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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ＨＩＶ抗体尿液诊断试剂盒（胶体金法）性能研究
刘俊华１，任蕴慧１，刘丽丽２，王光阳１，赵文利１
（１．漯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河南漯河４６２０００；２．漯河市第三人民医院河南漯河４６２０００）

摘要：目的：评估一种国产ＨＩＶ抗体尿液诊断试剂盒（胶体金法）检测性能。方法：分别用ＨＩＶ阳性患者
混合尿液标本、国家血清参考品、３９４例ＨＩＶ抗体阳性尿液标本和１ ５６２例常规门诊标本，比较国产和进口
两种ＨＩＶ抗体尿液诊断试剂的灵敏度和特异性。结果：两种产品的性能接近，国产和进口两种ＨＩＶ抗体尿
液诊断试剂灵敏度分别是９８．７３％和９８．７３％，特异性分别为９９．８７％和９９．９４％，经卡方检验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国产ＨＩＶ抗体尿液诊断试剂性能可靠。
关键词：人免疫缺陷病毒；抗体；尿液
中图分类号：Ｒ４４６

文献标识码：Ｂ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ｏｎ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４３７Ｘ２０１２。０４．０２８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ＨＩＶ 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 ｕｒｉｎ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ｋｉｔ

（ｃｏｌｌｏｉｄａｌ ｇｏｌ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ＬＩＵ Ｊｕｎ．ｈｕａｌ，ＲＥＮ Ｙｕｎ．ｈｕｉ‘，ＬＩＵ Ｌｉ．１ｉ２，Ｗ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ｙａｎ９１，ＺＨＡＯ Ｗｅｎ．１ｉ１
（Ｊ．Ｌｕｏ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ｙ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Ｌｕｏｈｅ ４６２０００，Ｃｈｉｎａ；２．Ｌｕｏ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Ｌｕｏｈｅ ４６２０００，Ｃｈｉ－
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

ｅｖａｌｕｔｅ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ｌｌｏｉｄａｌ ｇｏｌｄ ｍｅｔｈｏ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ａ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ＨＩＶ 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 ｕｒｉｎ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ｋｉｔ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 ＨＩＶ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ｕｒｉｎ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ｒｅａｇｅｎ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ｍｉｘｅｄ ｕｒｉｎ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ｏｆ ＨＩＶ－·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３９４ ｕｒｉｎ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ｏｆ ＨＩＶ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１ ５６２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ｏｆ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ｓ
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

ｔｉｃ ｒｅａｇ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ｃａｓｅｓ

ｎｏ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 ＨＩＶ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ｕｒｉｎ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

９８．７３％ａｎｄ ９８．７３％，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ｗｅｒｅ

９９．８７％ａｎｄ ９９．９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ＨＩＶ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ｕｒｉｎ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ｒｅａｇｅｎｔｓ ｉ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ＩＶ；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ｕｒｉｎｅ

人免疫缺陷病毒（Ｈｕｍａｎ

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ｎｃｉｅｎｃｙ ｖｉｒｕｓ，

非侵入性，标本由单一血清向全血、唾液以及尿液等其

ＨＩＶ）是引起人类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他体液标本拓展¨’２ Ｊ。虽然有些ＨＩＶ感染者的尿液也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ＩＤＳ）的病原体。经过２０

能培养出ＨＩＶ病毒，但非侵入性取材的尿液不是ＨＩＶ

多年的发展，ＨＩＶ诊断技术特别是免疫诊断技术的发

的主要传染源。尿液标本在ＨＩＶ检测中的诸多优势，

展呈现两个特点：①缩短窗口期，已从间接酶联免疫法

使ＨＩＶ抗体尿液诊断技术越来越受到重视，而胶体金

的第一代检测技术大约３个月发展到夹心法抗体与

技术与此项技术的结合，更能发挥尿液快检在ＨＩＶ筛

Ｐ２４抗原同检的第四代检测技术；②取材的方便化和

查中的作用。本文研究了国产ＨＩＶ抗体尿液诊断试

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剂盒（胶体金法）的分析性能，报告如下。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９－１９；修订日期：２０１２－１０－３０

