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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检测技术研究进展
韦雪芳
广西南宁市横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５３０３００）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ｕｍａｌｌ

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ｖｉｒｕｓ．ＨＩＶ）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ａｑｕｉｒｅｄ

Ｉ抗体检测技术进展

ｉｍ—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ＩＤＳ．艾滋病）的病原体，

临床上常规应用ＨＩＶ抗体检测，一般ＨＩＶ抗体

以细胞免疫缺陷为特征，多伴发机会性致死性感染

在感染４周后逐渐出现，可延续至终身，是人类重要

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和罕见肿瘤【１】。１９８１年美国首次报道第１例艾滋病

的感染指标［４】。目前，大多应用双抗原夹心法，这种

病例，１９８３年由美国人罗伯特加洛领导的研究小组

方法具有很好的灵敏性和特异性［５】。抗体检测由初

成功分离艾滋病病毒［２］。我国１９８５年发现第１例病

筛和确证试验组成。

例［引，以后每年疫情呈上升趋势，估计我国现有８４

１．１

ＨＩＶ抗体检测初筛试验

万感染者。由于该病目前尚无法治愈，也无疫苗可预

１．１．１免疫吸附试验（ＥｕＳＡ）从１９８５年第１代的

防，且流行快，病死率及各种机会性感染伴发率高，

全病毒抗原间接法到第２代重组或多肽抗原的间接

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危害，故引起世

法发展到第３代以重组和多肽抗原包被的双抗原夹

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准确掌握ＨＩＶ流行趋势，制定

心法，至１９９７年ＨＩＶ抗原抗体联合检测试剂（即第

有效措施和控制其传播成各国共同关注的一项基础

４代）问世［６】。目前国内外主要使用第３代试剂，也

研究。通过检测ＨＩＶ确定ＨＩＶ的感染是艾滋病预防

有少数使用第２代试剂；血源筛查仍以第３代试剂

控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ＨＩＶ检测总体上可

为主。国际上有些国家和地区已将第４代试剂用于

以分为抗体检测和病毒检测两大类。现就该领域的

血源筛查，与第３代试剂相比，第４代试剂检出时间

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提前４—９．１天，窗口期缩短Ｉ周多，且能同时检测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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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抗体，降低血源筛查的残余危险度。在艾滋病早期

