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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价涂片法、ＢＡＣＴＥＣ ＭＧＩＴ ９６０快速培养法、改良罗氏培养法、荧光定量ＰＣＲ法

和斑点免疫层析法在结核病实验室快速诊断方法中的作用和地位。方法对１２６０例结核病患者（结核
病组）和１００例非结核病患者（非结核病组）的各类标本采用涂片法、快速培养法、改良罗氏培养法、荧
光定量ＰＣＲ法进行检测，同时分离患者外周血血清进行结核抗体检测，并对这五种检测方法的结果进
行分析比较。结果

五种实验室检测方法对结核病组阳性标本和非结核病组阴性标本的检测结果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矿＝４６６．３１髟＝２１６．１４，Ｐ均＜Ｏ．０５）。对于结核病组的涂阳和涂阴标本，快速培养法和荧
光定量ＰＣＲ法检测的灵敏度及准确度均高于其他三种方法，而涂片法、改良罗氏培养法、快速培养法的
特异性均为１００．０％，高于荧光定量ＰＣＲ法和斑点免疫层析法；快速培养法的阳性检出率均较改良罗氏

培养法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矿＝３３８７．００庐４２３３．００，Ｐ均＜０．０５），平均培养时间也较改良罗氏培养
法短；但快速培养法与荧光定量ＰＣＲ法的阳性检出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结论
ＢＡＣＴＥＣ ＭＧＩＴ ９６０快速培养法和荧光定量ＰＣＲ法是诊断结核病快速、有效的检测方法，其阳性检出率

高，且能缩短培养时间，ＢＡＣＴＥＣＭＧＩＴ ９６０快速检测系统还能进行快速药物敏感性试验，为结核病的快
速诊断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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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８·

