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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非Ｏ １非Ｏ １ ３９群霍乱弧菌多重ＰＣＲ和
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实时ＰＣＲ检测方法的建立

李凤娟阚飙王多春
【摘要】

目的建立检测非Ｏｌ非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的多重ＰＣＲ和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实时ＰＣＲ方

法。方法分别以霍乱弧菌的外膜蛋白基因（ｏｍｐＷ）、０１和０１３９群Ｏ抗原编码基因（咖）设计引
物，建立多重ＰＣＲ和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实时ＰＣＲ方法，评价两种方法检测非０１非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的
特异性、重复性和一致性及最低检测菌量。结果建立了检测非０１非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的多重
ＰＣＲ和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实时ＰＣＲ方法，根据特异性条带（多重ＰＣＲ）和特异性熔解温度（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
实时ＰＣＲ），两种方法均能特异性检测非０１非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并能鉴别其他弧菌（５种）和肠道
杆菌（３种）；两种方法的最低检测菌量分别为７×１０４ ｃｆｕ／ｍｌ（多重ＰＣＲ）和７×１０２ ｃｆｔｄｍｌ（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实时ＰＣＲ），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实时ＰＣＲ的重复性检测，批内变异系数（ＣＶ）为
０．２２％～０．９２％，批间ｃｖ为０．２７％～１．４１％；经３７０株非０１非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的检测，两种方法的
一致性均为１００％。结论建立的两种方法其特异性、敏感性及重复性均好，可适用于不同条件下
非０ｌ非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的检测和鉴定。

【关键词】非Ｏｌ非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多重ＰＣＲ；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实时ＰＣ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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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１

非０１非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是指除０１和０１３９群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合成。

霍乱弧菌以外的霍乱弧菌血清群…，其广泛存在于

４．ＤＮＡ模板制备：从霍乱弧菌培养平皿上挑取

环境，尤其是水体和海产品中，可引起夏秋季腹泻和
食物中毒，临床表现为轻症胃肠炎或严重的腹泻。

单菌落，溶于２００ ｇｌ纯水中煮沸１０ ｍｉｎ，冰浴１０ ｍｉｎ
后，以１２ 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１０ ｍｉｎ，取上清即为提取的

非０１非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引起的腹泻在世界许多地

ＤＮＡ。

区均有流行和散发乜＇３｜，但由于其临床感染程度没有

５．ＰＣＲ体系和反应条件：

０ｌ群、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严重，因此常被忽略。鉴定

（１）多重ＰＣＲ组成成分：在２０ ｕｌ体系中，２×

非Ｏｌ非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要求其不与０１群和

ＭａｓｔｅｒＭｉｘ

０１３９群分群血清凝集，而与其他群的分群血清凝

ｇｌ，Ｏｌ、０１３９帕和ｏｍｐＷ上
下游引物（１０ Ｉ，ｔｍｏｌ／Ｌ）各ｌ ｐｌ，ＤＮＡ模板１¨ｌ，其余用

集，但目前绝大多数实验室无０１、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

水补足。反应条件：９４℃预变性５ ｍｉｎ，然后９４℃

诊断血清之外的其他群血清产品。对非Ｏｌ非０１３９

３０ Ｓ，５５ ｏＣ

群霍乱弧菌的鉴定，传统方法是采用生化检测鉴定

７２℃延伸７ ｍｉｎ。ＰＣＲ扩增产物上样于１％琼脂糖

为霍乱弧菌，然后用０１、０１３９群血清凝集试验排除

凝胶中电泳，用凝胶成像仪拍照。

Ｔａｑ ＰＣＲ

１０

３０ Ｓ，７２ ｏＣ

１

ｍｉｎ，进行３０个循环，最后

０１、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则认定为非０１非０１３９群霍

（２）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实时ＰＣＲ：每份样品在２个反

乱弧菌。但该方法操作复杂，费时费力，达不到快速

应体系中检测完成，在每个体系（２０ ｕ１）中，ＳＹＢＲ＠

检测的要求。因此有必要开发和建立一种更高效且

Ｐｒｅｍｉｘ Ｅｘ

能弥补传统方法缺陷的检测方法。为此本研究以霍

引物上下游（１０ Ｉ，ｔｍｏｌ／Ｌ）各０．４ ｕｌ，另一管中ｏｍｐＷ弓Ｉ

乱弧菌的外膜蛋白基因（ｏｍｐＷ，霍乱弧菌共有基
因）、０１群０抗原基因（０１．帕）、０１３９群Ｏ抗原基因

物上下游各０．４“ｌ，每管中ＤＮＡ模板各２“ｌ，其余用
水补足。采用ＴａＫａＲａ公司产品说明书中的两步法

（０１３９一帕）为目的基因，建立了用于检测非０１非

ＰＣＲ扩增标准程序作为循环参数。

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的多重ＰＣＲ和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实时
ＰＣＲ方法，并评价两种方法的特异性、最低检测菌量

