，早期筛选出ＨＷ感染者并指导其

２血清学检测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使用抗病毒的药物重建机体和免疫功能

早期对Ｉ－ＩＩＶ的诊断主要依靠血清学试验检测抗ＦＩＩＶ抗

及积极治疗各种机会性感染，增加患者的生存机会显得极为重

体，间接地诊断ＨＩＶ感染。主要采用的方法有：酶联免疫吸附分

要。

析法（Ｅｎｚｙｍｅ—Ｌｉｎｋｅｄ Ｉｍｍｕｎｏｓｏｒｂｅｎｔ ａｓｓａｙ，ＥｕＳＡ）用于检测抗

１

ＨＩＶ感染期间的宿主和病毒标志物
在ＦＩＩＶ感染期间，宿主和病毒标志物（Ｍａｒｋｅ玛）通常被用

体并进行筛选诊断；蛋白质印迹法（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ｏｔ，ＷＢ），线状免
疫分析法（Ｌｉｎｅ］ＹｌｌＩＩｌｔｌｒｌｏ ａｓｓａｙｓ，ＬＩＡ）和间接免疫荧光法（ｈｄｉ弛ｃｔ

来诊断感染，观察病毒复制、疾病进程和免疫状态ｐ等。Ｉ－ＨＶ感

ＩｍｍｕｎｏｔｌａｏｒｅｓｃｅｉｌＣ．，ｅ ａｓｓａｙ，ＩＦＡ）用于证实诊断。

染后，不同的个体间这些标识物的出现具有相当的一致性。这

２．１

些标识物出现的时间间隔决定着检测目标如抗体、抗原、分子
或ＣＤ４的确定和选择哪种方法进行检测及检测的目的。

ＥＬＩＳＡ

最初选择ＥＬＩＳＡ检测ＨＩＶ抗体并不是因为其操作简单，适
合于大规模血液筛查，而是因为ＥＬＩＳＡ在其他各种感染源筛查
．．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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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成功应用。该方法不需要用放射性底物，且具有敏感性和

随着分子生物技术的发展，核酸检测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

相关的特异性。用ＥＬＩＳＡ检测ＨＩＶ抗体的方法经过不断的改

的重视，它可直接检查ＨＩＶ ＲＮＡ，可在发现血清学变化之前检

进，已经发展到第四代，其敏感性和特异性也得到了不断的提

测ＨＩＶ，而且比病毒蛋白ｐ２４抗原检测方法更灵敏。２０世纪９０

高闱。间接ＥＬＩＳＡ是一种应用最广、最经济的ＨＩＶ抗体检测方

年代初，分子生物学技术被用于检测和定量血液中的病毒核酸

法。抗原夹心ＥＬＩＳＡ能够检测所有类型的抗体，包括感染早期

含量，到目前为止，主要有以下几种分子生物学的方法被应用

产生的ＩｇＭ，使早期感染检测的敏感性增加，但相对较为昂贵闭。

于ＨＩＶ感染的检测：反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１１ｌｅ陀ｖｅｎ把ｔｒａｎ—

在抗原夹心ＥＬＩＳＡ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病毒蛋白ｐ２４抗原

ｓｅｒｉｐｔｉｏｎ

的检测。即将Ｈ１Ｖ抗原和抗ｐ２４的抗体同时包被反应板，同时

扩增（Ｎｕｃ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ＡＳＢＡ），转录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ＭＡ），连接酶

ｐｏｌｙｍｅｍｓｅ ｃｈａｉ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ＲＴ—ＰＣＲ），核酸序列依赖性

检测血清中的ＨＩＶ抗体和病毒蛋白ｐ２４抗原罔。另外，应用ＥＬＩＳＡ

介导的扩：ｔ者（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也可以检测病毒蛋白ｐ２４抗原，但因其敏感性低，在进行病毒

链反应（１ｉｇａｓｅ ｃｈａｉｎ ｍａｃｆｉｏｎ，ＬＣＲ），支链ＤＮＡ（Ｂｒａｎｃｈｅｄ

蛋白ｐ２４抗原分析时，需采用免疫复合物分离技术（Ｉｍｍｕｎｅ

ＤＮＡ，ｂＤＮＡ）。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技术（ＲｅＭ—Ｔｉｍ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ｄｉ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ＣＤ）用。在ＥＬＩＳＡ技术的基础上，快速而又

