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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灰质炎病毒检测方法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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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比较不同的脊髓灰质炎病毒（Ｐｏｌｉｏｖｉｒｕｓ，ＰＶ，以下简称脊灰病毒）检测方法，为选择合理的优化检测方案

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１２００名２～３月龄健康婴儿，分为ＩＰＶ和ＯＰＶ不同序贯免疫共１２组，

每组１００人，按照０、２８、５６ｄ免疫程序接种疫苗，随机抽取各组入组时前１０％的受试对象在第二剂疫苗接种前和第二、

三剂疫苗接种后第７、１４、２８ｄ采集粪便标本，利用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和细胞培养法对粪便中可能存在的ＰＶ进行初筛

对比，对细胞培养法分离出的阳性标本，分别用中和试验、单克隆抗体间接ＥＬＩＳＡ法和逆转录ＰＣＲ鉴定其型别，并比较

３种方法分型结果的一致性。　结果　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ＰＶ阳性率为７６．４％，细胞培养法为５９．７％，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２＝３２．９９８，犘＜０．０１）。中和试验、ＥＬＩＳＡ、ＲＴＰＣＲ３种方法对细胞培养物中ＰＶ的检出率具有高度的一致

性（Ｋａｐｐａ＞０．８）且具有较高的鉴别诊断准确性（ＲＯＣ曲线面积Ａ接近１），分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结论　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法对粪便中ＰＶ的检出率较细胞培养法高，但不能判断ＰＶ是否具有感染性。中和试验、

ＥＬＩＳＡ、ＲＴＰＣＲ３种方法对ＰＶ的分型一致性较高，可根据实验室和临床需求合理选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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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ｐｏｌｉｏｍｙｅｌｉｔｉｓ；ｖｉｒｕｓ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ｅｔｈｏｄｓ

　　脊髓灰质炎（简称脊灰）由脊灰病毒（Ｐｏｌｉｏｖｉｒｕｓ，

ＰＶ）感染引起。ＰＶ是由单链ＲＮＡ和４个衣壳蛋白

ＶＰ１、ＶＰ２、ＶＰ３、ＶＰ４组成的肠道病毒，主要通过粪－

口途径传播并在人类肠道内复制，也能够在呼吸道和

扁桃体组织内短期复制［１］。ＰＶ能够侵入人体中枢神

经系统，在脊髓或大脑中复制，造成运动神经元被破

坏，导致弛缓性麻痹症状［２］。ＰＶ的基因组全长大约

为７．４ｋｂ
［３］，有３个不同的血清型

［４］，每个血清型都含

有两种主要的抗原：一种是Ｄ抗原，为完整的ＰＶ并具

有感染性；另一种是Ｃ抗原，是病毒感染细胞、加热、

紫外照射等过程中由Ｄ抗原失活产生的
［５］。对于后

脊灰时代，探索能够快速检测ＰＶ的方法对于根除脊

灰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对粪便

及环境样品中ＰＶ分型鉴定的方法主要有４种，包括

中和试验（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ＮＴ）、ＥＬＩＳＡ法、逆转录

－聚合酶链反应（ＲＴＰＣＲ）和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法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
［６－７］。中和试验是利用标准抗血清中