６．特异性检测：对经生化及０１、０１３９群血清鉴
定的５株非０１非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和０１、０１３９群霍

和一致性。

乱弧菌各６０株，弗尼斯弧菌、创伤弧菌、麦氏弧菌、

Ｔａｑ州（２×）各１０“１，一管中０Ｉ／０１３９帕

副溶血弧菌各２株，单胞菌、大肠埃希菌、痢疾杆菌

材料与方法

各５株，分别采用多重ＰＣＲ和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实时ＰＣＲ

１．实验菌株：非０１非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３７０株

方法进行检测。

（均经生化鉴定为霍乱弧菌，并用０１、０１３９群血清凝

７．最低检测菌量：取新鲜非Ｏｌ非０１３９群霍乱

集排除０１、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０１、０１３９群霍乱弧

弧菌单菌落接种ＬＢ肉汤，３７℃培养至Ａ值约为０．９，

菌各３０株；副溶血弧菌、拟态弧菌、创伤弧菌、麦氏

然后以ＬＢ肉汤采用涂平板法计数系列稀释液的菌

弧菌、弗尼斯弧菌各２株；单胞菌、大肠埃希菌、痢疾

量１０倍系列稀释；同时用水煮法制备系列稀释液的

杆菌各５株。菌株均为本实验室保存。
２．主要仪器和试剂盒：包括ＦＸ９６型
荧光ＰＣＲ仪（美国ＢＩＯ—ＲＡＤ公司），
ＰＴＣ一２００型ＰＣＲ扩增仪（美国ＭＪ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公司），凝胶成像仪（美国
ＢＩＯ—ＲＡＤ公司）、电泳仪及电泳槽（北京
六一电泳设备厂），５４１５Ｒ型高速低温离
心机（德国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公司）；２×Ｔａｑ
ＰＣＲ ＭａｓｔｅｒＭｉｘ（天根科技有限公司），
ＳＹＢＲ＠Ｐｒｅｍｉｘ Ｅｘ ＴａｑＴＭ、ＤＬ２０００ Ｍａｒｋｅｒ

（ＴａＫａＲａ大连公司），ＧｏｌｄＶｅｉｗ ＤＮＡ染
料（北京赛百盛基因技术有限公司）。
３．引物：多重ＰＣＲ及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

实时ＰＣＲ引物序列见表ｌ，由上海生工

表１霍乱弧菌多重ＰＣＲ及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实时ＰＣＲ相关引物序列
引物

引物序列

产瑟度梨黧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４年１月第３５卷第１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 １

ＤＮＡ作为模板，分别采用建立的多重ＰＣＲ和ＳＹＢＲ

的０１群、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含有ｏｍｐＷ引物管和帕

Ｇｒｅｅｎ实时ＰＣＲ方法检测。根据能观察到的最弱

引物管的样品均检测到Ｃｔ＜３５的荧光曲线（图２Ａ

ＰＣＲ电泳条带（多重ＰＣＲ）和特异的熔解温度峰值及

中的ｌ、２），但熔解温度峰值有所不同，０１群霍乱弧

Ｑ≤３５的荧光曲线（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实时ＰＣＲ），确定样

菌的两管熔解温度峰值分别为７８．０℃和８４．５℃（图

品的检测下限，即为最低检测菌量。

２Ｂ中１），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的两管熔解温度峰值分

８．重复性和一致性检测：采用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实时

别为７９．５℃和８４．５℃（图２Ｂ中２）；对于受试非０１

ＰＣＲ检测同一批次和不同批次的１０倍稀释标准品

非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只在含有ｏｍｐＷ弓Ｉ物管的样品
中检测到Ｃｔ＜３５的荧光曲线，而帕引物管的检测为

１０８～１０１ｃｆｕ／ｍｌ后，根据Ｄ值的变异系数（ＣＶ，ｓ／；Ｘ
１００％）评价其重复性。对经生化及Ｏｌ、０１３９群血
清鉴定的３７０株非０ｌ非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分别
利用建立的多重ＰＣＲ和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实时ＰＣＲ方
法检测。两种方法分别能鉴定为非０１非０１３９群

阴性（图２Ａ中３），且ｏｍｐＷ和帕引物管的熔解温度
峰值分别为８４．５℃和阴性（图２Ｂ中３）；其他受试的
弧菌和肠杆菌，其熔解温度峰值均与非Ｏｌ非０１３９
群霍乱弧菌相区分（图２中４～６）。