１材料与方法

作者简介：刘俊华（１９７９一），女，河南漯河人，本科，主管技师，
主要从事艾滋病检测工作。
·４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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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标本漯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ＨＩＶ确证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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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经免疫印迹（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ＷＢ）确认的ＨＩＶ抗体阳

漏检。检测门诊尿常规标本，国产试剂发生２例假阳

性患者，ＨＩＶ抗体阳性患者做ＣＤ４Ｔ淋巴细胞时，同时

性，而ＡｗａｒｅＨＩＶ．Ｕ发生１例假阳性。国产试剂灵敏

接一份尿液标本，共保存ＨＩＶ抗体阳性患者尿液３９４

度和特异性分别是９８．７３％（３９０／３９５）和９９．８７％

例。漯河市第三人民医院门诊尿常规标本１ ５６２例

（１ ５５９／１ ５６１），而ＡｗａｒｅＨＩＶ—Ｕ试纸条灵敏度和特异

（其中ＨＣＧ阳性尿样１２０例，血红蛋白尿１６例），卫生

性分别为９８．７３％（３９０／３９５）和９９．９４％（１

部临检中心ＨＩＶ国家质控血清盘（ＬＯＴ２００８１２０２）。

１

１．２试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国产ＨＩＶ抗体尿液诊断试剂盒（胶体金

法）（批号２００９０８１９），进口Ｃａｌｙｐｔｅ公司的ＡｗａｒｅＨＩＶ—

５６０／

５６１），经卡方检验两者灵敏度差异和特异度差异均

表２

国产试剂与ＡｗａｒｅＨＩＶ．Ｕ试纸条临床性能比较表

Ｕ纸条（批号２００９０３０１）。
１．３方法

取１０例阳性患者尿液标本混合，用抗一

ＨＩＶ阴性混合尿液进行系列稀释，比较两种产品检出
限的差异；取国家血清参考品，用抗．ＨＩＶ阴性混合尿
液进行系列稀释，考核两种产品的性能；用３９４例ＨＩＶ
抗体阳性尿液标本和１ ５６２例常规门诊标本，比较两
种产品的灵敏度和特异性，结果不一致的门诊标本经
漯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ＨＩＶ确证实验室用ＷＢ法
验证。严格按产品说明书操作。
１．４统计学方法

尿液标本以及其取材的特点，使其在ＨＩＶ临床筛

采用ＳＰＳＳｌ３．０统计软件，两组率

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检验水准Ｏ／＝０．０５。
２

３讨论

查中应用越来越多。但以往国内关于尿液ＨＩＶ抗体
检测研究的对象主要是ＨＩＶ一１抗体Ｈｊｌ，只是最近几
年开始涉及ＨＩＶ－２抗体¨ｏ，而且这些研究对象都是进

结果

口试剂。随着体外诊断技术的快速发展，国内体外诊
２．１

国产试剂与ＡｗａｒｅＨＩＶ．Ｕ试纸条的结果

最低

检出限相当，混合尿液标本系列稀释灵敏度检测比较
结果，见表１。
表１

断试剂厂家也开始进行尿液ＨＩＶ抗体检测研究¨１，但
尿液ＨＩＶｌ／２抗体胶体金法检测尚未见报道，而尿液
ＨＩＶｌ／２抗体胶体金法因标本和技术特点更适合临床

国产试剂与ＡｗａｒｅＨＩＶ．Ｕ试纸条检测尿液
ＨＩＶ抗体检出限对照表

筛查ＨＩＶ抗体。
本研究的国产试剂和ＡｗａｒｅＨＩＶ－Ｕ试纸条均采用
胶体金技术检测尿液标本中的ＨＩＶ一１抗体和ＨＩＶ－２抗
体，结果表明国产ＨＩＶ抗体尿液诊断试剂盒（胶体金
法）最低检出限与ＡｗａｒｅＨＩＶ．Ｕ试纸条相当，在国家质
控血清盘ＨＩＶ－２抗体检测方面优于ＡｗａｒｅＨＩＶ－Ｕ试纸