和ＰＶ进行血清型别鉴定，具有准确、可靠等特征，被

认为是ＰＶ型别鉴定的金标准。但中和试验主要依赖

于经典的细胞病变效应，受检测周期长、操作复杂等限

制［８］，ＲＴＰＣＲ和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能够从临床和环

境样品中更快和更敏感地检测ＰＶ
［９］。实时荧光定量

ＰＣＲ法以肠道病毒的ＶＰ１编码区基因序列为目的片

段设计引物并合成探针，能快速鉴定ＰＶ血清型
［１０］。

但这两种方法检测的是ＰＶ核酸，并不能区分病毒是

否具有感染性。ＥＬＩＳＡ进行ＰＶ的型内鉴定是通过

已知脊灰抗体来检测病毒抗原，此法具有高敏感性和

低成本性，能够快速检测分型，耗时短。本研究利用

Ｌ２０Ｂ和ＲＤ两种细胞系分离培养法和实时荧光定量

ＰＣＲ法对粪便样品中的ＰＶ进行初步鉴定，并对其检

出率进行比较；利用中和试验、ＥＬＩＳＡ、ＲＴＰＣＲ３种

检测方法对细胞培养物中的ＰＶ进行型内鉴定的比较

分析，为合理选择ＰＶ的优化检测方案提供参考。

材料与方法

１　材料

１．１　临床标本　粪便标本来自于＂随机、盲法、单中

心、平行对照试验评价Ｉ型＋ＩＩＩ型口服ＰＶ减毒活疫

苗（人二倍体细胞）和Ｉ型＋ＩＩＩ型ＰＶ减毒活疫苗糖丸

（人二倍体细胞）与ＩＰＶ联合序贯免疫接种在２月龄

婴儿中的免疫原性和安全性临床试验＂研究项目（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物临床试验批件号：

２０１４Ｌ００６８４、２０１４Ｌ００６８５）。该临床试验方案已通过

广西伦理委员会伦理审核（受理批件号：ＧＸＩＲＢ２０１５

００２４）。

选取广西壮族自治区１２００名２月龄无脊灰疫苗

免疫史的常住健康婴儿，分为１２个序贯免疫程序组，

每组１００人，按照０、２８、５６ｄ免疫接种程序接种疫苗

（疫苗相关信息见表１）。随机抽取各组入组时前１０％

的受试对象，在第二剂接种前和第二、三剂接种后第

７、１４、２８ｄ采集粪便，每个受试者全程共采集７次粪

样，共采集有效粪便标本８０６份，置－２０℃以下保存

（图１）。所有受试者监护人均签订知情同意书。

表１　疫苗信息

犜犪犫犾犲１　犞犪犮犮犻狀犲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疫苗

Ｖａｃｃｉｎｅｓ

批号

Ｎｕｍｂｅｒ

规格

Ｓｉｚｅ

生产厂家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

Ｉ型＋ＩＩＩ型脊髓灰质炎减毒活

疫苗糖丸（人二倍体细胞）
２０１５０５０１

每粒含脊灰活病毒总量≥５．９２ｌｇＣＣＩＤ５０，

Ｉ型≥５．８ｌｇＣＣＩＤ５０、ＩＩＩ型≥５．３ｌｇＣＣＩＤ５０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医学生物学研究所

Ｉ型＋ＩＩＩ型口服脊髓灰质炎减毒

活疫苗（人二倍体细胞）
２０１５０５０１

每剂０．２ｍｌ，含脊灰活病毒总量≥６．１２ｌｇＣＣＩＤ５０，

Ｉ型≥６．０ｌｇＣＣＩＤ５０、ＩＩＩ型≥５．５ｌｇＣＣＩＤ５０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医学生物学研究所

Ｓａｂｉｎ株脊髓灰质炎

灭活疫苗（Ｖｅｒｏ细胞）
２０１５０５０４

每剂０．５ｍｌ，每剂含灭活脊灰病毒Ｉ型３０ＤＵ、

ＩＩ型３２ＤＵ、ＩＩＩ型４５ＤＵ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医学生物学研究所

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

（Ｖｅｒｏ细胞）
Ｌ０１７８－１

每剂０．５ｍｌ，每剂含灭活脊灰病毒Ｉ型４０ＤＵ、

ＩＩ型８ＤＵ、ＩＩＩ型３２ＤＵ
巴斯德研究所

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糖丸

（人二倍体细胞）
２０１５０２０２１

每粒含脊灰活病毒总量≥５．９５ｌｇＣＣＩＤ５０，Ｉ型≥５．８ｌｇＣＣＩＤ５０、

ＩＩ型≥４．８ｌｇＣＣＩＤ５０、ＩＩＩ型≥５．３ｌｇＣＣＩＤ５０

北京天坛生物

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口服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

