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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对四种国产乙型肝炎酶联免疫试剂盒的
灵敏度和特异度分析
吴星

周诚黄维金祁自柏

目的

【摘要】

梁争论李河民庄辉

比较４种国产乙型肝炎（乙肝）ＥＬＩＳＡ试剂盒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方法取慢性

乙肝患者和不合格献血员血液样本５９４份，廊用４种国产乙肝ＥＬＩＳＡ试剂盒检测ＨＢｓＡｇ、抗一ＨＢｓ、
ＨＢｅＡｇ、抗一ＨＢｅ和抗一ＨＢｃ，并与１种国外乙肝化学发光试剂盒（Ａｂｂｏｔｔ公司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比较，对结果不
一致的样本再用各试剂盒做双孔重复检测，对ＨＢｓＡｇ ｌ临界值附近的样本用Ａｂｂｏｔｔ ＨＢｓＡ＿ｇ确证试剂
盒（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

ＨＢｓＡｇ

ｃｏｎｆｉｒｍ）验证；以Ａｂｂｏｔｔ试剂盒（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的检测结果为标准，计算４种国产

ＥＬＩＳＡ试剂盒的灵敏度、特异度、总符合率和约登指数。然后用上述试剂盒检测ＨＢＶ ５项标志物的
灵敏度参比品，比较不同试剂盒的灵敏度。结果与Ａｂｂｏｔｔ公司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试剂盒相比，国产ｒｍｓＡｇ
ＥＬＩＳＡ试剂盒的灵敏度低４～１０倍；抗一ＦＩＢｓ、ＨＢｅＡｇ、抗．ＨＢｅ和抗一ＨＢｃ ＥＬＩＳＡ试剂盒的灵敏度低４～
１６倍；且有假阳性。ＩｍｓＡｇ、抗一ＦＩＢｓ、ＩｍｅＡｇ、抗．ＨＢｅ和抗．Ｉ－ＩＢｃ的总符合率分别为９６．４６％～９８．１５％、
９４．２８％～９８．１５％、９８．１５％～９９．４９％、９０．０７％～９６．３０％、９２．０９％～９６．８０％。结论

国产乙肝

ＥＬＩＳＡ试剂盒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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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为ＨＢＶ感染高流行区，对人群ＨＢＶ感染

（乙肝）临床诊断的准确性和安全输血，需要灵敏度

标志物的检测和筛查尤为重要。据统计，我国每年

高、特异性好的诊断试剂盒。本研究选取国内占有

仅国产ＨＢｓＡｇ ＥＬＩＳＡ试剂盒的使用量约２．４亿人

较大市场份额的４家国产ＥＬＩＳＡ试剂盒，对５９４份

份，占ＨＢｓＡｇ总检测量的９９ ｑ６。为保证乙型肝炎

慢性乙肝患者和不合格献血员的血液样本进行检
测，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基金项目：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计划资助项目（２∞４ＢＡ７１８舶２）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５０北京，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吴星、周

材料与方法

诚、黄维金、祁自柏、粱争论、李河民）；北京大学医学部（庄辉）
通讯作者：庄辉。Ｅｍａｉｈ ｚｈｕａｎｇｂｍｕ＠１２６．ｃｏｉｎ

１．临床血液样本：从北京、湖北、山东、河南、河

·９１６·

北等地区收集慢性乙肝患者血清及经筛选不合格的

血清样本，计算该试剂盒检测原倍血清和稀释后血

献血员血浆样本共５９４份，置一７０℃冰箱备检。

清的灵敏度、特异度、总符合率和约登指数。用各种

２．试剂：４种国产５项ＨＢＶ血清学标志物

试剂盒检测灵敏度参比品，比较不同厂家试剂盒的

ＥＬＩｓＡ试剂盒，生产厂家分别以Ａ、Ｂ、Ｃ、Ｄ表示（表

灵敏度。用各种试剂盒检测国家参考品中灵敏度血

１）。另采用１种国外ＨＢｓＡｇ ＥｌＡ试剂（Ｍｕｒｅｘ

清，比较不同厂家试剂盒的精密性。

ＨＢｓＡｇ）、１种国外５项ＨＢＶ血清学标志物化学发
光试剂（Ａｂｂｏｔｔ公司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 ＨＢｓＡｇ）进行比较。
ＨＢｓＡｇ确证试剂盒为Ａｂｂｏｔｔ公司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

