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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1,3)-β-D-葡聚糖测定主试剂溶解方式不同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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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血清(1,3)-β-D-葡聚糖[(1,3)-β-D-glucan，BDG]测定(G试验)反应主试剂溶解方式不同对

检测结果的影响。方法 选取2019年6~12月北海市中医医院重症医学科、肺病科及肿瘤科拟诊侵袭性真菌感染

(IFI)住院患者126例，按照 IFI确诊标准分成感染组60例和未感染组66例，比较两组G试验反应主试剂手工振荡溶

解与仪器振荡溶解实验检测的标准差、敏感度、特异度、室内质控数据分析及仪器振荡溶解时间推测，统计学分析

两种溶解方式不同对检测结果的影响。结果 两组患者的G试验反应主试剂仪器振荡溶解方法较手工振荡溶解

方法有较低的标准差，且两组两种溶解方法检测结果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感染组反应主试剂手工振

荡溶解方法与仪器振荡溶解方法检测结果的敏感度分别为81.7%、90.0%；未感染组两种溶解方法的特异度分别为

84.8%、92.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机挑选112 d室内质控数据分析，反应主试剂手工振荡溶解与仪器振荡

溶解方法失控率分别为8.930%和0.89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机选择30 d室内质控统计，手工振荡溶解与

仪器振荡溶解方法均值分别为(241.41±47.35) pg/mL和(209.37±8.97) 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仪器振荡溶

解10 s与20 s以上两种方法检测结果，室内质控统计数值均值分别为(209.88±1.65) pg/mL和(209.27±1.33) pg/mL，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G试验(光度法)反应主试剂仪器振荡(振荡10 s即可)较手工振荡溶解方法能降低

标准差，提高敏感度与特异度。

【关键词】 血清(1,3)-β-D-葡聚糖；溶解方式；侵袭性真菌感染；反应主试剂；G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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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different dissolution methods of main reagents in serum (1,3)-β-D-glucan determination (G test)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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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hai 536000, Guangxi,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dissolution methods of main reagents in serum (1,
3)-β-D-glucan [(1,3)-β-D-Glucan, BDG] determination (G test) on the detection results. Methods A total of 126 inpa-
tients with invasive fungal infection (IFI) in the Department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Department of Pulmonary Diseas-
es, and Department of Oncology at Beihai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ere selected from June to Dec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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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由于抗生素、激素、抗肿瘤化疗与放疗

药物、免疫抑制剂、留置管和器官移植的广泛应用，临

床机会性真菌感染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上升[1-3]，真

菌已成为医院感染的主要病原体之一。(1,3)-β-D-葡
聚糖[(1,3)-β-D-glucan，BDG]是真菌细胞壁的主要成

分，其含量可达到 50%以上，其他微生物尚未发现有

此物质[4]，因此其成为深部真菌感染研究的热点[5]。血

清(1,3)-β-D-葡聚糖测定(G试验)适用于除了隐球菌、

接合菌(毛霉菌)外的深部真菌感染早期诊断，是目前

应用于侵袭性真菌感染(invasive fungal infection，IFI)
辅助诊断最常用的非侵袭性血清学方法[6]。但在实际

临床案例中发现G试验假阳性或假阴性率较高，影响

其结果的因素较多，而实验操作过程中反应主试剂溶

解方式的不同是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却没有得到足够

的重视。本文旨在通过对G试验(光度法)反应主试剂

采用手工振荡溶解与仪器振荡溶解的检测结果进行

比较研究，分析主试剂不同溶解方式对检测结果的影

响，提高G试验的敏感度与特异度。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9年6~12月北海市中医