ＰＣＲ）和免疫ＰＣＲ技术（Ｉｍｍｕｎｏ—ＰｃＲ）等。

简便的检测方法，如明胶颗粒凝聚技术和斑点印迹试验得以应

３．１反转录聚合辟越式反应

ｃｈａｉｎ

用，因其操作简便，不需要特殊的仪器和专业人员，在发展中国

ＲＴ—ＰｃＲ是将ＲＮＡ的反转录（ＲＴ）和ｅＤＮＡ的聚合酶链式

家很快得到广泛应用。但快速检测也有自身的缺点，如假阳性

扩增（ＰＣＲ）相结合的技术。首先经反转录酶的作用将ＲＮＡ合成

结果的出现、结果判断的主观性、昂贵的检测成本Ｍ等。

ｅＤＮＡ，再以ｅＤＮＡ为模板，扩增合成目的片段。ＲＴ—ＰｃＲ技术

２．２蛋白质印哇法

灵敏度高而且用途广泛，可用于检测细胞中基因表达的水平，

蛋白质印迹法”巴黾一种最为被广泛接受的检测抗体的证实

细胞中ＲＮＡ病毒的含量和直接克隆特定基因的ｅＤＮＡ序列。

诊断技术，基本原理是ＨＩＶ全病毒抗原经过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

作为模板的ＲＮＡ可以是总ＲＮＡ、ｍＲＮＡ或体外转录的ＲＮＡ产

将分子量大小不等的蛋白带分离开来，然后再把这些已经分离

物。ＲＴ－ＰＣＲ使ＲＮＡ检测的灵敏性提高了几个数量级，使一些

的不同蛋白带电转移到硝酸纤维素膜上。将此膜切割成条状，

极为微量的ＲＮＡ样品分析成为可能ＩＵｌ。

每一条硝酸纤维素膜上均含有经电泳分离过的ＨＩＶ病毒抗原。

３．２柱■序列依棘性扩．１１１４１

将待检血清样品用稀释液稀释成１：１００，再把它直接加到硝酸

ＮＡＳＢＡ是由一对引物介导的、连续均一的、体外特异性核

纤维素膜上，恒温振荡，使其充分接触发生反应，血清中若含有

苷酸序列等温扩增ＲＮＡ的新技术。其基本原理是：提取病毒

抗ＨＩＶ抗体，就会与膜条上的抗原带相结合。加入抗人１６；酶

ＲＮＡ，加入ＡＭＶ逆转录酶、ＲＮＡ酶Ｈ、Ｔ７ ＲＮＡ聚合酶和引物

结合物和底物后，即可使有反应的抗原一抗体结合带呈现紫褐

进行扩增。整个反应分非循环相和循环相：在非循环相中，引物Ｉ

色，可根据出现条带情况判定结果。但免疫印迹法的特异性不

与模板ＲＮＡ退火后在ＡＭＶ逆转录酶的作用下合成ｅＤＮＡ，形

是很高，有约２％的假阳性率，且当非病毒蛋白在待测的样本中

成ＲＮＡ：ＤＮＡ杂合体，随即ＲＮＡ酶Ｈ降解ＲＮＡ，引物Ⅱ与

出现时，就会出现不确定的结果。

ｅＤＮＡ退火，在反转录酶作用下合成第二条ＤＮＡ互补链。双链

２．３线状免疫分析硅

ＤＮＡ可在Ｔ７ ＲＮＡ聚合酶的作用下，经其启动子序列启动而转

线状免疫分析法『１１１的原理与蛋白质印迹法的原理相似，由

录ＲＮＡ，ＲＮＡ又可在反转录酶的作用下反转录成ＤＮＡ，进人循

于抗原蛋白不需要从培养的淋巴细胞病毒裂解得到，排除了非

环相，对模板进行大量扩增，反应在４２℃进行，可在２ ｈ内将

特异性宿主蛋白的影响，降低了非感染人群的不确定结果；合

ＲＮＡ模板扩增约１０９倍，比普通ＰＣＲ高１０３倍，不需要特殊的

成或重组的抗原能应用最合适的浓度作为标准，使点与点之间

仪器，是一种快速、简便、特异的扩增手段，既可以用于检测

的变化最小化。而不会像蛋白质印迹法那样，因为某些抗原蛋

砌蛆，又可以用于ｍＲＮＡ的测序。

白表大量的不足而出现问题。另外，线状免疫分析法也能进行

３．３转熏介导的扩增１１５１

很好的质控，其敏感性与蛋白质印迹法持平，因此时常替代蛋

ＴＭＡ的原理与ＮＡＳＢＡ基本一致，略有不同之处是ＴＭＡ利

白质印迹法。

用的是ＭＭＬＶ逆转录酶及Ｔ７ ＲＮＡ聚合酶２种酶，ＭＭＬＶ逆转

２．４间接免疫荧光法

录酶既有逆转录酶的活性，又具有ＲＮＡ酶Ｈ的活性。扩增过程

间接免疫荧光法旧的基本原理为应用Ｈ一９或ＨＵＴ一７８培
养细胞作为载体，用ＨＩＶ感染该细胞，该细胞内就会含有ＨＩＶ

没有洗涤和转移步骤，因而避免了污染。
３．４连接酶麓反应ｎ日

抗原，将感染ＨＩＶ的细胞涂于玻片上，固定，制备为抗原片，加

ＬＣＲ是基于靶分子依赖的寡核苷酸探针相互连接的一种

入待检血清，待检血清中的抗ＨＩＶ抗体与抗原结合后，再与荧

探针扩增技术，是继ＰＣＲ后新发展的一种较有前景的体外扩增

光素标记的抗人Ｉｇ结合，在荧光显微镜下可见到细胞内有黄绿

技术。它的原理就是由２段寡核苷酸单链ＤＮＡ探针与目标序

色荧光。这项技术在某种情况下能对蛋白质印迹法检测的不确

列杂交，当这２段ＤＮＡ探针与没有发生突变的模板退火后，如

定结果进行最终的证实。但其成本昂贵、荧光物质难保存、结果

果２段ＤＮＡ探针是紧邻的，中间没有核苷酸间隔，则可在连接

判断的主观性强等缺点限制了其应用。另外，假如患者接受过

酶作用下连接起来，连接以后的新链又可以作为模板，引导下

如血管造影等治疗，就会发生假阳性。

～周期的连接，进而产生新的子链。若连接区段发生核苷酸的

３分子生物学检测