进行，由于存在自身抗体的或其他特异性反应的干

诊断的效果上优于第３代。但使用第４代试剂对艾

扰，会出现大约２％的假阳性圆和一些不确定的结

滋病病毒进行检测，仍然有２—３周的窗口期，此外，

果，但ＷＢ依然是目前最常用的ＨＩＶ确认试验。

由于把抗原抗体同时包被在反应板上存在着相互干
扰的可能，影响免疫反应的特异性，其敏感度和特异

２病毒检测研究进展

度尚需通过大量的临床评估加以确认［４】。目前很多

２．１病毒培养是检测ＨＩＶ最精确的方法。一般采

试剂厂家生产的ＥＬＩＳＡ检测试剂敏感性和特异性

取培养外周血单个核细胞（ＰＢＭＣ）的方法进行ＨＩＶ

都很高且操作简便，很适合于初筛实验室及临床的

的诊断。其方法专一性强，不会出现假阳性，对于确

操作，但其缺点是有一定的假阳性。

认那些抗原一抗体检测不确定的个体和阳性母亲新

１．１．２抗体初筛快速检测

随着对ＨＩＶ感染者和

生儿是否感染ＨＩＶ有重要的意义。但须一定的感染

ＡＩＤＳ病人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进展，及时对无症状

细胞存在才能培养和分离病毒。因而敏感性差，操作

ＨＩＶ感染者提供自愿咨询检测（ＶＣＴ）的迫切需求，

时间长，操作复杂，环境要求高，需在ｐ３实验室进

简便、快速的ＨＩＶ检测方法被广泛应用［７】。目前国

行，费用高，不适于临床应用［１０Ｉ。

内外已经开发了不少于１５～６０分钟内可以检测出

２．２核酸检测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核酸

ＨＩＶ抗体的快速试剂。ＨＩＶ快速检测成为检测工作

检测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将其与抗原抗体反应

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偏远地

的高特异性结合起来形成了免疫ＰＣＲ技术。这一技

区，是目前常用的ＨＩＶ抗体检测方法之一。快速检

术具有特异性强灵敏度高的特点，可用于单个抗原

测有免疫斑点、免疫层析及凝集试验，主要包括硒标

的检测。这促进了应用ＰＣＲ技术进行ＨＩＶ核酸检

记法、金标记法和凝集（明胶颗粒凝集、乳胶凝集和

测的快速发展。自２００５年［１１］ＣＯＢＡＳ

自身红细胞凝集）法。可检测血清、血浆、全血、唾液

ＨＩＶｌＴｅｓｔ等４种ＨＩＶ核酸检测技术通过了ＦＤＡ的

及尿液标本。目前常用于血浆和血清标本中的抗体

批准，作为进筛选分析技术束进行ＨＩＶ一１的检测。

检测。唾液标本的检测法敏感性及特异性均较高，但

最近，实时荧光ＰＣＲ检测技术的应用使ＨＩＶ核算

尿液检测法的敏感性尚可但特异性稍低。唾液及尿

检测技术又进人到一个新境界㈦。该技术不仅实现

液检测比较适合于采血比较困难及不具备采血条件

了ＰＣＲ从半定量到定量的飞跃，而且由于可以一边

的场所。由于决速检测试剂具有便于操作、反应时间

扩增，一边检测，与常规的ＰＣＲ相比，特异性强、自

短，可目测不需特殊仪器且敏感性及特异性与目前

动化程度高，有效解决了ＰＣＲ污染问题［１３１。Ｂａｒｔｅｔｔａ

广泛使用生物ＥＬＩＳＡ试剂相媲美。利用几种快速试

等将这一技术应朋到ＨＩＶ的检测中，大大降低了病

剂对ＥＬＩＳＡ阳性结果作出判断时的试验预测值与

毒载量的检测限（０．６６个拷贝相当于０．３３个病毒粒

ＥＬＩＳＡ—ＷＢ联合判断结果时的试验预测值相近。快

子）。２００２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ＳＤＡ）批准了第１

速试剂被各国广泛接受。

个ＨＩＶ荧光ＰＣＲ检测试剂盒［５１。

Ａｍｐｌｉｓｃｒｅｅｎ

１．２确证实验确证实验包括免疫试验（ＷＢ），条带

病毒核酸检测方法可用于ＨＩＶ的早期诊断，

免疫试验（ＬＩＡＴＥＫ，ＨＩＶ １１１），放射免疫试验（ｍＰＡ）

如窗口期辅助诊断、病程监控、指导治疗方案及疗效

及免疫荧光试验（ＩＦＡ）。国内常用的确证试验方法

测定、预测疾病进展等。目前有２种方法用于ＨＩＶ

为ＷＢ。ＷＢ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常用的ＨＩＶ抗体确

感染的检查：ＰＣＲＤＮＡ用于扩增前病毒ＤＮＡ以诊

认方法［８】。目前常用的ＷＢ法判断标准有：ＷＨＯ：至

断ＨＩＶ感染；ＰＣＲＲＮＡ用逆转录ＰＣＲ（ＲＴ—ＰＣＲ）法

少２种以上的被膜组分（ｅｎｖ）；美国ＣＤＣ：Ｐ，ｓｗＣｌ

可检测出血浆中ＨＩＶ基因组的存在。定量ＰＣＲ检

或ｇｐｌ２０／１６０任２个；美国红十字会：ｇａｇ，ｐｏｌ，ｅｎｖ

测病毒载量主要有３种方法，常用的测定方法有逆

每一组分至少１种嘲；我国则规定：ＨＩＶ阳性：至少

转录ＰＣＲ（ＲＴ ＰＣＲ）、核酸序列扩增（ＮＡＳＢＡ）、分支

２条ｅｎｖ带和至少ｌ条ｅｎｖ带和ｐ２４同时出现。ＨＩＶ

ＤＮＡ杂交（ｂＤＮＡ）。ＲＴ ＰＣＲ及ＮＡＳＢＡ检测属于靶

阴性：无任何特异性带出现。ＨＩＶ不确定：出现ＨＩＶ

扩增，ｂＤＮＡ属信号扩增。

抗体特异带，但带型不足以确认阳性。ＷＢ试验操作
比ＥＬＩＳＡ法稍复杂，成本也较高且须在确证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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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Ｔ

ＰＣＲ的基本原理类似于ＤＮＡ的天然复制

过程，其特异性依赖于与靶序列两端互补的寡核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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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酸引物。由变性—退火—延伸３个基本反应步骤构