近年来，结核病已成为传染病的头号杀手。全球

１．３．１涂片法

实验按照《结核病诊断细菌学检验

近１／３的人口感染了结核分枝杆菌，结核病患者约

规程》Ｈ］要求进行操作，采用Ｎａ０Ｈ液化痰标本，然

２０００万，每年新发病例近９００万，每年有近２００万

后加入ＰＢＳ缓冲液离心洗涤２次，留沉淀备用；脑

人死于该病”］。但只要能够早期诊断和合理用药，绝

脊液１ ｍｌ离心，留沉淀备用；胸腹水及其它穿刺液１

大多数的结核病患者是可以治愈的。目前，结核病的

ｍｌ抗凝后离心，留沉淀备用；将上述沉淀用ＰＢＳ溶

实验室诊断主要有微生物学检验、免疫学检验及分

解后分别吸取０．１ ｍｌ进行涂片，采用萋一尼（Ｚｉｅｈｌ—

子生物学检验等，但后两种检验方法尚不够成熟，存

Ｎｅｅｓｌｅｎ）抗酸染色法染色，显微镜下读片。

在难以标准化，假阳性率和假阴性率较高等问题，需

１．３．２快速培养法和改良罗氏培养法

进一步研究和优化口］。涂片镜检法虽快速、价格低

１．３．２．１标本前处理

廉，但灵敏度低，需耗费大量人力，且不能区分活菌

１０

与死菌。因此，分枝杆菌的分离培养法仍是诊断结核

的与标本等量的Ｎ一乙酰一Ｌ一半胱氨酸一Ｎａ０Ｈ溶液，

病的“金标准”，然而传统罗氏固体培养基培养法敏

震荡混合直到标本被完全液化，于室温条件下静置

感性低、耗时长，难以满足临床需要。因此，快速、灵

１５

ｍｉｎ，加入ＰＢＳ缓冲液至５０ ｍｌ刻度，３０００ ｇ离心

敏、特异性高的检测方法尤为重要。本文采用涂片

１５

ｍｉｎ，弃上清液，留沉淀备用；（２）其他标本：脑脊

法、快速培养法、改良罗氏培养法、荧光定量ＰＣＲ法

液１ｍｌ离心，留沉淀备用；胸腹水及其它穿刺液１ｍｌ

对我院１２６０例结核病患者的临床标本进行检测，并

抗凝后离心，清洗，留沉淀备用；（３）将上述沉淀加入

分离患者外周血血清采用斑点免疫层析法检测结核

ＰＢＳ缓冲液１ ｍｌ震荡成悬浮液。

抗体，探讨这五种检测方法对结核病的诊断价值，现

１．３．２．２接种和培养

将结果报告如下。

用无菌刻度吸管取０．５ ｍ１溶解好的抗生素添加剂加

１资料与方法

入到培养管中，然后再吸取０．５ ｍｌ悬浮液注入上述

１．１

标本来源

收集２０１０年８月至２０１２年６月

（１）痰标本及脓液标本：取５～

ｍｌ标本于５０ ｍｌ刻度离心管内，再加入新鲜配制

（１）溶解抗生素添加剂；（２）

培养管中，对培养管条码扫描后放入ＢＡＣＴＥＣ

ＭＧＩＴ

我院门诊及住院的结核病患者１２６０例，诊断标准如

９６０检测仪内进行自动检测；（３）余下的悬浮液按传

下。（１）肺结核：按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制定的

统方法接种２支罗氏培养基，置３７℃５％～１０％ＣＯ：

肺结核诊断和治疗指南诊断口］。（２）肺外结核：①慢
性中毒症状，有发热、盗汗、消瘦表现；②ＰＰＤ试验强

温箱培养８

阳性或血抗结核抗体≥２项阳性；③体液沉渣涂片

仪检测标本中的结核分枝杆菌的ＤＮＡ。（１）标本的

抗酸染色阳性或结核杆菌培养阳性；④影像学检查
具有结核的特点；⑤组织活检病理证实；⑥试验性抗

前处理：取晨痰１ ｍ１经Ｎａ０Ｈ液化后离心、清洗、留

结核治疗有效。凡符合上述≥３项者诊断为肺外结

及其它穿刺液均取１ ｍｌ抗凝后离心，清洗，留沉淀

核。取患者的临床标本进行检测，其中痰液９６０例、

备用；（２）向上述标本留取的沉淀中加入ＤＮＡ提取

灌洗液２００例、胸腹水５５例、尿液１２例、关节液３

液５¨１提取结核分枝杆菌的ＤＮＡ；（３）取上清液２

例、脓液１４例、脑脊液１０例，血液６例。同时，取同

仙ｌ加入反应管（含引物荧光标记探针及ＴＡＧ—ＤＮＡ

期的１００例非结核病（包括肺炎、肺癌、慢性支气管

酶等ＰＣＲ反应体系），同时取梯度稀释后的标准品

炎和哮喘）患者的痰标本作为非结核病组。

于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仪上扩增检测标本中结核分

１．２

仪器与试剂

采用美国ＢＤ公司生产的

１．３．３

ｗ。

荧光定量ＰＣＲ法

采用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

沉淀备用；取脑脊液１ ｍｌ离心，留沉淀备用；胸腹水

枝杆菌的ＤＮＡ浓度或总量。

９６０快速培养系统及其配套试剂，包

１．３．４斑点免疫层析法所有患者均于清晨空腹采

括ＭＧＩＴ ７ｍｌ培养管、含有生长因子的抗生素添加

静脉血２ ｍｌ，离心分离血清进行检测。实验操作按试

剂；美国ＡＢＩ公司生产的ＰＥ一７３００荧光定量ＰＣＲ

剂盒说明书进行。该法是将特异性结核蛋白纯化抗

仪及其配套试剂；中山大学达安基因生产的生化培

原（相对分子质量３８×１０３）固定于纤维膜表面，使用

养箱；改良罗氏培养基由郑州贝达生物技术有限公

时加入待检血清，若血清中含有抗结核抗体的特异

司提供；北京现代高达生物技术公司生产的结核抗

性抗体，则与膜表面抗原形成复合物，该复合物随即

体ＩｇＧ快速测定试剂盒和珠海贝索生物技术有限公

与金标物结合成紫红色物质为阳性。

司生产的抗酸染液。

１．４统计学处理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Ｏ统计软件对数据

１．３方法

进行分析。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酽检验和Ｆｉｓｈｅｒ确

ＢＡＣＴＥＣ ＭＧ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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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概率法。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和涂阴标本的阳性率均高于改良罗氏培养法，差异

２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钎＝３３８７．００∥＝４２３３．００，Ｐ均＜

结果

２．１各类标本五种检测方法检测结果比较

五种

０．０５）；快速培养法阳性标本平均培养时间比改良罗

实验室检测方法对结核病组临床标本检测的阳性结

氏培养法短，但快速培养法的污染率高于改良罗氏

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印＝４６６．３１，Ｐ＜０．０５），对非结

培养法。见表３。

核病组临床标本检测的阴性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４快速培养法与荧光定量ＰＣＲ法检测结果的比