５．统计学分析：应用统计学分析软件ｓＰｓｓ
１１．０进行ｘ２检验及分析。

ＨＢｓＡｇ

结

ｃｏｎｆｉｒｍ试剂盒，批号为３１３９９ＨＮ００。
表１

研究所用试剂盒编号

果

１．血清样本检测结果：①用４种国产ＨＢｓＡ＿ｇ
ＥＬＩＳＡ与１种国外ＨＢｓＡｇ ＥＬＩＳＡ（Ａｂｂｏｔｔ公司
Ｍｕｒｅｘ）试剂盒比较，同时检测５９４份血液样本，以
Ｍｕｒｅｘ ＨＢｓＡａ试剂盒（１１’）为标准，４种国产ＨＢｓＡｇ
ＥＬＩＳＡ试剂盒的灵敏度、特异度、总符合率和约登
指数见表２。②４种国产抗一ＨＢｓ

ＥＬＩＳＡ、ＨＢｅＡｇ

ＥＬＩＳＡ、抗．ＨＢｅ ＥＬＩＳＡ、抗．ＨＢｃ ＥＬＩＳＡ的灵敏度、
３．灵敏度参比品：①ＨＢｓＡ４９灵敏度参比品：以

特异度、总符合率和约登指数见表３～６。用国产Ａ５

ＷＨＯ提供的ＨＢｓＡｇ定量标准品（ＮＩＢＳＣ Ｃｏｄｅ；００／

试剂盒分别检测原倍血清和稀释后血清的抗．ＨＢｃ，

８８０，每安瓿冻干血清中ＨＢｓＡｇ含量为３３ ＩＵ，每安

结果检测稀释后血样的灵敏度明显低于原倍血清

瓿加入１ ｍｌ无菌超纯水后得理论浓度为３３ ＩＵ／ｍｌ的

（Ｙ２＝２６６．５，Ｐ＜０．００５），见表６。

标准血清）为依据，标定浓度分别为５．５６、２．７８、
表２

１．３９、０．７０、０．３５、０．１８、Ｏ．０９、０．０４ ＩＵ／ｍｌ的系列血

清。②抗一ＨＢｓ灵敏度参比品：根据ＷＨＯ标准品标

项目

５９４份样本｝玎３ｓＡｇ检测结果比较

样本数——坠——里Ｌ一—导—与
一

＋

一

＋

一

＋

一

＋

定的国家参比品。③其余３项ＨＢＶ血清学标志物
的灵敏度参比品：将国家标准品经适当系列稀释后
制备。
４．评价方法：首先用各种试剂盒对每一份样本
检测５项ＨＢＶ血清学标志物，按试剂盒使用说明书
判定结果。凡各种试剂盒结果不一致的样本，用原

表３

试剂盒分别做双孑Ｌ重测。若ＨＢｓＡｇ重测后仍不能
得出一致结果，则对该样本用Ａｂｂｏｔｔ确证试剂盒检

项目

５９４份样本抗．ＦＩＢｓ检测结果比较

样本数——丝——坠一．里一——婴二一
一

＋

一

＋

一

＋

一

＋

测。如未中和孔ｓ／ＣＯ值≥１．００，且中和孔≥５０％
时，确证为ＨＢｓＡｇ阳性；如未中和孔ｓ／ｃｏ值＜
１．００，则确证为阴性。为便于统计，以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
ＨＢｓＡｇ检测结果为参照，计算各种试剂盒的灵敏
度、特异度、总符合率和约登指数。抗一ＨＢｓ、ＨＢｅＡ＿ｇ、

抗．耶ｅ重测后，以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

ＨＢｓＡｇ检测结果为参

照，计算各种试剂盒的灵敏度、特异度、总符合率和
约登指数。
由于国产抗一ＨＩＭ ＥＬＩＳＡ试剂盒说明书中，均
注明可用原倍血清和稀释后血清进行检测，检测结
果用不同方法确定临界值，因此，为比较两种检测结
果的差异，选取国产试剂盒Ａ５检测３０倍稀释后的

