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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用于ＨＩＶ感染早期监测及发病率调查的

实验室检测技术——ＳＴＡＲＨＳ检测法
肖瑶冯基刚

蒋岩

艾滋病是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ＩＶ）引起的一种免疫

抗体类别、抗体亲和性、抗体滴度、ＨＩＶ—ＩｇＧ的构成，抗原特性

缺陷性疾病，目前尚无法治愈，也无有效疫苗可预防ｕ ｏ。

的改变。这些特性可用来区别早期感染与长期感染。而

ＨＩｖ感染的诊断，特别是早期感染的诊断是艾滋病预防控制

ｓＴＡＲＨＳ利用血清阳转后ＨＩｖ的抗体滴度在感染早期随时

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美国发展了一种对ＨＩＶ抗

间升高的特性，来检测已确认为血清阳性的样本，判断该血

体检测的酶联免疫试验（ＥＩＡ）加以改良的方法——ｓｅｒｏｌｏｇｉｃ

清阳性样本是否为早期感染。早期感染的抗体滴度要低于

ＨＩＶ ｓｅｒｏ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ＴＡＲＨＳ），该

长期感染的抗体滴度，因而对血清阳转的样本进行稀释，若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ｒｅｃｅｎｔ

方法可以判断ＨＩＶ感染者是否为早期感染，进而可以进行

为长期感染，由于抗体滴度高，虽经稀释，低敏ＥＩＡ仍呈反应

发病率的测算，为艾滋病的防治又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法。

性，若为早期感染由于抗体滴度原本就低，经稀释后更低，则

１．ｓＴＡＲＨＳ目的和意义：ｓＴＡＲＨＳ也称“检测早期ＨＩＶ
阳转血清的血清学规程”，是一种对ＨＩＶ抗体ＥＩＡ加以改良
的方法，又称为减敏检测方法（ｄｅｔｕｎｅｄ ａｓｓａｙ）或敏感／低敏试

低敏ＥＩＡ不呈反应性。因而应用ＳＴＡＲＨＳ可从血清阳转样
本中检测出早期感染者。
低敏的ＥＩＡ通过提高血清稀释度和减少孵育时间来降

ａｓＳａｙ）。该方法具有区别早期

低敏感度。最早使用的是Ａｂｂｏｔｔ ３Ａ１ｌ—ＬＳ，目前应用的是

和长期感染的能力，可以通过一次横断面调查来估计目前的

ⅥｒｏｎｏＳｔｉｋａ＿ＬＳ，它不仅可以检测血清还可以检测干燥血

ＨＩｖ发病率，对于评估目前ＨＩＶ感染的趋势是十分有价

（表１）。

验（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ａｓｓａｙ／ｌｅｓｓ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值的。

表ｌ

传统的诊断学方法是应用ＥＩＡ初筛阳性后通过免疫印
迹试验（ｗＢ）进行确认。但是识别出的血清阳转人群包括早

参数

敏感与低敏感试验的比较
敏感ＥＩＡ
Ａｂｂｏｔｔ

Ｖｉｒｏｎｏｓｔｉｋａ

低敏感ＥＩＡ
Ａｂｂｏｔｔ

Ｖｉｍｎｏｓｔｉｋａ

期感染与长期感染两种人群。因而迫切需要一种检测ＨＩＶ
早期感染的试验方法。ＳＴＡＲＨｓ是对同一样品用两种ＥＩＡ
检测的比较，一种是常规的ＨＩｖ一１抗体检测用来诊断ＨＩＶ感
染情况，在此步骤中通过标准的ＥＩＡ和ｗＢ试验来识别血清
阳性者；在上述实验的基础上再用低敏感性的ＥＩＡ检测血清