增物的交叉污染，覆盖基因组的探针数有数十个，能

成。即先利用逆转录反应将ＲＮＡ转录为ｅＤＮＡ，再

测到更广泛的亚型标本。缺点：对低值样品检测的特

以ｅＤＮＡ为模板进行ＰＣＲ扩增。目前已推出试剂有

异性较差；无内部质量控制，尤其是３．０版本中为单

１．Ｏ版本和升级版本１．５版本。此试剂有普通敏感方

孔检测时，无法避免由于提取或加样操作的失误；不

法和超敏感方法２种。其优点是操作相对简单，试验

同版本差异较大，２．０版本约为ＲＴ—ＲＮＡ的５０％，

完成需１天时间，可同时检测大量标本；敏感性较

３．Ｏ版本结果与Ｒｏｃｈｅ基本相同表明两个版本间的

好：１．５版本标准型检测范围４００—７５０ ０００拷见缸，

差异可能达到５０％；对血浆、血清外的大部分体液

超敏感型５０～７５ ０００拷见噍１１ｌ，对Ｍ组亚型较敏感。

无法进行检测；对抗凝剂敏感［１６】，只能使用ＥＤＴＡ。

缺点是：对其他亚型反应性较差，操作易污染，不能

Ｒ’眦Ｒ法测定范闱不及ＮＡＳＢＡ。ｂＤＮＡ法和

覆盖所有的生物样本叫。但因其有内部定量标准，

ＮＡＳＢＡ法检测ＨＩＶ病毒载量具有高度一致性，在

被临床和包括美国ＮＩＨ ＡＣＴＧ实验室在内的大批

实际工作中可任选，ＮＡＳＢＡ法在ＨＩＶＲＮＡ低浓度

实验室广泛接受。

时敏感性更高，ｂＤＮＡ法则测得更广泛的亚型标

ＮＡＳＢＡ是由一对引物介导的、连续均一的、体

本ｈ７］。

外特异性核苷酸序列等温扩增ＲＮＡ的新技术。其扩

此外，还有转录介导的扩增技术（ＴＭＡ）和连接

增机制分非循环和循环两个阶段。反应在４２℃进

酶酶促链式反应（ＬＣＲ）。ＴＭＡ技术原理与ＮＡＳＢＡ

行，可在２小时内将ＲＮＡ模板扩增约１０９倍。其原

基本一致，不同的是ＴＭＡ利用的是ＭＭＬＶ逆转录

理是提取病毒ＲＮＡ，加入ＡＭＶ逆转录酶、ＲＮＡ酶

酶及Ｔ７ＲＮＡ聚合酶，ＭＭＬＶ逆转录酶既有逆转录

Ｈ、Ｔ７ＲＮＡ聚合酶和引物进行扩增Ｉｔｓ］。优点：使用的

酶的活性又有ＲＮＡ酶的活性。反应在４１．５℃进行，

样品量较少（标准是１．０ｍｌ，０．０１～２．０ｍｌ均可）、具有

可在１小时内将ＲＮＡ模板扩增到１０９倍。ＬＣＲ是基

高度敏感性和广泛的动态范围（５０。３．０ｘ１０６ＩＵ／ｍ１）、

于靶分子依赖的寡核苷酸探针互相连接的一种探针

反应快（２小时可以检测４８份样品）、能对几乎所有

扩增技术，是继ＰＣＲ后重新发展起来的一种较有前

的生物样品进行检测、敏感性好，最低检测限可达

景的体外扩增技术。由于实时荧光ＰＣＲ和连接酶促

