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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学与核酸检测对献血者血液筛查结果的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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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比较血清学与核酸检测对献血者血液筛查的结果。方法:选择2015年8月至2015年10月在我站进行无偿献血

的标本2000份进行研究,对比血清学以及核酸检测两种方式的血液筛查结果,分析酶免双试剂有反应性的有关标本经核酸检

测的结果,单独核酸检测有反应性的有关标本检测结果及标本确认结果。结果:在选择的2000份血液标本中,合格标本共

1912份,占95.60%,不合格标本共88份,占4.40%。排除梅毒抗体及 ALT单项测定不合格者8例,剩余80份(含 HBV,

HCV以及 HIV三类病毒)的不合格标本当中,主要包含酶免单试剂有反应性但核酸检测并无反应性的标本60份,占

75.00%;酶免双试剂有反应性但核酸检测并无反应性的标本6份,占7.50%;酶免双试剂及核酸检测均有反应性的标本9份,

占11.25%;单独核酸检测有反应性的标本5份,占6.25%。酶免双试剂有反应性但核酸检测并无反应性的标本6份中,HBV

2份、HCV4份、HIV0份;在酶免双试剂及核酸检测均有反应性的标本9份中,HBV2份、HCV1份、HIV6份。5份单独核

酸检测有反应性的标本通过鉴别试验共鉴定发现 HBVDNA阳性2份,HIVRNA阳性1份,未发现 HCVRNA阳性。在跟

踪检测后又发现HBV感染1例。结论:在血液筛查中,血清学检测以及核酸检测均具有较高的检测价值,二者对于HBV等病

毒的检测筛查具有较好的互补作用,值得临床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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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用血安全直接和受血者健康及预后情况相

关,确保安全输血一直以来都是采供血机构的工作

重点。由于部分献血者自身血液中存在病毒,会导

致受血者感染相关疾病。因此,对输血相关型传染

性疾病的预防以及控制工作,受到高度关注。通常

情况下,采供血机构通过 HBsAg、抗-HCV、梅毒螺

旋体以及抗-HIV血清学检查方式对献血血样实施

筛查,根据其中病毒抗原或者抗体蛋白等存在情况,
直接或者间接性判断其是否存在病毒感染。但经研

究发现,抗体检测法对已发生病毒感染但仍处在“窗
口期”内的献血者检测灵敏度较低,容易造成漏检风

险,进而提升输血性传染病发生率[1]。有学者指出,
核酸检测有助于缩短血液感染病毒窗口期,并且灵

敏度更高,有助于减小由血清学检查因窗口期造成

的漏检风险,同时还可帮助筛查低病毒载量感染的

血液[2-3]。本文通过对比分析血清学与核酸检测对

献血者血液筛查的结果,旨在阐明两种检测方式的

应用价值,现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自2015年8月至2015年10月在我站进

行无偿献血的标本2000份进行研究,男1246例,女

754例;年龄20~55岁,平均(34.1±2.3)岁。献血

者入选标准:(1)询问患者无肝炎性疾病,如甲肝、乙
肝和丙肝以及艾滋病等确诊病史;(2)采集的血液标

本未受到污染;(3)年龄>20岁;(4)符合献血制度

与规范。排除标准:(1)有恶性肿瘤者;(2)有血液类

疾病者;(3)无献血指征者。本次研究已获得受试者

的知情同意,并已由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审批允准。

1.2 研究方法

1.2.1 主要仪器与试剂 (1)仪器:①深圳BS-420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②瑞士帝肯公司 Freedom
EVO全自动液体处理工作站;③瑞士哈密尔顿公司

FAME24/20及STAR混样设备;④美国罗氏公司

cobass201型及诺华公司ProcleixTIGRIS型核酸

检测系统;⑤美国罗氏公司电化学分析仪cobas
411。(2)试剂:①谷丙转氨酶(ALT)购自深圳迈瑞

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试剂批号:140115020;②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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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HBsAg酶免诊断试剂购自Bio-Rad公司,试剂批

号:4M0193;HCV 抗体酶免诊断试剂购自雅培公

司,试剂批号:V927320;③病毒 HIV抗原/抗体酶

免诊断试剂购自Bio-Rad公司,试剂批号:5E0323。

1.2.2 血清学检测 ALT>40U/L记为不合格。
对HBsAg和HCV抗体,以及 HIV抗原/抗体和梅

毒抗体等四项酶联免疫(简称为酶免)法检测所得结

果以S/CO超过0.85记为反应性。针对单试剂有

反应性的有关标本另实施双孔复检,若任何一孔具

有反应性则视为不合格。针对双试剂均具有反应性

者,对血袋的对应血辫标本实施检测,以2种试剂分

别检测两孔,若任意一孔具有反应性则视为不合格。

1.2.3 核酸检测 罗氏核酸检测:进行6份样本的

混合检测,针对有反应性的有关混合标本依次实施

单标本(分拆)检测。若检测结果有反应性,则视为

不合格。诺华核酸检测:使用单项标本的检测模式,
若有反应性则视为不合格。针对罗氏/诺华核酸检

测具有反应性但酶免检测又并无反应性者,再通过

诺华鉴别试剂验证。

1.2.4 跟踪检测 针对单独核酸检测具有反应性

但鉴别试验显示无反应性者实施跟踪检测,主要检

查下列项目:(1)ALT;(2)酶免4项;(3)乙肝血清学

6项;(4)单个标本核酸检测结果。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种检测方式的血液筛查结果,分析酶免