（猴肾细胞）
２０１３１２１０

每剂０．２ｍｌ，含脊灰活病毒总量≥６．１５ｌｇＣＣＩＤ５０，Ｉ型≥６．０ｌｇＣＣＩＤ５０、

ＩＩ型≥５．０ｌｇＣＣＩＤ５０、ＩＩＩ型≥５．５ｌｇＣＣＩＤ５０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医学生物学研究所

·８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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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ｓＩＰＶ为Ｓａｂｉｎ株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ｃＩＰＶ为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ｂＯＰＶ（液体）为Ｉ型＋ＩＩＩ型口服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人二倍体细
胞）；ｂＯＰＶ（糖丸）为Ｉ型＋ＩＩＩ型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糖丸（人二倍体细胞）；ｔＯＰＶ（液体）为口服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ｔＯＰＶ（糖丸）为脊髓灰
质炎减毒活疫苗糖丸。

图１　实际分组与样品采集时间

Ｎｏｔｅ：ｓＩＰＶｉｓＳａｂｉｎ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ｐｏｌｉｏｖｉｒｕｓｖａｃｃｉｎｅ；ｃＩＰＶｉ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ＰＶｓ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ｕｓｉｎｇｖｉｒｕｌｅｎｔｐｏｌｉｏｖｉｒｕｓｅｓ；ｂＯＰＶｉｓＰｏｌｉｏｍｙｃｌｉｔｉｓ
（Ｌｉｖｅ）ＶａｃｃｉｎｅＴｙｐｅＩＴｙｐｅＩＩＩ（ＨｕｍａｎＤｉｐｌｏｉｄＣｅｌｌ），Ｏｒａｌ；ｂＯＰＶ（ｃａｎｄｙ）ｉｓＰｏｌｉｏｍｙｃｌｉｔｉｓＶａｃｃｉｎｅＴｙｐｅＩＴｙｐｅＩＩＩｉｎＤｒａｇｅｅＣａｎｄｙ（ＨｕｍａｎＤｉｐｌｏｉｄ
Ｃｅｌｌ），Ｌｉｖｅ；ｔＯＰＶｉｓＰｏｌｉｏｍｙｌｉｔｉｓＶａｃｃｉｎｅ，Ｏｒａｌ；ｔＯＰＶ（ｃａｎｄｙ）ｉｓＰｏｌｉｏｍｙｌｉｔｉｓＶａｃｃｉｎｅｉｎＤｒａｇｅｅＣａｎｄｙ，Ｌｉｖｅ．

犉犻犵．１　犃犮狋狌犪犾犵狉狅狌狆犻狀犵犪狀犱狊犪犿狆犾犲犮狅犾犾犲犮狋犻狅狀狋犻犿犲

１．２　主要试剂和仪器　Ｄ抗原检测多克隆抗体及Ｄ

抗原标准品（批号：２００４０１）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

物学研究所（简称医科院生物所）提供；酶标抗体辣根

过氧化物酶标记鼠抗兔抗体购自美国Ｔｈｅｒｍｏ公司；

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ＤＬ５００）、逆转录试剂盒ＧｏｌｄｅｎｓｔａｒＴＭ

ＲＴ６ｃＤＮＡ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Ｋｉｔ购自北京擎科新业公司；

ＲＮＡ提取试剂盒ＱＩＡａｍｐＶｉｒａｌＲＮＡＭｉｎｉＫｉｔ购自

德国Ｑｉａｇｅｎ公司；ＰＣＲ扩增酶 ＧｏｌｄｅｎｓｔａｒＴ６Ｓｕｐｅｒ

ＰＣＲＭｉｘ（１．１×）购自北京擎科新业公司。ＰＣＲ扩增

仪和凝胶检测及成像分析系统购自美国ＢｉｏＲａｄ公

司；酶标仪购自美国Ｂｉｏｔｅｋ公司；７５００型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仪购自美国Ａｐｐｌｉｅｄ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ｍｓ公司。

１．３　细胞　Ｌ２０Ｂ细胞为转人脊髓灰质炎病毒受体基

因的鼠肺细胞，对ＰＶ敏感，由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提供。ＲＤ细胞为人横纹肌肉瘤细胞，感染后产生