医院重症医学科、肺病科、肿瘤科长期使用广谱抗菌

药物、免疫抑制剂、糖皮质激素、正在化疗或放疗的

126例有临床感染症状拟诊 IFI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

男性78例，女性48例，平均年龄(62.55±5.58)岁。本研

究获得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知情同

意。本研究参考欧洲癌症研究治疗组织及真菌研究组

(EORTC/MSG)的诊断标准和中国侵袭性真菌感染工作

组制定的临床诊断侵袭性真菌病的诊断标准[7]：(1)确

诊：组织病理学证实为真菌，无菌组织及血液培养为真

菌；(2)临床诊断：具有 IFI宿主因素及临床表现，同时伴

有一项病原学依据；(3)临床拟诊：具有 IFI宿主因素及

临床表现，无病原学依据，抗真菌治疗有效；(4)排除诊

断：不符合以上标准，单用抗菌药物治疗有效。IFI感
染患者为确诊和临床诊断患者；不符合上述诊断标

准，而明确细菌、病毒感染者为非侵袭性真菌感染患

者。按照 IFI确诊标准将 126例患者分为感染组 60例
和未感染组66例。

1.2 仪器与试剂 北京金山川MB-80快速动态

微生物检测系统、MI-01智能金属浴、KJ-201C微量

振荡器；试剂：北京金山川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真菌

(1,3)-β-D-葡聚糖检测试剂盒(光度法)，GKT-1M包装规

格，主要组成包括反应主试剂(成分：G因子、凝固酶原、

凝固蛋白原。规格：冻干品，冻干前体积0.2 mL/支)、样
品处理液(成分：表面活性剂0.05%，K+ 0.01 mol/L，Mg2+

0.02 mol/L。规格：0.9 mL/支)；配套材料：喜诺促凝剂

型采血管、无热源专用平底试管、一次性无热源吸头。

1.3 方法

1.3.1 G试验反应主试剂手工振荡与仪器振荡溶

解方法 选择专用喜诺促凝剂型采血管采集静脉血

4 mL，3 000 r/min离心 10 min，取上层血清 0.1 mL，加
入 0.9 mL样品处理液中，使用移液器混匀后，在 70℃
的MI-01智能金属浴加热 15 min，然后自动启动冷却

程序，冷却 5 min，此时的处理液上层为待测样品。取

该上层样品0.2 mL(切忌震荡)加入到反应主试剂瓶子

中(冻干品，冻干前体积 0.2 mL/支)，反应主试剂手工

振荡溶解方式是使用手指轻轻敲振试剂瓶，肉眼判断

ber, 2019. They were divided into 60 patients in the infected group, and 66 patients in the uninfected group according to
the IFI diagnosis standard. The standard deviation,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alysis of indoor quality control data and
speculation of instrument oscillation dissolution time of main reagent manual oscillation dissolution and instrument oscil-
lation dissolution test in G test re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Effects of different dissolution methods
on the detection result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instrument oscillation dissolution
method for G test reaction main reagent in the two groups was lower than that of manual oscillation dissolution method,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etection results of two dissolution methods i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sensitivity of the detection results of the main reagent by manual oscillation dissolution method and instru-
ment oscillation dissolution method in the infected group were 81.7% and 90.0%, respectively. The specificity of two dis-
solution methods in uninfected group was 84.8% and 92.4%, respectively,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randomly selected 112-day indoor quality control data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out-of-control rates of
manual oscillation dissolution and instrument oscillation dissolution of main reagents were 8.930% and 0.890%, respec-
tively,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statistics of 30 days' indoor quali-
ty control, the mean values of manual shaking dissolution and instrument shaking dissolution were (241.41±47.35) pg/mL
and (209.37±8.97) pg/mL, respectively, with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 results of instrument os-
cillation dissolution for 10 seconds and more than 20 second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values of indoor quality control
statistics were (209.88±1.65) pg/mL and (209.27±1.33) pg/mL, respectively, with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G test (photometric) reaction main reagent instrument shaking (shaking for 10 seconds) can re-
duce standard deviation and improv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compared with manual shaking dissolution method.