衰４
项目

５９４份样本ＨＢｅＡｇ检测结果的比较

样本数一竺 ＋
一

一墅…
一

＋

一

壁一一婴
十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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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５

５９４份样本抗．ＨＢｅ检测结果比较

３．Ｏ％－－９．Ｏ％，国内４个厂家ＥＬＩＳＡ试剂的精密性
分别为３．０％～１７．０％、４．０％～１３．０％、６．０％～
１６．０％、６．０％～１１．０％，表明国产ＥＬＩＳＡ试剂的精
密性较差。
表８

表６

灵敏度（％）
特异度（％）
总符合卒（９６）

丝量塑墼

５９４份样本｝玎弛吣灵敏度参比品检测结果

５９４份样本抗．Ｉ－ＩＢｃ检测结果比较

９７．６９

７７．５５

９７．２２

９２．１３

９５．３７

９４．４４

９８．７７

７８．４０

９９．３８

９６．３０

９６．８０

８３．３３

９２．０９

９４．１１

９５．６２

！：！！

Ｑ：！！

！：！！

！：！！

Ｑ：！！

注：４为阴性结果

注：４Ａ５为血清原液检测结果，Ａ５Ｘ为血清经过３０倍稀释后用

表９

５９４份样本抗一Ｉ－ＩＢｅ灵敏度参比品检测结果

试剂Ａ５的检测结果；Ａ５与Ａ５Ｘ比较ｆ＝２６６．５，Ｐ＜Ｏ．００５
２．灵敏度检测结果：用４种国产ＨＢｓＡｇ

ＥＬＩＳＡ

与１种国外ＨＢｓＡｇ ＥＬＩＳＡ（Ａｂｂｏｔｔ公司Ｍｕｒｅｘ）试
剂盒分别检测ＨＢｓＡｇ灵敏度参比品，结果国外
ＨＢｓＡｇ

ＥＬＩＳＡ（Ａｂｂｏｔｔ公司Ｍｕｒｅｘ）试剂盒的灵敏

度较国产试剂盒高４～１０倍。４种国产抗一ＨＢｓ、
ＨＢｅＡｇ、抗一ＨＢｃ和抗．ＨＢｃ ＥＬＩＳＡ试剂盒与１种国
外化学发光试剂盒（Ａｂｂｏｔｔ公司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检测４项

注：４为阴性结果

袭１０

５９４份样本抗一１－１１３ｃ灵敏度参比品检测结果

ＨＢＶ标志物的灵敏度参比品结果比较见表７～１０。
４种国产抗一ＨＢｓ、ＨＢｅＡｇ、抗一ＨＢｅ和抗．ＨＢｃ

ＥＬＩＳＡ

的灵敏度较国外化学发光试剂盒（Ａｂｂｏｔｔ公司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低４～１６倍。
表７

５９４份样本抗一１－ＩＢｓ国家定量参比品检测结果

注：４为阴性结果

衷１１

５９４份样本各种试剂盒精密性检测结果

注：４为阴性结果：ｒ为线性值

３．不同试剂精密性检测结果：用国家参考品中

讨

论

精密性血清检测各个试剂盒的精密性，每个样本加

临床上广泛应用ＨＢＶ血清学标志物检测，以

１０孔，根据检测结果计算ｃｖ（％）值，每种试剂盒测

诊断ＨＢＶ感染状况及观察疗效等。目前国内针对

３次，检测结果的均值见表１１。

ＨＢＶ血清学标志物的检测试剂较多，本研究对４种

虽然本次检测结果均符合“中国生物制品规程”
（２０００年）相关规定，但国外化学发光法精密性为

国内最常用的ＨＢＶ血清学标志物ＥＬＩＳＡ与１种国

外化学发光试剂盒（Ａｂｂｏｔｔ公司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

ｒｍｓＡｇ）

·９１８·

进行比较，其灵敏度较国外化学发光试剂盒低４～１６

稳定、纯化工艺不够先进等因素也可能影响其灵敏

倍，并有一定假阳性。国产抗一ＨＢｃ ＥＬＩＳＡ试剂盒

度和特异度‘引。

检测稀释后血清样本的灵敏度较原样本明显为低
（９７．６９％：７７．５５％）。因此，国内试剂盒在保证高特
异度的同时，应进一步提高灵敏度，降低假阴性率。
近年的研究显示，在ＨＢｓＡｇ阴性献血员中，
ＨＢＶ