双试剂有反应性的有关标本经核酸检测的结果,单
独核酸检测有反应性的有关标本检测结果及标本确

认结果。

2 结 果

2.1 两种检测方式的血液筛查结果对比

  在选择的2000份血液标本中,合格标本共

1912份,占 95.60%,不 合 格 标 本 共 88 份,占

4.40%。排除梅毒抗体及ALT单项测定不合格者

8例,剩余80份(含 HBV和 HCV,以及 HIV三类

病毒)的不合格标本当中,主要包含酶免单试剂有反

应性 但 核 酸 检 测 并 无 反 应 性 的 标 本 60 份,占

75.00%;酶免双试剂有反应性但核酸检测并无反应

性的标本6份,占7.50%;酶免双试剂及核酸检测

均有反应性的标本9份,占11.25%;单独核酸检测

有反应性的标本5份,占6.25%。

2.2 酶免双试剂有反应性的有关标本经核酸检测

的结果分析

  酶免双试剂有反应性但核酸检测并无反应性的

标本6份中,HBV2份、HCV4份、HIV0份;在酶

免双试剂及核酸检测均有反应性的标本9份中,

HBV2份、HCV1份、HIV6份,见表1。

2.3 单独核酸检测有反应性的有关标本检测结果

分析

  单独核酸检测中,罗氏试剂共检出2份,而诺华

试剂共检出3份,见表2。

2.4 单独核酸检测有反应性的标本确认结果分析

  5份单独核酸检测有反应性的标本通过鉴别试

验共鉴定发现 HBVDNA阳性2份,及 HIVRNA
阳性1份,未发现HCVRNA 阳性。在跟踪检测后

又发现HBV感染1例,见表3。

 表1 酶免双试剂有反应性的有关标本经核酸检测的

结果分析

核酸检
测结果

酶免检测

HBsAg
(R/R*)

抗 HCV
(R/R*)

HIV抗原/抗
体(R/R*)

总计

反应性 2(22.22) 1(11.11) 6(66.67) 9
无反应性 2(33.33) 4(66.67) 0(0)  6
  注:*R/R为双试剂有反应性

表2 单独核酸检测有反应性的有关标本检测结果

核酸检测
检测结果

HBV HCV HIV 无反应性

罗氏试剂 1(20.00) 0(0) 0(0)  1(20.00)
诺华试剂 1(20.00) 0(0) 1(20.00) 1(20.00)

表3 单独核酸检测有反应性的标本确认结果分析

项目 例数 比例

HBVDNA阳性 2 40.00
HIVRNA阳性 1 20.00
HCVRNA阳性 0 0 

3 讨 论

  输血过程中病毒传播为影响输血安全的重要因

素,而在采血时进行病毒筛查操作,是遏制病毒通过

输血传播以及降低输血型传染性疾病发病率的重要

环节。以血清学检测方式对献血血样进行筛查,可
以起到预防以及控制与输血相关联的病毒性传染

病,但由于免疫沉默式感染以及病毒变异等原因,血
清学筛查法经常因窗口期因素而造成漏检现象,进
而导致输血传染病无法得到彻底避免[4,5]。随着医

疗检测技术的不断发展,更多新型检测方法被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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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推广应用。多项研究证实,核酸检测于缩短窗口

期以及筛查辨别出隐性感染等方面均具有较大优

势,能够帮助降低输血过程中潜在的病毒传播风险,

得到多方认可[6,9]。但具体血清学与核酸检测两种

方式对献血者血液筛查的作用效果对比情况,仍需

进一步探讨。

  本文通过研究后发现,80份(含 HBV和 HCV,
以及HIV三类病毒)的不合格标本当中,主要包含

酶免单试剂有反应性但核酸检测并无反应性的标本

60份,占75.00%;酶免双试剂有反应性但核酸检测

并无反应性的标本6份,占7.50%;酶免双试剂及

核酸检测均有反应性的标本9份,占11.25%;单独

核酸检测有反应性的标本5份,占6.25%。上述数

据提示酶联单试剂检测的不合格率较高,符合国外

Daglar等[10]的报道结果。原因可能在于酶免检测

过程中,对于各个环节产生的干扰因素相对较多,容
易影响检测结果,且国外已对单试剂检测不合格的

标本中具有较多假阳性情况存在的现象达成了共

识。同时,本研究显示,酶免双试剂有反应性但核酸

检测并无反应性的标本6份中,HBV2份、HCV4
份、HIV0份,提示并未出现 HIV病毒酶免双试剂

有反应性但核酸检测却无反应性的情况。笔者认为

可能与HIV病毒的载量较高等因素有关。于志军

等[11]亦报道证实,酶免双试剂检测法与核酸检测法

均可较有效地发现 HIV病毒感染。这也佐证了本

文的研究结果。

  此外,本文结果还发现,5份单独核酸检测有反

应性的标本通过鉴别试验共鉴定发现 HBVDNA
阳性2份,及 HIVRNA 阳性1份,未发现 HCV
RNA阳性。在跟踪检测后又发现 HBV感染1例。

这与Albertoni等[12]的报道结果基本一致,提示核

酸检测对于HBV的血清学检测具有较好的补充作

用。由于跟踪检测后仍然出现了 HBV感染,这同

时也说明核酸检测也存在漏检的可能。究其原因,
笔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病毒载量小于或是处在核酸

检测限度附近的 HBV感染具有一定程度的漏检风

险。因此,临床检测时,针对此类检测标本,实施跟

踪检测可能是评估所献血液是否合格的一个重要标

准。

  综上所述,在血液筛查中,血清学检测以及核酸

检测均具有较高的检测价值,二者对于 HBV等病

毒的检测筛查具有较好的互补作用,值得临床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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