敏感的ＥＩＡ只是相对低敏ＥＩＡ而言，用来检测ＨＩＶ—ｌ抗

阳性样本中是否存在高滴度的ＨＩＶ抗体。因为在感染ＨＩＶ

体是否存在，其检测的信号值在血清阳转后很快呈平稳状

后一个人的抗体水平会逐渐增加，因而长期感染要高于早期

态。而低敏ＥＩＡ则有较长的动态范围，不同于以往ＥＩＡ获

感染的抗体水平，低敏感性的ＥＩＡ可显示出抗体水平的高

得的吸光度值（一般称为粗吸光度值），标准吸光度值是应用

低，进而该实验的结果可显示出是否为早期感染（≤６个月）。

阴性对照（ＡＮＣ）与校准品（ＣＡＬ）校准后获得的吸光度值，如

２．ＳＴＡＲＨＳ的原理与方法：１９９８年Ｊａｓｓｅｎｓ等旧。对原有

ｖｉｒｏｎｏｓｔｉｋａ—ＬＳ是从分子和分母减去阴性对照吸光度值而获

的ＥＩＡ进行了改良，这种改良的ＥＩＡ即低敏的ＥＩＡ方法可

得：标准吸光度值＝（样本中值一ＡＮｃ中值）／（Ｇ虬中值一

以检测出早期的ＨＩＶ阳转血清者。最初使用的是Ａｂｂｏｔｔ

ＡＮＣ中值）。标准吸光度值间接反映了抗体滴度的高低。如

３Ａ１ｌ—ＬＳ，可以确定一个ＨＩＶ感染者是否在早期被感染，能

早期应用的Ａｂｂｏｔｔ ３Ａ１１一ＬＳ用一个预先设定的阳性确定值

够指明一个人是否在检测前的平均大约１２９天内发生血清

（ｃｕｔｏｆｆ）来区分抗体滴度低于１／２０ ０００（早期感染）与抗体滴

阳转（产生ＨＩＶ抗体），目前应用的是Ｖｉｒｏｎｏｓｔｉｋａ—ＬＳ判断是

度高于１：２０ ０００（长期感染）的样本。

否在检测前的平均大约１６９天内发生血清阳转，进而测算
ＨＩＶ新发感染率。
（１）ｓＴＡＲＨＳ的原理：ＨＩＶ的抗体通常感染后３—４周内
可以检测到，在血清阳转后抗体发生质和量的变化，表现为

（２）ｓＴＡＲＨＳ的窗口期：为方便估计人群ＨＩＶ发病率，
规定了该方法的窗口期。ＳＴＡＲＨＳ的窗口期区别于传统意
义上ＥＩＡ抗体检测的窗口期（一般指感染后到抗体出现之前
的时间段），该法的窗口期是指敏感ＥＩＡ能首次呈反应性到
低敏感ＥＩＡ能首次呈反应性之间的时间段。ＳＴＡＲＨＳ窗口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５０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
防控制中心国家参比实验室

期的长度取决于低敏ＥＩＡ中区分反应性与非反应性的ｃｕｔｏｆｆ
值的大小。ＢｉｏＭｅｒｉｅｕｘ ｖｉｒｏｎ０Ｓｔｉｋａ低敏ＥＩＡ标准吸光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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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ｃｕｔｏｆｆ值定为１时，ＳＴＡＲＨＳ窗口期的平均近似值为１７０

的指标。在感染的不同阶段，个体间的抗体滴度是不同的，
因而在急性感染期应用低敏试验时，个体间的抗体滴度同样

天（图１）。

是不同的。
（４）ｓＴＡＲＨＳ质量控制：由于该试验具有量化的性质，因
而需要校准品和对照品来对试验进行校正，以提高试验的准
确性和可重复性。目前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ｃＤＣ）提
供３种质控品：校准品（ＣＡＬ）、弱阳性对照（ＬＰＣ）、强阳性对

照（肿Ｃ），并规定了ＬＰＣ、唧Ｃ的参考值及标准范围。同时
提供计算机软件系统支持资料管理、数据处理和结果报告。
必须用ＬＰＣ和ＨＰＣ的标准吸光度值的中位值制作质控图。
ＳＴＡＲＨＳ的窗口期