碱基突变，则连接反应不能发生，扩增反应终止。ＬＣＲ产物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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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是通过这３２ｐ标记上游引物３ ７末端，经变性凝胶电泳分离

ｐ２４抗原较好的方法。

后放射自显影加以鉴定，其检测敏感性达到了２００个靶分子。

随着生物技术的不断进步，对ｍＶ感染的检测技术的灵敏

也可设计１个横跨２个引物的检测探针，用它与ＬＣＲ产物进行

性和特异性也在不断增加，ＨⅣ感染的窗口期也在不断缩短。

杂交检测。近年有应用荧光素、地高辛等非核素标记的方法。与

但到目前为止，仍没有一种方法是最好的、最完美的、能够完全

其他核酸扩增技术比较，其最大的特点为可准确区分基因序列

避免假阳性或假阴性结果的出现。因此．对ＨＩＶ感染的检测方

中单个基因的突变。另外，ＬＣＲ技术还具有快速、特异和灵敏的

法必须认真地选择，适当地利用，并认识到各种方法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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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ＨＩＶ感染确定结果的报告必须十分谨慎，最好多个指标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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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低分辨率的第一套中国男性入体水平切面

彩图集进行整体三维重建的若干问题
付绍武
（云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云南昆明６５００００）

摘要：目的研究中国人体质特征的可视化人体三雏重建，并在普通计算机上实现整个人体的体数据三维重建。方法采
用第三军医大学在互联网上公布的中国第一套男性人体断层数据集，使用ＶＧＳｔｕｄｉｏ Ｍａｘ工具软件进行体数据三维重建，最
终获得一个可以从任意角度和层面观察的可视化人体数据，并能够实现部分组织的分离和表面抽取。结论对低分辨率的
第一套中国男性人体水平切面彩色ＪＰＧ图像集进行可视化三雏重建，在电脑上实现快速、流畅的三雏显示，可以为解剖学
教学提供直观、准确的解剖学信息。
关键词：可视化人体；三维重建；ＶＧＳｔｕｄｉｏ Ｍａｘ．ｒ－具软件
文献标识码：Ａ

中图分类号：Ｇ４２０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在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ＮＩ．剧Ｉ）的资助下，美
国科罗拉多大学健康科学中心（Ｈｅａｌｔｈ

世界上第一个“可视人体计划（Ｖｉｓｉｂｌｅ
界公布１１１。韩国可视人体（Ｖｉｓｉｂｌｅ

２００４年年底，笔者从“中国可视化数字人”网站下载了第三

Ｐｒｅｊｅｃｔ）”，并向世

军医大学获取的中国第一例男性可视化数字人水平面切片图

Ｈｕｍａｎ）５年计划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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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ｎｔｅｒ）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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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１２４６【２００８）２０－０１５２－－０２

２０００年３月开始，预计２００５年２月完成，现在已经公布了１例
人体的实验结果田。

２

５１８张（编号１０００１至１２５１８），图像格式为鹏格式，分辨率

为２５６ｘ１７０。笔者下载了这套连续的图像集后，向云南省教育厅
申请了２００５年科研基金，并于２００７年将其三维重建后开发成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第三军医大学获得了首例中国数字化可视
人体的数据集，选用标本为男性，３５岁，身高１ ７００ ｎＨｎ，体重６５