ＤＮＡ阳性率为１．４４％［１－３１；二次筛查后的血

清，经核酸检测，漏检率为０．４９‰旧１，从而造成输血
隐患，所用试剂盒的灵敏度较低可能是其主要原
因¨ｊ。因此，提高试剂盒的灵敏度十分重要。本研
究所用国产试剂盒均为ＥＬＩＳＡ，而国外Ａｂｂｏｔｔ公司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试剂盒为化学发光试剂盒，且为全自动操
作；而国产试剂盒为手工操作，这是导致其灵敏度和
精密性相对较低的原因之一＂ｏ。此外，国产ＥＬＩＳＡ
试剂盒采用一步法，抗原抗体反应时间不够充分，可
能影响试剂盒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导致弱阳性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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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漏检№驯。国产试剂盒所用的单克隆抗体来源不

－会议纪要·
中华医学会卫生学分会换届选举及第七届委员会工作会议纪要
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５—２６日，中华医学会卫生学分会换届选举及第七届委员会工作会议在北京龙爪树宾馆成功召开。中华医
学会副秘书长韩晓明代表中华医学会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华医学会组织管理部主任张辉主持会议。
２５日。召开第六届委员会常委会扩大会议，提出卫生学分会第七届委员会常委、主任委员、候任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等候
选名单。２６日，召开第七届委员会换届选举会议并进行选举。七届分会共有委员６１名，其中４２名委员参加了本次换届选举会
议，超过三分之二的法定人数。经全体到会委员无记名投票，选举曾光、张建中、季成叶、李兴旺、王广发、冯子健、吴永宁、王撷
秀、朱会宾、孙长灏、朱操、张胜年、姜庆五、从黎明、汪华、段广才、康均行、曰永平、盂营等１９人为中华医学会卫生学分会第七届
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曾光研究员当选第七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建中研究员当选为候任主任委员；姜庆五、
张胜年、李兴旺、段广才４人当选为副主任委员。第六届主任委员郭存三教授仍以上届主任委员的身份参与学会的领导工作。
换届选举会议结束后，第七届委员会随即召开了第一次常委会议，主任委员曾光主持会议。会议提议北京大学儿童青少
年卫生研究所季成叶教授为卫生学分会第七届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罗会明、施国庆为副秘书长，孟嫒为第
七届委员会工作秘书。
全体委员认真回顾了分会的光荣历史，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学分会１９３７年即已成立，第一任主任委员是中国公共卫生和
流行病学的创始人伍连德先生，以后的主任委员包括金宝善、叶恭绍等均为公共卫生学界的大家。会议号召全体委员要继承
和发扬前辈的光荣传统，今后分会通过开展多学科合作，共同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以推动中国公共卫生发展为己任。建议在
条件成熟时将“中华医学会卫生学分会”名称恢复到之前的名称，即“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分会”，这既有利于学科的进一步发
展，又符合学会定位于大公共卫生内涵。
本次换届选举和工作会议期间，还特邀８位专家分别从多学科合作角度，作了关于病因研究、疾病预防控制、疾病防治模式、
公共卫生安全、学科交叉与公共卫生应对等专题报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曾光研究员作了“航船驶向何方”专题报告，深刻
分析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需要医学多学科密切合作的现状，提出学会应是多学科合作的展示、交流和互相学习的学术平台。
会议决定：①授权第七届委员会常委冯子健研究员牵头筹备成立青年委员会，并尽快组织委员开展青年委员会委员的推举
摸底，并于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召开青年委员会成立大会。②２００９年举办中华医学会卫生学分会全国大会，由候任主任委员张建中研
究员负责筹备，并于２００８年内成立筹备组。③鼓励尽快组建学组，每个学组至少由３名委员联合筹备，成熟一个，建立一个。
本次换届选举和工作会议取得Ｊ，圆满成功，受到中华医学会参会领导和委员们的充分肯定。新一届委员会的成立，掀开
了中华医学会卫生学分会新的发展篇章。
中华医学会卫生学分会第七届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