钎＝２１６．１４，火０．０５），见表１。

较将结核病组的临床标本按标本类型分为９６０例

表１

痰标本和３００例非痰标本，荧光定量ＰＣＲ法和快速

五种检测方法对结核病组及非结核病组

培养法对痰标本和非痰标本的涂阳、涂阴标本的阳

临床标本的检测结果比较

性检出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见
表４。
３讨论
结核病是严重危害我国人民健康的传染病之
一，其传统检测方法主要是涂片法和改良罗氏培养
法。涂片法是最基本的结核分枝杆菌检查方法，其特
点是简便、快速和价廉，当天出结果，但缺点是无法
２．２五种检测方法对结核病的诊断价值评价快

辨别死菌活菌，敏感性低，特异性差。改良罗氏培养

速培养法和荧光定量ＰＣＲ法的灵敏度及准确度均

法是病原体检测的“金标准”，精确可靠，特异性高，

高于涂片法、改良罗氏培养法和斑点免疫层析法，但

可同时进行药敏试验和菌群鉴定，但所需时间长，一

涂片法、改良罗氏培养法和快速培养法的的特异性

般为４—８ ｗ，且对早期感染者不易检出，严重影响结

均为１００．Ｏ％，高于荧光定量ＰＣＲ法和斑点免疫层

核病的及时诊断。ＢＡＣＴＥＣ

析法。见表２。

是通过连续检测培养管内荧光强度来判断管内的分

２．３快速培养法和改良罗氏培养法检测结果的比

枝杆菌生长情况，培养基中加入一定浓度的抗结核

较

结核病组的临床标本按涂片结果分为涂阳标本

药物，则可进行分枝杆菌的药敏试验瞪］。此方法可显

３７５例和涂阴标本８８５例。经比较，快速培养法涂阳

著缩短培养时间９—１４ ｄ，药敏试验只需５—７ ｄ，有较

ＭＧＩＴ

９６０快速培养系统

表２五种检测方法对结核病临床诊断价值的比较

快速培养法
涂片检查

阳性数

万方数据

荧光定量ＰＣＲ法

例数
阳性率（％）

阳性数

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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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特别是在对涂片阴性肺结核

立即成为结核病细菌学诊断领域中备受关注的焦

患者的病原菌检测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可以大大

点。陈红兵阻１等研究显示，在痰标本检测中采用荧光

提高阳性检出率［６］。且操作简便、自动化强，可进行

ＰＣＲ技术检测的阳性率（５３．０％）显著高于罗氏培养

快速菌型鉴定。但其污染率较高，并且仪器与试剂价

法（３７．３％）。尤其在结核阴性标本中，ＰＣＲ检测阳性

格较贵。荧光定量ＰＣＲ是一种以核酸生物化学为基

率达到１５．７％，但其假阳性率较高（１２．２％），特异性

础的分子生物学诊断技术，此方法灵敏度高、特异性

还有待提高。本文研究采用荧光定量ＰＣＲ法检测结

强、检测快速，非常适合结核分枝杆菌这类慢生长细

核病患者的临床标本，并与快速培养法进行比较。

菌的快速诊断ｐ１但也存在着较高的假阳性率和假阴

１２６０例结核病患者的临床标本中，荧光定量ＰＣＲ法

性率，不能区分死菌与活菌的缺陷及不能进行药敏

对涂阳和涂阴标本的阳性检出率与快速培养法比

试验。斑点免疫层析法是通过胶体金标记抗人ＩｇＧ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

检测血清内的抗结核抗菌素体，是一种快速、简便的

近年来，结核病实验室诊断技术研究取得了很

检查技术，阳性率在７０％～９０％，但有一定的假阳性

大进展，荧光定量ＰＣＲ法和结核分枝杆菌快速培养

和假阴性。本文对以上五种检测方法诊断结核病的

法检测结果可信度较高，操作简单，自动化程度高，

效果进行评价，结果显示，五种检测方法对结核病组

对操作员和环境无危害，准确特异，对结核病的早期

的阳性标本及非结核病组的阴性标本检测结果差异

快速诊断具有临床实用价值，适合临床实验室应用。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见表１），说明不同方

但其成本较高，不适于基层实验室使用。因此，各医

法对标本的检测结果存在差异。对于结核病组，快速

院应结合自身实验室条件选择合适的结核病实验室

培养法和荧光定量ＰＣＲ法的灵敏度及准确度均高

诊断技术，为临床评价疗效及判断预后提供科学参

于涂片法、改良罗氏培养法和斑点免疫层析法（Ｐ

考依据。

均＜０．０５），但涂片法、改良罗氏培养法和快速培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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