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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带状疱疹的治疗中，泛昔洛韦联合
半导体激光具有良好的疗效，其可以显著改善患者临
床症状，且起效快，后遗神经痛发生率低，具有很高的
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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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检测技术在无偿献血者血液筛查中的应用
黄小珍，曾宾，刘佳霖

(梅州市中心血站检验科，广东 梅州 514021)

【摘要】 目的 探讨核酸检测技术在梅州市无偿献血者血液筛查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梅州市2016年

3月至 2017年 5月的 38 445名无偿献血者(男性 28 440名、女性 10 005名）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

(ELISA）法对所有献血者的样本进行检查，并对ELISA单项呈阴性标本再进行核酸检测。观察无偿献血者的检测

结果，针对HBsAg、抗-HCV和抗-HIV检测阴阳性进行分析，评价核酸检测的价值。结果 38 445份标本经血清学

ELISA检测的阳性样本有461份，血清学ELISA检出阳性检出率为1.20%；37 984份血清学ELISA检测阴性的标本

经核酸检测技术检测，结果显示有40例阳性，阳性检出率为0.10%。结论 当前梅州市地区的血清学ELISA检测

合格中血液仍然存在输血传播疾病的风险存在，其主要是以输血感染HBV为主，将核酸检测技术合理应用到献血

者的血液筛查中，能够进一步提高血液筛查质量，最大程度预防输血传播疾病的风险，有利于献血安全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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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nucleic acid detection technology in blood screening of voluntary blood donors. HUANG Xiao-zhen,
ZENG Bin, LIU Jia-lin. Laboratory, Central Blood Bank of Meizhou City, Meizhou 514021,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nucleic acid detection technology in blood screen-

ing of voluntary blood donors in Meizhou city. Methods A total of 38 445 voluntary blood donors (28 440 males and

10 005 females) from March 2016 to May 2017 in Meizhou city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ll blood speci-

mens from blood donors were examined by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and nucleic acid detection

technology was performed on single negative samples of ELISA. The detection results of voluntary blood donors were

observed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nucleic acid detection technology from positive and negative detection results of HB-

sAg, anti-HCV and anti-HIV. Results The 461 positive samples were detected by ELISA from 38 445 blood donation

samples with positive rate of 1.20%. There was 40 positive cases detected by nucleic acid detection technology from

37 984 ELISA negative samples, with positive rate of 0.10%. Conclusion At present, there is still a risk of transfu-

sion-transmitted diseases in serological ELISA examination qualified blood samples in Meizhou, mainly for blood trans-

fusion infected with HBV. The rational application of nucleic acid detection technology to the blood screening of blood

donors can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blood screening, prevent the risk of transfusion transmitted diseases to the

greatest extent, and is conducive to the safety of blood do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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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和控制输血相关的传染病是临床输血领域
中非常重要的课题，同时也是保障无偿献血社会价值
的关键。虽然国内对献血者血液实行了乙型肝炎病

毒(HBV)、丙型肝炎病毒(HC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血清学检测，能够显著的控制和降低因为输血而
导致的传染病，但因为HBV、HCV、HIV血清学检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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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较长的“窗口期”，所以在临床应用中仍然存在一

定的制约性[1]。自 2010年开始，卫生部决定在我国多

个省市的血站中开展核酸检测试点工作，其目的在于

探索一种符合我国无偿献血现状的血液筛查技术，最

大程度控制血液传染病在检测过程中的“窗口期”，并

且提升献血安全性[2-3]。为此，本文探讨了核酸检测技

术在梅州市无偿献血者血液筛查中的应用，现将结果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梅州市 2016年 3月至 2017

年 5月的 38 445名无偿献血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性28 440名，女性10 005名，年龄18~60岁。所有无偿

献血者都符合《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的相关标准，同

意参与本次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试剂与仪器 (1)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