注：＋指阳性．±弱阳．一阴性。１００

ｘ、２００

ｘ、４００×、６００ ｘ、８００

ｘ显色程度依次减弱。

条。两种试剂检测临床标本的灵敏度和特异性虽经统

２．２国产试剂国家质控血清盘中灵敏度标本Ｓｌ稀

计分析无显著性差异，国产试剂灵敏度明显优于

释１ ０００倍为阴性（Ｓ１为阴性基质液）、Ｓ２、Ｓ３稀释

ＡｗａｒｅＨＩＶ．Ｕ试纸条，特别对于ＨＩＶ－２抗体。但国产试

０００倍为阳性；１８份Ｉ型阳性参考品除Ｐ１５（１：１００检

剂的特异性比ＡｗａｒｅＨＩＶ．Ｕ试纸条低，而且两种试剂

为阴性，Ａｗａｒｅ也为阴性）其它均１：５ ０００检出阳性（１

都有５例ＨＩＶ抗体阳性漏检，说明胶体金技术检测尿

份为１：５ ０００稀释，其它均达１：１０ ０００以上稀释）；２

液ＨＩＶ抗体的灵敏度还有待提高。两种产品发生的

份Ⅱ型阳性参考品１：５０均检为阳性，１：１００均检为阴

假阳性都是高血红蛋白尿，血红蛋白影响辣根酶过氧

性，ＡｗａｒｅＨＩＶ·Ｕ纸条测Ⅱ型稀释标本均为阴性，阴性

化物酶活性，从而引起以其为标记酶的ＥＬＩＳＡ检测技

血清参考品２０份稀释１ ０００倍检测均为阴性。Ａｗａｒｅ—

术的假阳性…，但血红蛋白是否与胶体金技术检测尿

ＨＩＶ－Ｕ纸条检测Ｐ１５为阴性。

液ＨＩＶ抗体产生假阳性相关需要研究。基于这样的

５

２．３

临床性能评估

国产试剂和ＡｗａｒｅＨＩＶ—Ｕ试纸

条检测ＨＩＶ抗体阳性尿液标本完全一致，各发生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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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第４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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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娜等：郑州某高校女教职工脂肪肝患病率及危险因素分析

肿大，导致脂肪肝的形成¨…。各种原因所致的脂肪肝
可以促进胰岛分泌胰岛素和加剧胰岛素抵抗¨３。。随

２００８：４３５．

［２］

６４ｌ－６４４．

［３］

密切相关，糖尿病是脂肪肝的独立危险因素。
肥胖是脂肪肝常见的危险因素，本研究中随着体

质指数正常的人群。这表明控制体质量对于脂肪肝的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修订委员会．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２０１０
［Ｊ］．中华高血压杂志，２０１１，１９（８）：７０１－７４３．

［４］

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委员会．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
［Ｊ］．中华心血管杂志，２００７，３５（５）：３９０－４１９．

质指数的升高，脂肪肝的检出率明显增加，超重和肥胖
者的脂肪肝患病率为２６．３０％、５３．０４％，明显高于体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脂肪肝和酒精性肝病组．非酒精性脂肪肝
病诊疗指南（２０１０年修订版）［Ｊ］．现代医药卫生，２０１１，２７（５）：

着血糖的升高，脂肪肝的检出率明显增加，糖尿病组脂
肪肝的患病率高达５６。７０％，说明血糖水平与脂肪肝

［５］

李立明，饶克勤，孔灵芝，等．中国居民２００２年营养与健康状况调
查［Ｊ］．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５，２６（７）：４７８－４８４．

［６］

防治尤为重要。

Ｙｏｎｇ］Ｊａｎ Ｚｈｏｕ，Ｙｕ Ｙｕａｎ Ｌｉ，Ｙｕ
ｔｙ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糖尿病、肥胖、
ＴＧ、ＴＣ、年龄均是脂肪肝的危险因素，ＨＤＬ．Ｃ是脂肪
肝的保护因素。这与国内外的一些研究结果相似¨３。，

［７］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ｏｆ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１３（４７）：６４１９－６４２４．

殷芳，刘海，朱为梅，等．昆明市成年居民脂肪肝患病率及其危险

朱命祺．某高校教职工脂肪肝检查结果分析［Ｊ］．中国校医，２００９，

姚颖，张蔷．某高校高级知识分子脂肪肝患病率及相关因素分析
［Ｊ］．中国实用医药，２０１１，６（７）：２４１－２４３．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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