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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免疫印迹法检测血液和尿液中ＨＩＶ一１抗体的

实验研究
谭卓黄云坚夏晓华倪崖沈小琴房国坚李坤
【摘要】

目的用免疫印迹法检测ｍＶ携带者的血液和尿液样本，研究尿检试剂替代血检试剂用于

ＨＩＶ确证的可行性。方法采集河南、浙江研究对象８７名的血液和尿液，分别用血检试剂和尿检试剂平行
检测，按各自检定标准判定结果，统计各特异性条带出现频率。结果８７名被检者中，血检阳性４１人，尿检
阳性３９人，符合率为９７．７％。阳性血液样本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条带是ｇｐｌ６０、ｐ２４、印１２０，最低的是ｐ５５、ｐ３ｌ、
ｐ１７；阳性尿液样本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条带是ｇｐｌ６０、ｇｐｌ２０、ｇｐ４１，最低的是ｐ１７、ｐ５５、ｐ２４。结论ＨＩＶ携带者
尿液中的抗体与血液不同，灵敏度也有一定差异，通过改进尿检试剂的制备工艺，同时制定适宜的判定标
准，可以使尿检试剂替代血检试剂应用于ＨＩＶ－１抗体的检测确证。
【关键词】ＨＩＭ－１；免疫印迹；尿液；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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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体液中的ＨＩＶ抗体是早期发现ＨｔＶ携带者

解尿液免疫印迹检测这项技术在临床中的应用效

的主要手段。目前国内常用的检测方法是抽取待检

果，我们分别用血检试剂和尿检试剂检测同一待检

者的血清样本，用ＥＬＩＳＡ、明胶颗粒凝集试验等进行

者的血液和尿液样本，研究分析了平行比对实验结

初筛，初筛为阳性的样本用免疫印迹试验、免疫荧光

果，现将研究报道如下。

试验等进行确认。众所周知，采集血液样本会使待

材料与方法

检者产生不适感，不利于提高自愿检测者的主动性，

同时还存在职业暴露的风险，因此有研究者开展了

一、检测对象

对检测尿液、唾液等非损伤性采集样品的研究【１－２］，

于２００７年４．５月份采集河南及浙江研究对象中

开发出用于尿液检测的ＨＩＶ．１抗体诊断试剂。为了

的８７名被检者的血液和尿液，其中经血液检测确认
为ＨＩＶ．１阳性者４１名。血液样本采集５ ＩＩｌｌ，静置凝

基金项目：浙江省科技计划专项资金项目（２００５Ｆ１３０２４）

集取血清，病毒灭活处理后，保存于．２０℃；尿液样本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１８，杭州澳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物工程研究

采集ｌｏ Ｉｌｌｌ，保存于４℃。

院（谭卓、黄云坚、沈小琴）；３１００１４杭州，浙江省临床检验中心（夏晓华）；
３１００１３杭州，浙江省医学科学院（倪崖、房国坚、李坤）
通讯作者：夏晓华，Ｅ－ｍａｉｌ：ｘｈｘｉａｌ６５８＠１２６．ｏｏｍ；倪崖，Ｅ－ｍａｉｈ
ｎｉｙａ９９＠ｃｈｉｎａ．Ｃｏｒｎ

万方数据

二、检测方法

血检采用杭州澳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
ＨＩＶ一１＋２抗体确证试剂盒（免疫印迹法），批号