法检测试剂：HBsAg 试剂(北京万泰、意大利索林)，

抗-HCV试剂(北京万泰、厦门新创)，抗-HIV试剂(北

京万泰、美国伯乐)，以上试剂均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批准的合格产品，并严格按照 SOP 操作规

程。(2)核酸检测试剂：乙型肝炎病毒、丙型肝炎病毒、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 型)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

法)为北京万泰试剂。(3)仪器：FAME-24/20全自动酶

免分析仪、TECAN全自动酶免加样仪，北京万泰全自

动核酸提取仪(WanTaq-1.0)系统，美国伯乐全自动扩

增分析仪。

1.3 检测方法 所有献血者的血液样本均采用

酶联免疫吸附实验(两种试剂)进行检测，由于任何一

种试剂有反应性，需要将原标本和剪血袋上的辫管血

进行双孔复查，任一孔为反应性则判定为不合格。针

对酶联免疫吸附实验阴性标本再进行核酸检测(全自

动核酸提取仪WanTaq-1.0系统，相应的试剂也由北京

万泰生产)，即将 6份原始样本各吸取 160 µL汇集成 1

份 0.96 mL混样池(混样标本不足 6份的，由加样系统

自动补足0.96 mL)，对汇集后的混样池进行核酸提取，

聚合酶链反应45个循环。血浆混样、核酸提取及检测

分析由工作人员按照 SOP操作规程进行。阴性结果

的混样池所有标本均报(核酸检测技术)阴性结果；结

果反应性标本在混样池进行拆分检测，即对应的 6份

原始样本各吸取血浆0.96 mL进行单样标本检测。拆

分有反应性或单样标本检测有反应性标本即报(核酸

检测技术)阳性结果。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8.0系统软件对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表示。

2 结 果

38 445 份标本经血清学 ELISA 检测的阳性样本

有 461 份，检出率为 1.20%，见表 1。37 984 份血清学

ELISA检测阴性的标本经核酸检测技术检测，结果显

示有40例阳性，阳性检出率为0.10%，见表2。

3 讨 论

血液筛查中采用的核酸检测技术目前主要包含

TMA与Taqman PCR技术[4]。TMA技术既往应用相当广

泛，自2010年开始，对无偿献血者的血液标本采取单人份

的核酸检测技术检测之后，核酸检测技术联检试剂的分

析灵敏度有了明显提升，可达到HBV DNA 10.0 IU/mL、

HCV RNA 3.0 IU/mL、HIV-1 RNA 45.0 IU/mL的水平，而

核酸检测技术鉴别试剂的分析灵敏度可达到 d-HBV

8.5 IU/mL、d-HCV 3.2 IU/mL、d-HIV-1 50.0 IU/mL 的

水平。由此可见，血液筛查技术当前已经较为成熟和

科学客观[5-6]。

最早在90年代时，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在献血人群

中就开始使用核酸检测技术，并实行对HBV、HCV与

HIV的筛查，在应用一段时间之后，证明了核酸检测技

术筛查可以有效的降低血液传播疾病的风险，同时提

高其安全性[7]。报道显示，郑州地区的无偿献血者血

液标本的核酸检测阳性检出率已达到 1.2%[8]，远高于

梅州市检出率，这有可能是地区之间的病毒流行率差

异较为明显、检测标本的数量差异明显、血清学

ELISA试剂选择差异、核酸检测技术设备或试剂差异

以及检测模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所导致[9]。但是，无

论如何，这一结果都证明了梅州市血清学检测合格的

血液仍然存在血液传播疾病的可能性。

本研究表明，所采用的核酸检测技术筛查系统灵

敏度方面比较高，但由于混合性的样品检测模式间接

降低了核酸检测技术筛查系统本身的灵敏度，从而间

接导致核酸检测技术系统的灵敏度明显超过混合检

测情况下核酸检测技术筛查系统的灵敏度。通过分

析认为，其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因为核酸检测技术

检测有可能有较高的假阳性率，二是核酸检测技术在

取样方面存在误差，所应用的核酸联检、鉴别试剂的

分析灵敏度普遍比较高，但是因为单项的核酸检测技

术阳性标本病毒在载量方面的缺陷，病毒本身的样品

分布不规则，所以有可能导致每一次的取样病毒数量

不同，进而影响核酸检测技术的结果。

表1 梅州市无偿献血者38 445份标本血清学ELISA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HBsAg