特征性的ＣＰＥ，购自美国ＡＴＣＣ细胞库。Ｈｅｐ２细胞

为人喉癌上皮细胞，ＰＶ 可在 Ｈｅｐ２上生长并产生

ＣＰＥ，由医科院生物所提供。

２　方法

２．１　病毒的分离和培养

２．１．１　细胞培养法检测ＰＶ　按照 ＷＨＯ２００４年第

４版《脊髓灰质炎实验室手册》
［１１］将粪便标本制成

２０％的粪便悬液，４℃、８５００ｒ／ｍｉｎ离心（离心半径

１５．８ｃｍ）３０ｍｉｎ，取上清接种ＲＤ和Ｌ２０Ｂ细胞，０．２

ｍｌ／管，每种细胞接种２管，３７℃、５％ＣＯ２ 条件下培

养，每天观察细胞生长状态。以 ＲＤＬ２０ＢＲＤ 和

Ｌ２０ＢＲＤ２个途径皆为阳性判定为ＰＶ阳性。

２．１．２　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法检测ＰＶ　从１２组中每

组随机挑选６份共计７２份粪便标本，采用实时荧光定

量ＰＣＲ法进行ＰＶ筛检。应用试剂盒ＱＩＡａｍｐＶｉｒａｌ

ＲＮＡＭｉｎｉＫｉｔ提取脊灰病毒ＲＮＡ（按试剂盒说明书

操作），进行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ＶＰ１区特异性引物和

探针（表２）均购自美国 ＣＤＣ，反应体系（２０μｌ）：

ｑＳｃｒｉｐｔＴＭ ＸＬＴＯｎｅＳｔｅｐＲＴｑＰＣＲＴｏｕｇｈＭＩＸ１０

μｌ，Ｐｒｉｍｅｒ／Ｐｒｏｂｅ１μｌ，ＲＮａｓｅＦｒｅｅｄＨ２Ｏ８μｌ，ＲＮＡ

模板１μｌ。

优化后的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反应条件：５０℃ 逆

转录３０ｍｉｎ，９５℃ 灭活３ｍｉｎ；９５℃２４ｓ，４５℃３０ｓ，

６０℃２４ｓ，共４５个循坏；在４７℃采集荧光。

２．２　ＰＶ型内鉴定

２．２．１　ＰＶ血清型鉴定　采用细胞培养微量中和试

验法配制抗Ｉ＋ＩＩ＋ＩＩＩ型、抗Ｉ＋ＩＩ型、抗Ｉ＋ＩＩＩ型、抗

ＩＩ＋ＩＩＩ型的混合血清并将其分别加至已标记的９６孔

板中，各型血清每５０μｌ内含２０个单位的中和抗体；

加入连续１０倍稀释的待测样品，３６℃、５％ＣＯ２ 条件

下中和３ｈ；加入细胞浓度为１．０×１０
５
～１．３×１０

５ 个／

ｍｌ的 Ｈｅｐ２细胞，置于３５℃、５％ＣＯ２ 培养箱中培养

７ｄ，观察细胞病变。

２．２．２　ＰＶ Ｄ 抗原含量测定　采用双抗体夹心

ＥＬＩＳＡ法。包被一抗为牛抗脊灰病毒ＩｇＧ作为捕获

抗体，ＰＶ培养物作适当系列稀释，二抗为兔抗脊灰病

毒ＩｇＧ作为检测抗体，酶标抗体为羊抗兔ＩｇＧＨＲＰ，

底物为ＴＭＢ，终止液为２ｍｏｌ／ＬＨ２ＳＯ４，检测波长为

４５０ｎｍ。

２．２．３　ＰＶ的型内鉴定　采用ＲＴＰＣＲ法。按２．１．２

方法提取分离培养后样品中的ＰＶＲＮＡ并测定其浓

·９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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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纯度。逆转录合成ｃＤＮＡ后进行ＰＣＲ。ＰＣＲ反

应参数：９８℃预热２ｍｉｎ；９８℃变性１０ｓ，５５℃退火

１０ｓ，７２℃延伸１０ｓ，共３０个循环，７２℃延伸５ｍｉｎ。

取ＰＣＲ产物进行２％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表２　实时荧光定量犘犆犚使用的犞犘１区特异性引物和探针