４０ｅｐ／ｍｌ、对抗凝剂无要求、每个样品均有内部对照，

式反应推出较晚，目前使用还较少，但其发展前景非

可排除提取过程的误差。缺点：早期版本对部分亚型

常看好。

反应性较差；实验内、外误差相对较大［１４】。基于

核酸检测方法具有很高的灵敏度，对疾病进展

ＮＡＳＢＡ技术发展起来的Ｅａｓｙ—Ｑ病毒载量检测，是

的监测、抗病毒治疗的疗效观察和耐药性监测非常

一种将ＮＡＳＢＡ扩增和应用分子信标技术进行检测

重要。但是，由于ＨＩＶ基因的多样性，没有一套引物

相结合的方法，由于针对检测ＨＩＶ核酸所设计的引

可以覆盖所有的ＨＩＶ序列，故检测的敏感性又受到

物非常特异，特异性高达９９．７％，完全的成品试剂，

限制；而且现有的病毒核酸检测成本高，操作复杂，

人为影响非常小。结果非常稳定是普通ＰＣＲ不能替

对样品的处理要求高，运输前都应在一２０℃或一７０。Ｃ

代的。

冷冻。因而很难在一般的实验室推广，也很难在临床
ｂＤＮＡ是定量检测血浆中ＨＩＶｌ型ＲＮＡ的一

广泛应用。

种方法。ｂＤＮＡ是只人工合成的带有侧链的ＤＮＡ片

２．３抗原检测机体感染ＨＩＶ后，ＨＩＶ Ｐ２４抗原是

段，在其每个侧链上都可以标记被激发的标记物。将

最早能从血清中检测到的免疫标志物，ｐ２４抗原几

ＨＩＶ的ＲＮＡ病毒通过离心从病毒颗粒中释放出来

乎与感染后临床急性发病症状表现同步【１８】，感染后

后。利用两套靶探针分别与病毒ＲＮＡ的ｐ０１基因的

的２—３周便可从患者的血清中检出，对于阴性标

不同区域特异结合形成ＨＩＶＲＮＡ寡核苷酸复合物，

本，可通过检测Ｐ２４抗原识别是否为早期感染。抗

再利用发光物质放大发光信号，通过发光强度检测

原检测主要应用于ＨＩＶ一１抗体不确定或窗口期的

ＨＩＶＲＮＡ的含量。早期试剂为Ｑｕａｎｔｉｐｌｅｘ

ＨＩＶＲ—

辅助诊断、ＨＩＶ一１抗体阳性母亲所生因而早期的鉴

ＮＡ２．０Ａｓｓａｙ，现已被Ｑｕａｎｔｉｐｌｅｘ ＨＩＶＲＮＡ３．ＯＡｓｓａｙ取

别诊断、第４代ＨＩＶ—ｌ抗原、抗体ＥＬＩＳＡ试剂检测

代。其优点：操作简便；适合大量样品的操作，３．０版

呈阳性反应，但ＨＩＶ一１抗体确认阴性者的辅助诊断

本可每次操作样品多达１６８份；重复性好；不存在扩

和监测病程的进展及抗病毒治疗效果。然而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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