抗-HCV

抗-HIV

合计

阳性数

431

24

6

461

阳性率(%)

1.12

0.06

0.02

1.20

表2 37 984份血清学ELISA阴性标本的核酸检测技术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HBsAg

抗-HCV

抗-HIV

合计

有反应性

标本数

62

61

16

139

反应率(%)

0.16

0.16

0.04

0.36

核酸检测技术

阳性样本数

32

8

0

40

核酸检测技术

阳性率(%)

0.08

0.02

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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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显示，隐匿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 (OBI)的

HBV献血者是HBsAg血液筛查之后仍然存在HBV传

播血液的主要因素 [10]。OBI 病毒是无法有效检出的

HBsAg，但是核酸检测技术检测会呈现为阳性。在本

次研究中也证明了献血者如果被确定为OBI，便可以

说明输血出现的风险是发生 OBI。在实际工作中，

ALT 检测不合格的无偿献血者血液一般都会报废处

理，ALT 作为无偿献血者在献血之前的基本筛查项

目，其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学术争议。无偿献血者的

ALT 检测结果异常的主要原因并不一定是 HCV 或

HBV 的感染，也有可能是其他病理性原因所导致

的 [11]。ALT是非特异性传染病标志物的筛查方式，其

对于提升当前输血传染病检测效果的实效性并不是

非常理想。

本研究结果显示，38 445份标本经血清学ELISA

检测的阳性样本有 461 份，阳性检出率为 1.20%。这

一结果充分证明借助血清学ELISA能够一定程度的

筛查出问题血清，降低血液传播疾病的感染风险；另

一结果显示，37 984份血清学ELISA检测阴性的标本

经核酸检测技术检测，结果显示有 40例阳性，阳性检

出率为0.10%。这一结果充分证明在血清学ELISA筛

查之后仍然存在输血感染的风险。借助核酸检测技

术，能够及时有效的筛查出风险血液，对血清学筛查

有较高的保障效果，两种技术的联合应用有着较高

的临床意义和价值，应作为无偿献血血液筛查中的

主要技术。

通过本研究，认为通过下列几项因素，可以明确

核酸检测技术的应用价值：①检测体系的灵敏度和反

复性较理想。采用WHO HCV、HIV核酸检测标准稀释

之后的灵敏度和反复性检测结果显示，核酸检测系统可

以以 100%的标准检出 50 IU/mL HCV 与 50 IU/mL

HIV-1的核算，这一结果可以满足世界上所有的检测

体系灵敏度，混合检测的时候单份献血者的血液检出

率灵敏度在 95%以上；②标本在采集、储存以及运输

检测的过程中不会对病毒核酸有任何降解。血样通

过分离胶核酸试管采集，在4 h内分离出血浆，同时在

2℃~8℃的环境下保存，并在采集后72 h内完成检测，

特殊情况下无法完成检测时，将标本-20℃冻存，每一

份血样本最多只能通过一次冻融，所以检测的样品不

会因为外界因素而发生改变，检测结果可靠；③从规

范性的操作与行之有效的实验室质量管理标准着手，

核酸检测技术通过验收考核已经达到了卫生部对于

临床检验技术的相关标准。

综上所述，当前梅州市的血清学ELISA检测合格

中血液仍然存在输血传播疾病的风险存在，其主要是

以输血感染HBV为主，将核酸检测技术合理应用到献

血者的血液筛查中，能够进一步提高血液筛查质量，

最大程度预防输血传播疾病的风险，有利于献血安全

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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