【Key words】 Serum (1,3)-β-D-glucan; Dissolution mode; Invasive fungal infection; Main reaction reagent; G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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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干品试剂完全溶解至无色透明；而反应主试剂仪器

振荡溶解方式，则使用KJ-201C微量振荡器振荡反应

主试剂瓶 10 s或 20 s以上，然后分别将这两种溶解方

法的复溶液移液至无热源专用平底试管中(避免气

泡)，将其插入MB-80仪进行测定，反应结束后，标准

曲线将自动计算待测血清中BDG的含量，以此比较反

应主试剂手工振荡溶解与仪器振荡溶解方式不同对

检测结果的影响。两种溶解方式的敏感度和特异度

计算公式为：敏感度=真阳性例数/(真阳性例数+假阴

性例数)；特异度=真阴性例数/(真阴性例数+假阳性例

数)。试剂盒检验结果解释：<60 pg/mL，无深部真菌感

染(隐球菌、接合菌除外)；60~100 pg/mL，为观察期，应

连续监测；>100 pg/mL，怀疑为深部真菌感染，建议临

床结合症状治疗(本次研究判定为阳性检测结果)。
1.3.2 质量控制 使用同一批号试剂盒配套质

控品(含BDG112.5 pg/mL，靶值 225 pg/mL，质控范围

160~290 pg/mL)与样本一同检测，使用常规质量控制

规则。

1.3.3 数据资料收集整理 通过卫宁健康常规

检查系统与临床信息系统CIS采集分析。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符合

正态分布，以均值±标准差(x-±s)表示，组间两两比较采

用 t检验。均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 G试验反应主试剂手工振荡

溶解与仪器振荡溶解检测结果比较 感染组与未感

染组患者G试验反应主试剂仪器振荡溶解方法较手

工振荡溶解方法有较低的标准差，两组两种溶解方法

检测结果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感染组G试验反应主试剂手工振荡溶解方法与仪器

振荡溶解方法检测结果的敏感度分别为 81.7%、

90.0%；未感染组两种溶解方法检测结果的特异度分

别为84.8%、92.4%。两种方法检测结果的敏感度和特

异度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后者检测结

果敏感度与特异度分别较手工溶解方法提高 8.3%与

7.6%，见表2。

2.2 G试验反应主试剂手工振荡溶解与仪器振

荡溶解方法室内质控失控率比较 反应主试剂手工

振荡溶解与仪器振荡溶解后，同时使用同一批号试剂

盒附带质控品进行检测，随机挑选 112 d室内质控数

据，分析室内质控失控率，仪器振荡较手工振荡溶解

方法失控率降低 8.0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74，
P=0.010<0.05)，见表3。

2.3 G试验反应主试剂手工振荡溶解与仪器振

荡溶解方法室内质控统计数值比较 随机挑选 30 d
室内质控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手工振荡溶

解与仪器振荡溶解检测结果的室内质控统计数值均

值分别为(241.41±47.35) pg/mL、(209.37±8.97) pg/mL，
显示使用仪器振荡溶解方法所获得的检测结果均值

更接近靶值(225 pg/mL)，明显降低了标准差，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t=3.64，P<0.05)。
2.4 仪器振荡溶解方法振荡时间长短对室内质

控数值影响 随机挑选 30 d室内质控数据进行独立

样本 t检验分析，仪器振荡溶解10 s与20 s以上两种方

法，其室内质控统计数值均值分别为(209.88±1.65) pg/mL
和(209.27±1.33) pg/mL，两种方式检测结果的均值均

接近靶值(225 pg/mL)，均有较低的标准差，同时显示

均值、标准差与仪器振荡时间延长(>10 s)非线性关系，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56，P>0.05)。
3 讨论

IFI为常见疾病，主要由真菌侵入人体血液或组

织，并生存和繁殖，进而引起相应组织器官损伤或发

生炎症反应，严重威胁患者生命健康安全[8]。G试验具

备操作简便、敏感度和特异度均较高等优势，广泛应

用于临床，成为 IFI早期诊断的常用检测方法[9]。

目前，G试验多数采用BDG抗原检测法检测BDG
含量，BDG可特异性激活鲎变形细胞裂解产物中的G
因子，从而激活凝血酶原形成凝固酶，使裂解物凝

固。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法检测BDG浓度：一种是比

浊法(浊度法)，即根据凝固后浊度增加引起吸光度或

透光率的变化来检测BDG含量。另一种是显色法(光
度法)，即在试剂中加入显色底物，活化的凝固酶将底

物中的黄色发光基团(对硝基苯胺)释放出来，通过吸

光度的变化来检测BDG含量[10]。因此Ｇ试验反应主

表1 感染组与未感染组反应主试剂手工振荡溶解与仪器振荡溶解检

测结果比较(x-±s)

