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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四种试剂盒在ＳＡＲＳ实验室
早期诊断中的作用分析
王鸣

高阳

徐慧芳

周端华

顾菁

【摘要】

目的

吴新伟

陈小霜

狄飚

陈芳

刘于飞

杜琳

郑伯健徐建国

比较４种检测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ＳＡＲｓＣＯＶ）基因、抗原和抗体的

试剂盒在＆娘Ｓ患者早期实验室诊断的可能作用。方法

用３种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分别检

ＩｇＭ和＆幔ＳＣｏＶ Ｎ蛋白，用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Ｆ—ＰｃＲ）检测
＆螺ＳＣｏｖ核酸。结果根据１６２份血清的检测结果，发病１—５天，Ｎ抗原的阳性率可达９０．２％（５５／
测ＳＡＲＳＣｏＶ ＩｇＧ、ｓＡＲＳＣｏＶ

６１）；发病后的第１５—１８天ＩｇＧ和ＩｇＭ阳性率为９２．８％（１３／１４）；根据８２份咽拭子的检测结果，
Ｆ—ＰＣＲ法在发病后１—５天的阳性率可达５６．３％（１４／２４），６—９天可达７１．４％（１０／１４）。结论

除了检

测ｓＡＲＳＣｏＶ病毒基因的Ｆ．ＰＣＲ方法以外，对疑似患者血清标本进行Ｎ蛋白的检测，具有早期预报
意义。

【关键词】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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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ｙｓ ａｎｄ ７１．４％（１０／１４）ｉｎ ６，９ ｄａｙ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ｏｎｓｅｔ．

ｏｆ Ｆ—ＰＣＲ ｗｅｒｅ ５６．３％（１４／２４）ｉｎ １—５

ｒａｔｅ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伽
ｃｏｕｌｄ ｌｅａｄ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Ｆ．ＰＣＲ，Ｎ ｐｒｏｔｅｊｎ
ｔｏ

ｈａｄ ９００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ｄｅｔｅｃｔｉ伽０ｎ ｄｕｂｉｏｕ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ｅｖｅｒｅ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Ｓ

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是有效控制严重急性呼

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和抗体的检测心’３１。ＳＡＲＳ—

吸综合征（ＳＡＲＳ）爆发或流行的关键。但是，一些早

ＣｏＶ特异性抗体检测方法包括ＥＬＩＳＡ、间接免疫荧

期病例的临床症状往往不典型，难以和常见的非典

光法（ＩＦＡ）和免疫印迹法（ＷＢ）。我们采用国内常

型肺炎鉴别。仅仅依靠临床症状可延误诊断，错失

用的几种检测病毒基因、抗原和抗体的方法，对收集

有效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因此，早期诊断往往依

到的ＳＡＲＳ患者的血清标本和漱口液标本进行比较

赖于实验室检测结果。目前，可以发挥早期诊断作

检测，结果报道如下。

用的主要检测方法有ＳＡＲＳ冠状病毒（ＳＡＲＳ—ＣｏＶ）
核酸检测（ＲＴ。ＰＣＲ）ｕ ｏ、病毒特异性抗原检测（酶联

材料与方法
１．标本：血清标本包括１６２份ＳＡＲＳ患者血清

基金项目：广东省科技厅资助项目（２００３ＦＤ０２一０４）
作者单位：５１００８０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王鸣、高阳、周端
华、吴新伟、陈小霜、狄飚、刘于飞、陈芳、杜琳、徐慧芳、顾菁）；香港大

和７３份健康人血清标本。ＳＡＲＳ患者血清来源于
２００３年２—４月广州市住院患者，其恢复期血清（发

学微生物系（郑伯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徐

病后３—５月）抗体中和试验均阳性（中和试验结果

建国）

由香港大学提供）。采血时间最早为发病后第１天，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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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晚为发病后第５９天。还包括广州２００３，年１２月