霍乱弧菌的百分比，即为该方法检测的一致性百
分比。
０００ ｂＤ

结

果

１．检测方法的建立：在多重ＰＣＲ中，针对一个
核酸样品，当出现５８８ ｂｐ霍乱弧菌ｏｍｐＷ的唯一电
泳条带，则判断为非０１非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阳性；而

豁８醢
ｊｆ．：Ｍ：Ｍａｒｋｅｒ：１～３：０１阱镬＾Ｌ弧菌Ｎ】６９６ｌｆ０１韬叶，删１、
４０—４２（０１／ｌ，）ｌＩ型）、吴江一２（０１稻叶型）代表株；４～６：０１３９群霍乱
弧菌Ｍ０４５、ＦＪ９７１２９、ＨＬ０８００１；７～９：非０１非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
１０～１７：除霍乱弧菌外的其他弧菌与肠杆菌代表株

图１多重ＰＣＲ检测霍乱弧菌

同时出现８１３ ｂｐ（０１．帕）和５８８ ｂｐ（ｏｍｐＷ）或同时出
现３８２ ｂｐ（０１３９一帕）和５８８ ｂｐ（ｏｍｐＷ）的电泳条带，

３．确定最低检测菌量：多重ＰＣＲ在菌液浓度为

则判定为Ｏｌ或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阳性。在ＳＹＢＲ

７×１０４

ｃｆｕ／ｍｌ时，可观察到最弱ＰＣＲ电泳条带（图

Ｇｒｅｅｎ实时ＰＣＲ中，针对一个核酸样品的２个反应

３）。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实时ＰＣＲ在菌液浓度为７×１０２

体系，当ｏｍｐＷ反应体系中出现Ｃｔ＜、３５的荧光曲线
和特异性熔解温度峰值（Ｔ。＝８４．５℃），同时帕反

ｃｆｕ／ｍｌ时，有特异的熔解温度峰值，且有Ｃｔ＜、３５的荧

应体系中荧光和特异性熔解温度峰值曲线均不起

度峰值不明显，且荧光曲线Ｃｔ＞３５（图４）。两种方

峰时，即判断为非０１非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阳性；当

法最低检测菌量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光曲线；而菌液浓度为７×１０１ ｃｆｕ／ｍｌ时，特异熔解温

出现荧光曲线（＆≤３５）和特异性熔解温度峰值

４．重复性和一致性分析：利用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实时

（Ｔ。＝７８．０℃或７９．５℃）时，即判断为０１或０１３９群

ＰＣＲ检测同一批次和不同批次的１０倍稀释标准品

霍乱弧菌阳性。

１０８～１０１拷贝后，批内Ｑ值ＣＶ为０．２２％～０．９２％，批

２．特异性分析：使用本研究菌株分别利用建立

间Ｑ值ＣＶ为０．２７％～１．４１％，表明本研究建立的实

的两种方法进行检测。在多重ＰＣＲ中，受试的３株

时ＰＣＲ具有良好的重复性（表２）。采用两种方法检

非０１非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出现５８８ ｂｐ的唯一条带
（图１中７～９），０１和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各３株，分别

测３７０株非０１非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其一致性均为
１００％。

同时出现５８８ ｂｐ与８１３ ｂｐ和５８８ ｂｐ与３８２ ｂｐ的条带
（图ｌ中１。３和４～６），而５种其他弧菌（副溶血弧

讨

论

菌、拟态弧菌、创伤弧菌、麦氏弧菌、弗尼斯弧菌各２

本研究建立的多重ＰＣＲ和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实时

株）和３种肠杆菌（嗜水气单胞菌、大肠埃希菌、痢疾

ＰＣＲ方法在特异、快速检测非０１非０１３９群霍乱弧

菌各５株），多重ＰＣＲ检测均未出现ｏｍｐＷ、０１一帕和

菌的同时，可有效区分０１、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且能

０１３９－咖基因的特异条带，图１中１０一１７条带显示８
种菌的检测结果（副溶血弧菌、拟态弧菌、创伤弧菌，

鉴别霍乱弧菌与其他弧菌和肠道杆菌。两种方法的

麦氏弧菌、弗尼斯弧菌、单胞菌、大肠杆菌、痢疾杆菌

本研究建立检测非０１非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方法

各１株）。
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实时ＰＣＲ的特异性检测表明，受试

一致性均为１００％。
的思路，是对受试菌鉴定到霍乱弧菌（ｏｍｐＷ）的同
时，排除０１和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Ｏ抗原的特异帕