组别

感染组

未感染组

t值
P值

例数

60
66

手工振荡复溶方法(pg/mL)
137.27±45.86
54.79±21.54
12.78
0.001

仪器振荡复溶方法(pg/mL)
119.73±26.05
45.50±16.17
18.97
0.001

55.85
0.001

85.75
0.001

表 2 两组患者的反应主试剂手工振荡溶解与仪器振荡溶解阳性率

比较[例(%)]
组别

感染组

未感染组

χ2值
P值

例数

60
66

手工振荡溶解方法 仪器振荡溶解方法

阳性

49 (81.7)
10 (15.2)

阴性

11 (18.3)
56 (84.8)

阳性

54 (90.0)
5 (7.6)

阴性

6 (10.0)
61 (92.4)

表3 手工振荡与仪器振荡溶解方法室内质控失控率比较[例(%)]

项目

在控

失控

手工振荡溶解方法(n=112)
102 (91.07)
10 (8.93)

仪器振荡溶解方法(n=112)
111 (99.11)
1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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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冻干品)是否完全溶解，将影响吸光度或透光率

的变化，从而影响实验结果的准确性。

有研究报道，较多干扰因素可引起Ｇ试验假阳性

结果，极大影响了G试验的敏感度与特异度 [11-14]。最

新研究显示BDG形态均一性也是影响G试验的因素

之一，BDG以三螺旋结构为主，但同时也存在单链和

双螺旋结构等其他形态。目前对样本进行前处理主

要有加热稀释法和碱处理法，前者很难使BDG形态均

一化[15]，而后者可使多聚体形态转化为单链结构，从而

获得均一的BDG [16]。因此有学者提出用碱处理法提

高试验的特异度，但碱处理法可能需要自动化仪器设

备，更高的检测成本。通过文献搜索显示，大量学者

研究更倾向利用G试验联合痰真菌培养与半乳甘露

聚糖抗原检测(GM试验)来提高 IFI早期诊断的敏感度

与特异度，而在原有仪器设备基础上，通过优化Ｇ试

验检测流程，改良Ｇ试验主试剂溶解方式等方面的应

用研究却被忽视，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9-10，17-18]。

目前关于G试验反应主试剂溶解的标准操作要

求、振荡溶解时间长短、原理、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

究报道极少。在本研究中，实验结果显示感染组反

应主剂手工振荡溶解后检测结果的敏感度与未感染

组反应主剂手工振荡溶解后检测结果的特异度分别

为 81.7%、84.8%，与孟文晴等 [9] (82.1%、85.5%)、黄永

杰等 [18] (82.30%、85.42%)研究基本一致，而使用仪器

振荡溶解后的检测结果显示，其显著提高了感染组

的敏感度(90.0%)与未感染组的特异度(92.4%)，降低

了标准差。原因可能是仪器振荡溶解的频率、力度

控制比手工法更恒定均匀，能使反应主剂中的G因

子、凝固酶原等内容物彻底溶解，从而更容易被样本

中的BDG特异性激活，使检测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增

加。室内质控统计数值均值结果也显示，仪器震荡溶

解法检测结果的均值更接近靶值，降低了G试验(光度

法)检测结果的失控率与标准差。同时通过仪器振荡

复溶 10 s与 20 s 两种方法检测结果差异无显著性推

测，仪器振荡10 s已经可以充分溶解反应主试剂(冻干

品)内容物，不会造成其溶解不完全，避免了因残留的

冻干品颗粒增多，而导致吸光度增加引起的假阳性。

综上所述，在相同的条件下，G实验(光度法)反应

主试剂采用仪器振荡(振荡10 s即可)溶解方式的检测

结果与手工振荡溶解检测结果相比，前者能降低G试

验的标准差，提高检测的敏感度与特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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