２（１０７０３０１；尿检采用美国卡里普特生物医学公司生

密性强，被检者易于接受；（３）尿液样本保存条件要

产的ＨⅣ．１抗体免疫印迹试剂盒，批号Ｃ５１１８Ｕ。均

求低，在室温下可保存５５ ｄ或在２—８℃保存一年，

按说明书严格操作。

也易于运输。尽管尿检存在上述优势，但本文研究
结

结果也表明，尿检结果与血检相比一致性为９７．７％、
果

特异性为１００％、灵敏度为９５．１％，作为确认产品，

一、血检和尿检结果

免疫印迹法试剂检测尿液样本的准确性低于血液，

检测８７份血液样本，ＨＩＶ抗体阳性４ｌ份，不确

目前尿检尚无法替代血检，有待研究开发敏感度更

定３份，阳性率４７．１％；检测８７份尿液样本，ＨＩＶ抗

高、特异性更强的检测技术及试剂。

体阳性３９份，不确定５份，阳性率为４４．８％。血检

依据《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３Ｊ和试剂盒说

和尿检的符合率为９７．７％。３份不确定血液样本对

明书，血检试剂和尿检试剂的判定标准不尽相同，前

应的尿液样本检测结果为不确定，另有２份阳性血

者的标准是：出现ｇｐｌ６０、ｇｐｌ２０、ｇｒ，４ｌ三条带中的两

液样本对应的尿液样本检测结果为不确定，见表１。

条，或出现上述三条带中的一条与ｐ２４，即判定为

表１

ＨＩＶ．Ｉ抗体阳性；后者的标准是：清晰出现ｇｐｌ６０带

配对样本的ＨＩＶ－１抗体免疫印迹检测结果

即判阳性。这种判断标准的差异主要来自于特异性
条带出现频率上的不同ｌ ４Ｉ。本研究表明，在ＨＩＶ．１
阳性不确定的血液和尿液样本中，ｇｐｌ６０、ｇｐｌ２０及

ｇｐ４１出现频率比较一致，证明由ｅ聊编码的跨膜糖
蛋白抗原专一性较高，是检测ＨＩＶ－１抗体的重要依

据。ｐ２４抗体在血液样本中出现频率也较高，是血
检试剂判断ＨＩＶ．１抗体阳性的另一重要依据。但也
二、特异性条带出现频率对比

有试验证明，免疫印迹法检测正常人血清时，有接近

比较血液、尿液中阳性和不确定样本的检测结

２０％会出现ｐ２４假阳性【５ Ｊ，是造成检测结果不确定

果，统计各特异性条带出现频率，血液样本中出现频

的主要原因，这种不确定结果既造成了大量重复试

率最高的条带是ｇｐｌ６０（４１／４１）、ｐ２４（４１／４１）、

验，也给被检者造成巨大的心理影响；而在尿液样本

ｇｐｌ２０（３９／４１），最低的是ｐ５５（１７／４１）、ｐ３１（１７／４１）、

中ｐ２４则比较少见，减少了不确定结果的出现率，但

ｐ１７（１８／４１）；尿液样本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条带是

另一方面，单纯靠ｇｐｌ６０作为判断依据，检测弱阳性

ｇｐｌ６０（３９／４１）、ｇｐｌ２０（３６／４１）、ｇｐ４１（３５／４１），最低的是

样本时容易造成漏检，本次研究中就出现了２份血

ｐ１７（６／４１）、ｐ５５（７／４１）、ｐ２４（１８／４１），见表２。

检阳性样本，尿检时ｇｐｌ６０带不清晰而被判不确定，

表２

ＨＩＶ抗体阳性及不确定者的病毒特异性条带

因此有待进一步研究提升ｇｐｌ６０的灵敏度。

出现频率（ｎ＝４１）
印１６０￥ｐ１２０

检测结果出现不确定的可能原因有：（１）当ＨＩＶ

ｐ６６

ｐ５５

ｐｓｉ

ｗ４ｔ

ｐ３１

ｐ２４

ｐ１７

携带者处于窗口期（ＨＩＶ感染一个月内），体内尚未

血枪结果４ｌ

３９

３３

１７

２８

３２

１７

４１

１８

产生大量ＨＩＶ抗体时，或者艾滋病晚期患者免疫系

尿检结果

３６

３０

７

２４

３５

２７

１８

６

统长期受损并体内抗体量低于ＨＩＶ诊断试剂的检测

３９

限时，尿液ＨＩＶ确证试剂通常只能检出部分抗体（如
讨

论

ｐ２４、ｇｐｌ６０等），按照有关标准不能判断为阳性的结
果。（２）阴性尿液样本如果严重混浊，或经反复冻

自从ＨＩＶ—ｌ感染者尿液中分离出ＨＩＶ．１抗体，

融，或采集、保存时处理不当，可能变性产生非特异

并经证实主要成分为ＩｇＧ后，美国ＦＤＡ分别于１９９６

性反应，出现某条带型（如ｐ２４、ｐ１７等），按照目前的

年和１９９８年通过了尿检ＨＩＶ。１抗体ＥＬＩＳＡ检测试验

相关标准也不能判断为阳性或阴性结果。（３）感染

和免疫印迹确证试验，使之成为检测ＨＩＶ一１抗体的

某些病毒（如ＣＭＶ、ＥＢＶ等）、寄生虫（如疟原虫）产

重要技术。与血液样本相比，检测尿液样本具有以

生的抗体和自身免疫疾病（如风湿病）患者的自身抗

下优势：（１）非创伤性采集，容易提高被检者的依从

体都有可能与ＨⅣ．１的某些抗原决定簇有交叉反

性，同时避免了职业暴露；（２）尿液样本采集方便、保

应，出现某条带型（如ｐ２４、ｐ１７等），而造成难以判断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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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９·

特异的试剂和技术，有望部分替代血检试剂，用于特

为阳性或阴性结果。
ＨＩＶ．１尿液免疫印迹试剂于２００２年底进入中国

殊人群的ＨＩＶ．１抗体检测。

市场，前期并未广泛用于临床检验，主要原因是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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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免疫反应体系的灵敏度，进一步研发快速、敏感、

行病学传染病学分册，２００４，３１（５）：２６９．２７１．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７．３１）

·论著·

症状监测在突发事件中的应用
申锦玉
【摘要】

目的评价症状监测系统在传染病监测中的效果。方法数据收集通过临时安置点医务

室医生使用的“接诊登记表”，数据日分析、解释、分发由当地ＣＤＣ受指派医务人员执行，监测到的数据按症
候群分成４类，包括呼吸道症候群（咳嗽、咽痛、流涕），消化道症候群（每日腹泻次数、恶心、呕吐），发热症候
群（体温Ｉ＞３７．３℃）和其他症候群（头昏、头痛、乏力及其他症状），疑似病例进行实验室确诊。结果总计
人群中有７５６６（７３％）就诊人次，共识别了４４％呼吸道症候群，９％消化道症候群，１％发热症候群，４６％其他
症候群。２１％（１５７８／７５６６）的就诊者是６０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男女性别比为ｏ．７６：ｌ。呼吸道、消化道、发热
症候群总计４３８０组，就诊高峰发生在２００６年３月３０日和４月３日。报告一例疑似麻疹病例，经血样检测后
排除麻疹，避免了大面积接种麻疹疫苗。共发现７１例发热患者，其中高热患者８例（体温＞１３９℃）。报告一
起疑似急性出血性结膜炎爆发，全部２ｌ例病例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后证实是硫化氢引起的急性眼刺激征。
结论症状监测有助于监测传染病病例，能迅速显示症候群消长趋势，实施成本低廉，在突发事件中实施有
效可行，对类似的事件有实际应用价值。
【关键词】传染病；症状监测；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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