犜犪犫犾犲２　犛狆犲犮犻犳犻犮狆狉犻犿犲狉狊犪狀犱狆狉狅犫犲狊狌狊犲犱犻狀犚犲犪犾狋犻犿犲犘犆犚狅犳犞犘１狉犲犵犻狅狀

特异性引物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Ｐｒｉｍｅｒ

探针

Ｐｒｏｂｅ

序列（５′→３′）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核苷酸位点

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ＰａｎＥｎｔｅｒｏｖｉｒｕｓ ＰＣＲ１（Ａ） ＧＣＧＡＴＴＧＴＣＡＣＣＡＴＷＡＧＣＡＧＹＣＡ ６０３－５８１

ＰＣＲ２（Ｓ） ＧＧＣＣＣＣＴＧＡＡＴＧＣＧＧＣＴＡＡＴＣＣ ４５８－４８０

ｐａｎＥＶＰｒｏｂｅ（Ｓ） ＦＡＭＣＣＧＡＣＴＡＣＴＴＴＧＧＧＷＧＴＣＣＧＴＧＴＢＨＱ１ ５４６－５６８

ＰａｎＰｏｌｉｏｖｉｒｕｓ ｐａｎＰＶ／ＰＣＲ１（Ａ） ＡＹＲＴＡＣＡＴＩＡＴＹＴＧＲＴＡＩＡＣ ２９７８－２９５６

ｐａｎＰＶ／ＰＣＲ２（Ｓ） ＣＩＴＡＩＴＣＩＭＧＩＴＴＹＧＡＹＡＴＧ ２８７６－２８９５

ｐａｎＰＶＰｒｏｂｅ２１Ａ（Ａ） ＦＡＭＴＧＲＴＴＮＡＲＩＧＣＲＴＧＩＣＣＲＴＴＲＴＴＢＨＱ１ ２９５７－２９３５

Ｓｅｒｏｔｙｐｅ１ ｓｅｒｏＰＶ１Ａ（Ａ） ＡＴＣＡＴＩＹＴＰＴＣＩＡＲＰＡＴＹＴＧ ２５２８－２５０９

ｓｅｒｏＰＶ１，２Ｓ（Ｓ） ＴＧＣＧＩＧＡＹＡＣＩＡＣＩＣＡＹＡＴ ２４５９－２４７７

ｓｅｒｏＰＶ１Ｐｒｏｂｅ１６Ａ（Ａ） ＦＡＭＴＧＩＣＣＹＡＶＩＣＣＹＴＧＩＧＭＩＡＤＹＧＣＢＨＱ１ ２５１０－２４８８

Ｓｅｒｏｔｙｐｅ２ ｓｅｒｏＰＶ２Ａ（Ａ） ＡＹＩＣＣＹＴＣＩＡＣＩＲＣＩＣＣＹＴＣ ２５３７－２５１８

ｓｅｒｏＰＶ１，２Ｓ（Ｓ） ＴＧＣＧＩＧＡＹＡＣＩＡＣＩＣＡＹＡＴ ２４５９－２４７７

ｓｅｒｏＰＶ２Ｐｒｏｂｅ５Ｓ（Ｓ） ＦＡＭＣＡＲＧＡＲＧＣＩＡＴＧＣＣＩＣＡＲＧＧＩＡＴＮＧＧＢＨＱ１ ２４８２－２５０７

Ｓｅｒｏｔｙｐｅ３ ｓｅｒｏＰＶ３Ａ（Ａ） ＣＣＣＣＩＡＩＰＴＧＲＴＣＲＴＴＩＫＰＲＴＣ ３１７８－３１５７

ｓｅｒｏＰＶ３Ｓ（Ｓ） ＡＡＹＣＣＩＴＣＩＲＴＩＴＴＹＴＡＹＡＣ ３０３７－３０５６

ｓｅｒｏＰＶ３Ｐｒｏｂｅ１１Ｓ（Ｓ） ＦＡＭＣＣＲＴＡＹＧＴＮＧＧＩＴＴＲＧＣＶＡＡＹＧＣＢＨＱ１ ３０９１－３１１３

Ｓａｂｉｎ１ Ｓａｂ１／ＰＣＲ１（Ａ） ＣＣＡＣＴＧＧＣＴＴＣＡＧＴＧＴＴＴ ２６００－２５８３

Ｓａｂ１／ＰＣＲ２（Ｓ） ＡＧＧＴＣＡＧＡＴＧＣＴＴＧＡＡＡＧＣ ２５０５－２５２３

Ｓａｂ１／Ｐｒｏｂｅ（Ａ） ＣＹ５ＴＴＧＣＣＧＣＣＣＣＣＡＣＣＧＴＴＴＣＡＣＧＧＡＢＨＱ３ ２５６３－２５４０

Ｓａｂｉｎ２ Ｓａｂ２／ＰＣＲ１（Ａ） ＣＧＧＣＴＴＴＧＴＧＴＣＡＧＧＣＡ ２５９５－２５７９

Ｓａｂ２／ＰＣＲ２（Ｓ） ＣＣＧＴＴＧＡＡＧＧＧＡＴＴＡＣＴＡＡＡ ２５２５－２５４４

Ｓａｂ２／Ｐｒｏｂｅ（Ｓ） ＦＡＭＡＴＴＧＧＴＴＣＣＣＣＣＧＡＣＴＴＣＣＡＣＣＡＡＴＢＨＱ１ ２５５０－２５７２

Ｓａｂｉｎ３ Ｓａｂ３／ＰＣＲ１（Ａ） ＴＴＡＧＴＡＴＣＡＧＧＴＡＡＧＣＴＡＴＣ ２５９１－２５７２