注：Ｉ：０１群霍乱弧菌代表株；２：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代表株；
３：非Ｏｌ非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代表株；４～６：其他弧菌代表株

注：Ｉ～８：非０１非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对应的模板菌液浓度分别
为７×１０８～７×１０１ ｃｆｕ／ｍｌ；９～１１：阴性对照

图４实时ＰＣＲ对非Ｏｌ非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

图２检测霍乱弧菌ｏｍｐＷ和ｌ毋的实时ＰＣＲ扩增曲线

最低检测菌量的确定
表２非０１非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批内和批间＆值ＣＶ的确定

注：Ｍ：Ｍａｒｋｅｒ；１～８：非Ｏｌ非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刈应的模板菌
液浓度分别为７×１０８～７×１０１

ｃｆｕ／ｍｌ

图３多重ＰＣＲ对非Ｏｌ非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
最低检测菌量的确定

基因）。在多重ＰＣＲ和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实时ＰＣＲ的引
物设计上，根据特异性条带（多重ＰＣＲ）和特异性熔
解温度（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实时ＰＣＲ），两种方法均能特异
地检测非０１非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鉴别０１、０１３９群

目前世界各地非０１非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引起的

霍乱弧菌，可将霍乱弧菌与其他弧菌和肠道杆菌相

腹泻并不少见，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但由于０１和

区分，且单一样品检测时间均＜２ ｈ。由于ＳＹＢＲ

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引起的霍乱更易导致流行【７］，且常

Ｇｒｅｅｎ实时ＰＣＲ方法是利用荧光染料（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

规实验室缺少非０１非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的血清，因

与双链ＤＮＡ分子结合发光的特性指示扩增产物，但

此更多情况下仅注意对０ｌ和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鉴

Ｇｒｅｅｎ无特异性，无法识别特定的双链∞。。而

定，而忽略了非０１非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感染的可能

本研究采用两管法，在２个反应体系中检测一份样

性。本研究建立的两种方法，为不同条件的常规实

品，其特点是无需另外设计荧光探针和优化条件，简

验室鉴定非０１非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提供了选择。

ＳＹＢＲ

便易行，成本较低，对定量ＰＣＲ仪亦无选择。但缺

０１、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的主要毒力因子是

点是专一性不如探针法，需要根据２个反应体系中

ｃｈｏｌｅｒａ

的检测结果加以判断。

是毒素协同菌毛（ｔｏｘｉｎｃｏ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ｐｉｌｕｓ，ＴＣＰ），在霍

ｔｏｘｉｎ（ＣＴ）随］，由ｃｔｘＡＢ编码，另一个毒力因子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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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１

乱弧菌肠道定植中起着重要作用。在非０１非０１３９

ｓｐｅｃｉｅ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菌株中，除可能存在ＣＴ和ＴＣＰ外，还含有的外膜蛋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ｎｅ ｏｆｏｕｔｅｒ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白、脂多糖、肠毒素、蛋白酶、溶血素和磷脂酶等，对
宿主细胞造成破坏甚至最终引起细胞死亡。因此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ｂｒｉｏ

ｃｈｏｌｅｒａｅ

ｕｓｉｎｇ

ｐｒｉｍｅｒｓ

ＯｍｐＷ［ＪＪ．Ｊ

Ｃｌｉ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００，３８（１１）：４１４５—４１５１．
［５］Ｗａｎｇ ＸＩＶＩ，Ｗａｎｇ ＤＣ，Ｔａｎ
ｏｆ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后续工作将上述毒力因子也加入到检测体系中，判

ａｎｄ

ＨＬ，ｅｔ

ａ１．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 ｃｈａｉ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ｔｅｃｔ Ｖｉｂｒｉｏ ｃｈｏｌｅｒａｅ ０１

０１３９ ｉｎ ｆｉｖｅｒ

ｗａｔｅｒ［Ｊ］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０７，２８（８）：

７６８—７７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断非０１非０１３９群菌株的毒力情况，将更具有流行
病学实际意义。

王晓梅，王多春，谭海玲，等．实时ＰＣＲ检测０１群和０１３９群霍乱
弧菌方法的建立及应用［Ｊ］．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７，２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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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５—１５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Ｊ

王多春，王晓梅，钟豪杰，等．珠江河口水体Ｏｌ群和０１３９群霍乱

Ｃｌｉ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１９９８，３６（３）：７５６—７６３．

［３］ＤａｌｓｇａａｒｄＡ，ＦｏｒｓｌｕｎｄＡ，Ｂｏｄｈｉｄａｔｔａ
Ｖ／ｂｒｉｏ ｃｈｏｌｅｒａｅ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Ｂａｎｇｋｏｋ，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ｏｕ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ａｒｒｈｏｅａ