图１

质量控制界限为９５％和９９％凹，首先要用２０次分析实验的

敏感的ＥＩＡ对于低水平的ＨＩＶ抗体是敏感的，低敏的

数据计算出来，这个质控界限在进行了３０次实验后要重新

ＥＩＡ对低水平的ＨＩＶ抗体是不敏感的。在图１中，时间１，

计算。每一次实验的中间值，即所有２０次（或３０次）实验的

已有足够的抗体可以检测到，因而敏感的ＥＩＡ呈反应性，若

中间值的平均值，都要绘在一个质控图内。每一次实验的结

敏感ＥＩＡ不呈反应性，则判定没有ＨＩＶ感染。在时间２，由

果，其ＬＰＣ和ｍＣ的标准吸光度值的中位值必须在质量控

于抗体急剧增加，因而改良的即低敏的ＥＩＡ开始呈反应性，

制的界限内。当使用不同批号的试剂盒时，在检测患者样品

表明不是早期感染，应判定为长期感染旧』。当敏感的ＥＩＡ呈

前需用质控试剂进行连续的分析实验对其进行评价。

反应性而低敏ＥＩＡ不呈反应性即在时间１与时间２的区间

人群中检测出早期感染者，拓宽了ＨＩＶ检测的领域，并为

内时，表明为早期感染。
表２

３．ｓＴＡＲＨＳ的应用与局限性：应用ｓＴＡＲＨＳ可从感染

ＳＴＡＲＨＳ窗口期的估计。

ＨＩＶ的防治提供了有力的工具。然而该法主要应用于人群
发病率的监测，不适用于个体诊断。该法用于估计ＨＩＶ人
群发病率的横断面调查，在监测和预防项目中有重要作用，
对早期感染者的识别及治疗有重要意义。获得的ＨＩＶ血清
监测资料可以快速识别ＨＩＶ早期感染，以提供早期的临床
治疗；在进行疫苗试验的过程中，筛选和确定适当的研究人
群时起到很重要的作用¨。７１；以ＨＩＶ感染的病毒学与免疫学
特征为基础，监测特殊人群ＨＩＶ流行的时间变化趋势，以及
确定处于感染高危状态的人群。这些信息将用来帮助国家

＊ｖｉｒｏｎｏｓｔｉｋａ低敏ＥＩＡ，ＨＩＶ一１ Ｂ亚型

（３）ｓＴＡＲＨＳ方法结果的解释：对于血清阳转样本，低敏
试验通过两个试验参数来估计人群年发病率，①低敏试验
的ｃｕｔｏｆｆ值，若低于该值判为阴性（早期感染）；②平均窗口
期，即低敏试验持续呈阴性的时间跨度。４ Ｊ。应用ｓＴＡＲＨＳ

计算年发病率（Ｉ）公式为：Ｉ＝Ｆ』ｂ×掣×１００
—

＼ｆ●Ｌ

ｏ（＜

ｌｔ｝

１

式中，ｚ为早期感染人数，即敏感的ＥＩＡ呈反应性而低敏ＥＩＡ
不呈反应性的人数；优为敏感的ＥＩＡ呈阴性的人数；Ｔ为窗
口期的时间。
ＳＴＡＲＨＳ依赖于患者血清中高亲和性ＨＩＶ抗体的水

制定ＨＩＶ防治策略和确定优先领域、计划和评价预防项目，
以及评估国家对流行状况加以控制的效果¨。。如１９９８年１０
月至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在美国加州旧金山运用ｓＴＡＲＨＳ方法对
性传播疾病门诊的病例进行了ＨＩＶ检测，调查的结果用来
了解ＨＩＶ在不同人群中的发病率，评估ＨＩＶ在人群中的变
化趋势，同时对高危人群制定相应的预防项目哺１。
在初期，低敏ＥＩＡ应用改良的Ａｂｂｏｔｔ