Ｓａｂ３／ＰＣＲ２（Ｓ） ＡＧＧＧＣＧＣＣＣＴＡＡＣＴＴＴ ２５３７－２５５２

Ｓａｂ３／Ｐｒｏｂｅ（Ｓ） ＲＯＸＴＣＡＣＴＣＣＣＧＡＡＧＣＡＡＣＡＧＢＨＱ２ ２５５４－２５７１

２．３　统计学分析　利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７进行数据整理，

应用ＳＰＳＳ２３．０和Ｇｒａｐｈｐｒｉｓｍ８．０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不同方法检出率的比较采用χ２ 检验，犘＜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采用一致性检验比较不同方法

检出率的一致性，Ｋａｐｐａ＞０．７时即认为两方法的检测

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通过绘制ＲＯＣ曲线比较３

种方法诊断的准确性，ＲＯＣ 曲线越偏向左上方且

ＲＯＣ曲线下面积越大，表明方法的诊断准确性越高。

结　果

１　实时荧光定量犘犆犚法与细胞分离培养法犘犞检出

率比较

以细胞培养法为金标准，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方法

检测ＰＶ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１００％和７８．２％，

符合率为８３．３％。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法的阳性率为

７６．４％，与细胞分离培养法的阳性率５９．７％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３２．９９８，犘＜０．０１）（表３）。

２　细胞分离培养物中和试验、犈犔犐犛犃、犚犜犚犆犚分型

检测结果

每份粪便标本经过细胞分离培养后，共得到４９８

份阳性细胞分离物。通过中和试验、ＥＬＩＳＡ、ＲＴＰＣＲ

检出ＳａｂｉｎＩ总阳性份数（率）分别为２３０份（４６．２％）、

２４３份（４８．８％）、２４４份（４９．０％），检出ＳａｂｉｎＩＩ总阳

性份数（率）分别为７０份（１４．１％）、６８份（１３．７％）、８５

份（１７．１％），检出ＳａｂｉｎＩＩＩ总阳性份数（率）分别为

３６０份（７２．３％）、３５６份（７１．５％）、３６５份（７３．３％）。３

种方法的阳性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表

４）。以中和试验为金标准，３种方法ＳａｂｉｎＩ、ＳａｂｉｎＩＩ和

ＳａｂｉｎＩＩＩＰＶ的检出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Ｋａｐｐａ值均

＞０．８）（图２）。

表３　细胞分离培养法和实时荧光定量犘犆犚检测结果

犜犪犫犾犲３　犚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犮狌犾狋狌狉犲犪狀犱狉犲犪犾狋犻犿犲犘犆犚