ａｒ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ａｎｄ ｂｅｌｏｎｇ

ｎｏｎ—０１，ｎｏｎ－０１３９

弧菌监测［Ｊ］．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８，２９（２）：１４５—１５０．

Ｌ，ｅｔ ａ１．Ａ ｈｉｇｈ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ｓｅｒｏｔｙｐｅｓ

ｉｎ

［８］Ｗａｌｄｏｒ ＭＫ，Ｍｅｋａｌａｎｏｓ

ｔｏ

ｌ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

ｐｈａｇｅ

ｅｎｃｏｄｉｎｇ

ｃｈｏｌｅｒａ

ＪＪ．Ｌｙｓｏｇｅｎｉｃ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ｂｙ

Ｎａｎｄｉ Ｂ，Ｎａｎｄｙ

ＲＫ，Ｍｕｋｈｏｐａｄｈｙａｙ

ａ

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ｏｕｓ

ｔｏｘｉｎ［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６，２７２（５２７０）：

１９１０—１９１４．

Ｉｎｆｅｃｔ，１９９９，１２２（２）：２１７—２２６．
［４ｊ

ＤＮＡ［Ｊ］．Ｊ

Ｉ：

２０１２，２２（４）：１１８９—１１９９．
［７］Ｗａｎｇ ＤＣ，Ｗａｎｇ ＸＭ，Ｚｈｏｎｇ

［２］Ｓｈａｒｍａ Ｃ，ＴｈｕｎｇａｐａｔｈｒａＭ，ＧｈｏｓｈＡ，ｅｔ ａ１．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ｎｏｎ．０ｌ，ｎｏｎ．０１３９

Ｒ，ＭｃＧｉｖｎｅｙ ＪＢ，ｅｔ ａ１．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

ＡＩ，Ｐａｖｌｏｖｉｃ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９—０５）
Ｓ，ｅｔ ａ１．Ｒａｐｉｄ ｍｅｔｈｏｄ

（本文编辑：张林东）

ｆｏｒ

读者·作者·编者
本刊常用医学词汇缩略语
本刊对以下较为熟悉的一些常用医学词汇将允许直接用缩写，即在文章中第一次出现时，可以不标注中文和英文全称。
ＨＢｃＡｇ

乙型肝炎核心抗原

ＰＢＳ

磷酸盐缓冲液

ＨＢｅＡｇ

乙型肝炎ｅ抗原

ＰＣＲ

聚合酶链式反应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ＨＢｓＡｇ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艘

相对危险度

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Ｈｂ

血红蛋白

ＩＵ二ＰＣＲ

反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

ＢＭＩ

体重指数

ＨＣ

臀围

ＳＡＲＳ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ＣＨＤ

冠心病

ＨＤＬ．Ｃ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ＳＢＰ

收缩压

ｃ，

可信区间

ＨＦＲＳ

肾综合征出血热

ＳＣｒ

血清肌酐

ＣＯＰＤ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ＨＩ

血凝抑制试验

Ｔ２ＤＭ

２型糖尿病

ＣＴ

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

ＨＩＶ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ＴＣ

总胆固醇

ＤＢＰ

舒张压

ＨＰＶ

人乳头瘤病毒

ＴＧ

甘油三酯

ＤＮＡ

脱氧核糖核酸

ＩＣＵ

重症监护病房

ＵＡ

尿酸

ＥＬＩＳＡ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ＩＤＤ

碘缺乏病

ＷＢＣ

白细胞

ＦＰＧ

空腹血糖

ＩＦＧ

空腹血糖受损

ＷＣ

腰围

ＧＭＴ

几何平均滴度

ＬＤＬ．Ｃ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降Ｚ田

腰臀围比值

ＨＡＶ

甲型肝炎病毒

Ｍ值

中位数

ＷＨｔＲ

腰围身高比

ＨＢＶ

乙型肝炎病毒

ＭＲＩ

磁共振成像

ＷＨＯ

世界卫生组织

ＨＣＶ

丙型肝炎病毒

ＭＳ

代谢综合征

抗一ＨＢｓ

乙型肝炎表面抗体

ＨＤＶ

丁型肝炎病毒

ＭＳＭ

男男性行为者

抗一ＨＢｃ

乙型肝炎核心抗体

ＨＥＶ

戊型肝炎病毒

０Ｒ

比值比

抗一ＨＢｅ

乙型肝炎ｅ抗体

Ａ值

吸光度值

ＡＩＤＳ

艾滋病

ＡＬＴ
ＡＳ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