ＨＩＶ一１

ＥＩＡ

（３Ａ－１１），由于３Ａ－１１试剂盒２０００年后不再生产，试剂来源困
难，转而对商业上应用的ＥＩＡ（ｖｉｒｏｎｏｓｔｉｋａ
ｏｒｇａｎｏｎ

ＨＩＶ一１

ＥＩＡ，

Ｔｅｋｎｉｋａ，Ｄｕｒｈａｍ，ＮＣ）进行改良作为低敏ＥＩＡ。目

平，如果抗体水平低，则可能为早期感染。然而，其他人群也

前该试验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并且在美国和其他地区多项横

可以出现低水平的ＨＩｖ抗体：艾滋病患者、进行有效的抗逆

断面研究中用来估计ＨＩＶ感染发生率∽’川。然而该试验对

转录病毒治疗者、进行｝玎３Ｖ治疗的患者、长期感染而病情无

于来自感染ＨＩｖ－１ Ｂ或Ｅ亚型泰国地区的样本则显示为亚

进展者旧］。结果解释时应注意：①ｓＴＡＲＨＳ识别的早期感染

型依赖性¨“。血清阳转后的窗口期不同，Ｂ亚型窗口期（≥

者，感染时间大约发生在诊断前６个月，其结果解释时应辅

１８０天），而Ｅ亚型窗口期要很长（≥２７０天），在商品试剂盒

以临床表现及流行病学史。②识别出６个月内感染的概率

中，一般只应用Ｂ亚型抗原的ＥＩＡ试剂盒，这样会造成亚型

依赖于ＨＩＶ检测的频率，高危人群比其他人群检测的频数

专一性偏倚。虽然应用Ｂ亚型抗原可以诊断所有亚型的感

多，因而被检测出早期（６个月）的感染的概率大。③吸光度

染（定性），但由于ＳＴＡＲＨＳ试验要对抗体滴度进行量化，不

值只是指明一个人是否在检测前６个月左右产生ＨＩＶ抗体

同的亚型，抗体滴度的表现要依赖于交叉反应的程度。同时

·５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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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过程中，由于低敏的ＥＩＡ需要稀释很大的倍数

ｄｅｔｅｃｔ ｅａｒＩｙ ＨＩＶ－１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ＪＡＭＡ，１９９８，２８０：４２—４８．

（１：２０ ０００），在移液过程中，一个极细小的差错就会导致极
大的稀释错误，孵育的时间和温度也要极其准确，操作繁琐，

ａ１１ｄ ｆｏｒ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ｅｓｔｉｒＩｌａｔｅ

３

ＨＩＶ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结果的变异性很大，并且需要配备专用的设备。目前，应用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ｎ

ＰｒｏｇｒａｒＩｌ

Ｃｉｔｙ，２００１．ＨＩＶ

Ｒｅｐｏｒｔ）．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ｉｔｙ Ｄ印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专用的洗板机、酶标仪、孵育箱及特定厂家的移液器及试剂

Ｈｙｇｉｅｎｅ，Ｖｏｌ １，Ｎ０．ｓ１，２００３．

盒等措施，使得该试验更加准确，重复性更高。
４

４．检测ＨＩＶ早期感染的其他方法：
（１）ＨＩｖ抗体阴性但检测到ＨＩｖ一１ ＲＮ刖ｐ２４抗原说明为
ＨＩｖ－１早期感染，这些方法已应用于估计发病率的研究ｕ“，

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ＢＧ，Ｓｈ印ｐａｒｄ ＨＷ，ｅｔ ａ１．Ｈｉｇｈ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Ｉｖ＿１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

ｕＳ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ｒｅｃｅｎｔ ＨＩＶ

Ｗｅｎｉｇｅｒ Ｂ．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ＨＩＶ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ｃｏｈｏｒ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ＨＩＶ

短（≤１～２周）随后抗体很快出现，因此检测到处于该期感染
时段的人数不多，不能准确的估计发病率及其可信区间，尤

Ｇｏｕｗｓ

ｓｅｒｏ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Ｊ Ａｃｑｕｉｒ Ｉｍｍｕｎｅ Ｄｅｆｉｃ Ｓｙｎｄｒ，２００２，２９：５３１－５３５．
５

然而ＨＩｖ－１ ＲＮＡ或ｐ２４阳性、抗体阴性这种状态持续时间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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