教学课件用于解剖学辅助教学。
１重建的实现过程

ｋ，重庆人，非器质性疾病死亡。经外形测量、２０％红色明胶动

重建的硬件配置情况：ＨＡＳＥ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 Ｎａｍｅ：

脉灌注后，用５％蓝色明胶包埋，置人一３０℃盐水池中冰冻１

ＩＩｌｔｅｌ Ｐｅｎｆｉｕｍ ＩＩ一１４６７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Ｆｒｅｑｅｎｅｙ：ｌ ４６６．６ＭＨｚ；Ｍｅｍｏｒｙ

周，然后在一２５℃低温实验室中用ＴＫ２６３５０型数控铣床（铣切

Ｓｉｚｅ：１

精度为０．００１衄，数控系统为日本生产，铣刀为法国生产）从头

Ｃｈｉｐｓｅｔ Ｆａｍｉｌｙ。

至足逐层铣切。逐层用Ｃａｎｏｎ高清晰度数码相机摄影，完成人体
模型数据获取，得到人体结构数据集。Ｍ砌扫描层厚为１．５

ｍｍ。

ＣＴ扫描层厚：头颈部为１．０ ｍｍ，其他部位为２．０ ｍｍ。连续横断
面扫描层厚：头部和颈部为０．５

ｎｎｎ，其中颅底部为０．１衄，其

０１５ＭＢ；Ｖｉｄｅｏ

Ｃｈｉｐｓｅｔ：Ｍｏｂｉｌｅ

Ｉｎｔｅｌ（Ｒ）９６５

Ｅｘｐｒｅｓｓ

重建的软件配置：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Ｗｉｎｄｏｗｓ）（Ｐ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Ｓｃｒｖｉｅｅ
Ｐａｃｋ ２；ＶＧＳｔｕｄｉｏ ＭＡＸ １．２．１．３３４。

重建的参数：头部（１０ ０００—１０ ７８２）：Ｄａｔａ ｔｙｐｅ：Ｉｎｄｅｘｅｄ ｃｏｌｏｒ，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Ｘ １．０ ｕｎｉｔ，Ｙ １．０ ｕｎｉｔ，Ｚ ０．１５

ｕｎｉｔ；躯干（１０

７８３—１２

他部位为１．０ ｍｍ，全身共计２ ５１８个断面。数字化摄影分辨率

５１８）：Ｄａｍ ｔｙｐｅ－．Ｉｎｄｅｘｅｄ ｃｏｌｏｒ，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Ｘ １．０ ｕｎｉｔ，Ｙ １．０

为６ ２９１ ４５６（３ ０７２ ｘ２ ０４８）像素，每个断面图像文件大小为３６

Ｚ ０．４０ｕｎｉｔ．

ＭＢ，整个数据集数据量为９０。６４８ ＧＢ。首例中国可视化人体

重建结果：见图１。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Ｉ－Ｉｕｍａｎ）使我国成为第三个拥有本国可视化人

２重建后的主要问题

体数据集的国家。其研究结果同时在国际互联网站发布，网站

ｕｎｉｔ，

（１）源图像未经过精确的配准处理，导致图像出现“螺纹

基金项目：本文系云南省教育厅２００５年科研项目（５２１４２２０）

ＨＩＶ一１ ＢＮＡ

ｕｓｉｎｇ

ｂｒａｎｃｈｅｄ

ＤＮＡ啦叫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ｑＩｌｉｒ

ｈｎｌｎｕｎｅ Ｄｅｆｉｅ Ｓｙｎｄｒ Ｈｕｍ

【１８］Ｙｏｓｈｉｎｏｒｉ Ｉｔｏ．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ｖｉｒｕｓ

ａｓｓａｙ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２００３，４１（５）：２１２６－２１３１．

万方数据

ｔｉｓｓｕｅｓ［Ｊ］．Ｊ

【１９ｌＳａａｏ Ｔ．ｈｎｍｕｎｏ—ＰＥＲ：ｖｅｒｙ ｓｅｕ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ｔｉｇｅ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ｎｔｉｌｘ，ｄｙ—ＤＮＡ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ｅｙ

ｉｎ ｃｏ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ｈｕｍａｎ ｌｙｍｐｈｏｉｄ
ｔｙｐｅ １ ｖａｒｉａｎｔｓ

一１５２一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Ｊ Ａｃ－

Ｒｅｔｒｏｖｉｒ０１．１９９５，１０（２）：３５－４４．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２０］Ｂａｒｌｅｔｔａ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ｓ［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２，２５８（５０７９）：１２０－１２２．

ＪＭ．Ｌ刑啦ｔｈｅ

ｄｃ吐ｅｃ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ＨＩＶ－１ ｖｉｒａｌ ｌｏａｄ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ｉｍｍｔｍｏ－ＰＣＲ ｆｏｒ ＨＩＶ－１ 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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