体阳性率不变（Ｙ２＝０．０１，Ｐ＝０．９３）。７３份健康者

至２００４年１月确诊为ＳＡＲＳ的４例患；者的血清标

血清的Ｎ蛋白和ＩｇＭ和ＩｇＧ抗体的检测结果均为

本。漱口液标本８２份，２００３年２—４月。采白广州市

阴性。

各级医院的ＳＡＲＳ患者，采样时间最早为发病后第
１天，最晚为发病后第４５天。

横向比较不同检测方法在发病后同一时间的检
测阳性情况发现，感染后１～５天Ｎ抗原的阳性率最

２．检测方法：采用第一军医大学珠江医院开发

高（ｘ２＝１７５．１７，Ｐ＜Ｏ．０１），６—９天仍为Ｎ抗原的

的检测Ｎ（ｎｕｃｌｅｏｃａｐｓｉｄ）蛋白的试剂盒和北京华大吉

阳性率最高（ｘ２＝２６．３９，Ｐ＜０．０１），发病后１０—１４

比爱公司发展的检测ＩｇＭ和ＩｇＧ抗体的试剂盒¨Ｊ，

天，ＩｇＭ抗体和ＩｇＧ抗体的阳性率高于Ｎ抗原

以及达安基因公司的检测ＳＡＲＳ—ＣｏＶ基因荧光定

（ｘ２＝６．５１，Ｐ＝０．０４），发病后１５—１８天ＩｇＭ和ＩｇＧ

量ＰＣＲ试剂盒”］。均按厂家提供的说明书严格操

抗体的阳性率仍然高于Ｎ抗原（ｘ２＝２９．８７，Ｐ＜

作。第一军医大学珠江医院开发的ＥＬＩＳＡ方法，是

０．０１），发病后１９天以上者，ＩｇＧ抗体的阳性率最高

用基因工程表达的ＳＡＲＳ—ＣＯＶ Ｎ蛋白，制备单克隆

（Ｘ２＝６７．５２，Ｐ＜０．０１）。

抗兔抗体，包被微孔板，以辣根过氧化物酶（ＨＲＰ）标

２．核酸检测结果：采用荧光定量ＰＣＲ法检测

记的双抗体夹心ＥＬＩＳＡ法。北京华大吉比爱的

８２例ＳＡＲＳ患者漱口液标本结果见表２。采用达安

ＥＬＩＳＡ方法，是用纯化的ＳＡＲＳ—ＣｏＶ裂解液为抗原

基因公司研制的荧光定量ＰＣＲ试剂盒，发病后第

包被微孔板，为间接ＥＬＩＳＡ法。达安基因公司的荧

１＿一５天检测阳性率５６．３％（１４／２４），６—９天为

光定量ＰＣＲ试剂盒是以ＳＡＲＳ—Ｃｏｖ的ｐｏｌ基因１ｂ

７１．４％（１０／１４），１０—１４天为６３．６％（１４／２２），１５天

区的一个保守区为靶基因，扩增片段长度为８５

以后检测阳性率明显下降。

ｂｐ，

设计特异性引物及荧光探针，利用逆转录酶将ＲＮＡ

表２

荧光定量ＰＣＲ试剂盒检测７０份ｓＡＲＳ患者

逆转录为ｃＤＮＡ，再将ｃＤＮＡ进行ＰＣＲ扩增，利用

漱口液的结果

全自动荧光ＰＣＲ检测仪在线检测荧光信号，用于漱

口液等标本中的＆姝Ｓ—ＣｏＶ核酸。
结

果

１．特异性抗原、抗体检测结果：采用３种
ＥＬＩＳＡ试剂盒检测１６２例ＳＡＲＳ患者血清标本的结
果见表１。
表１

１—５

２４

１４

５６．３

６—９

１４

ｌＯ

７１．４

１０—１４

２２

１４

６３．６

１５—１８

１２

２

１６．６

＞１９

１０

Ｏ

Ｏ．Ｏ

图１为发病后的不同时间４种检测方法的灵敏
度曲线变化。

３种ＥＬＩ虹试剂盒检测１６２例ｓＡＲｓ患者
一···抗原检测—－●一Ｉ ｇｌｌ抗体检测

血清的结果

。麓，薷裟赫赫斋
１—５

６１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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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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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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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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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７０．８

１６

６６．７

１５—１８

１４

１

７．１

１３

９２．８

１３

９２．８

＞１９

３８

０

Ｏ．Ｏ

２４

６３．１

３５

９２．１

１００

８０
装
。６０

褂

藿４０
２０

０
ｌ一５

６—９

发病后第１—５天检测阳性率９０．２％，６—９天为

１０—１４

１５一１８

＞１９

感染后天数

珠江医院研制生产的检测Ｎ抗原的试剂盒在
图１

４种试剂盒在ｓＡＲＳ发病后不同时间的检出阳性率

７６．０％，１０天以后检测阳性率明显下降（Ｙ２＝７．４１，
Ｐ＝０．０１）。北京华大吉比爱公司的检测ＩｇＭ和

３．２００３年末以后新发４例ＳＡＲＳ病例检测结

ＩｇＧ抗体的ＥＬＩＳＡ试剂盒在发病后的第１５—１８天

果：对２００３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４年１月在广州发现的４

检测率达９２．８％。以后随着发病后天数的增加，

例ＳＡＲＳ患者的血清和漱口液标本采用上述４种方

ＩｇＭ抗体阳性率下降（ｘ２＝４．４０，Ｐ＝０．０４），ＩｇＧ抗

法的检测结果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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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广州４例ＳＡＲＳ患者的检测结果

仍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数据¨３。。我们的研
究认为，除了检测ＳＡＲＳ—ＣｏＶ基因的ＰＣＲ方法以
外，对疑似患者血清标本进行Ｎ蛋白的检测，具有
早期预报意义，虽然还不能够明确诊断，但是可提醒
我们及时采取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措施，防止疫情的
扩散，并密切注视患者的抗体变化，及时明确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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