细胞培养法

Ｃｅｌｌｃｕｌｔｕｒｅ

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

＋ －

合计

Ｔｏｔａｌ

＋ ４３ ０ ４３

－ １２ １７ ２９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５５ １７ ７２

　　图３显示，ＥＬＩＳＡ和ＲＴＰＣＲ的ＲＯＣ诊断曲线

均在左上方，其ＲＯＣ曲线下的面积（Ａ）与０．５相比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ＳａｂｉｎＩ型 ＡＥＬＩＳＡ＝０．９５２，ＡＲＴＰＣＲ

＝０．９２１，均 犘＜０．０５；ＳａｂｉｎＩＩ型 ＡＥＬＩＳＡ ＝０．９６１，

ＡＲＴＰＣＲ＝０．９４１，均犘＜０．０５；ＳａｂｉｎＩＩＩ型 ＡＥＬＩＳＡ＝０．

９４９，ＡＲＴＰＣＲ＝０．９０２；均犘＜０．０５），表明两种方法的诊

·０５９·

中 国 病 原 生 物 学 杂 志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犘犪狋犺狅犵犲狀犅犻狅犾狅犵狔
　
２０２０年９月　第１５卷第９期

Ａｕｇ．２０２０，　Ｖｏｌ．１５，Ｎｏ．８



断水平均较高，且ＥＬＩＳＡ的曲线下面积大于ＲＴＰＣＲ 法，即具有更高的诊断价值。

表４　中和试验、犚犜犘犆犚、犈犔犐犛犃检测犘犞结果比较

犜犪犫犾犲４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狋犺犲犱犲狋犲犮狋犻狅狀狉犲狊狌犾狋狊犫狔犖犲狌狋狉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犜犲狊狋，犈犔犐犛犃犪狀犱犘犆犚

检测方法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ａｂｉｎＩ

阳性数（份）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ｎｕｍｂｅｒ

阳性率（％）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

ＳａｂｉｎＩＩ

阳性数（份）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ｎｕｍｂｅｒ

阳性率（％）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

ＳａｂｉｎＩＩＩ

阳性数（份）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ｎｕｍｂｅｒ

阳性率（％）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

中和试验 ２３０ ４６．２ ７０ １４．１ ３６０ ７２．３

ＥＬＩＳＡ ２４３ ４８．８ ６８ １３．７ ３５６ ７１．５

ＲＴＲＣＲ ２４４ ４９．０ ８５ １７．１ ３６５ ７３．３

注：组间比较，χ２ＳａｂｉｎＩ＝０．９８，χ
２
ＳａｂｉｎＩＩ＝２．７３，χ

２
ＳａｂｉｎＩＩＩ＝０．４１，均犘＞０．０５。

Ｎｏｔ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ｏｕｐｓ，χ
２
ＳａｂｉｎＩ＝０．９８，χ

２
ＳａｂｉｎＩＩ＝２．７３，χ

２
ＳａｂｉｎＩＩＩ＝０．４１，ａｌｌｏｆ犘＞０．０５。

　　

注：Ｋ１为ＥＬＩＳＡ与ＮＴ的Ｋａｐｐａ值；Ｋ２为ＲＴＰＣＲ与 ＮＴ的Ｋａｐｐａ值。
图２　３种方法对犘犞型别检出率的一致性及差异性分析

Ｎｏｔｅ：Ｋ１ｉｓｔｈｅＫａｐｐａｖａｌｕｅｏｆＥＬＩＳＡａｎｄＮＴ，ａｎｄＫ２ｉｓｔｈｅＫａｐｐａｖａｌｕｅｏｆＲＴＰＣＲａｎｄＮＴ．
犉犻犵．２　犆狅狀狊犻狊狋犲狀犮狔犪狀犱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犱犲狋犲犮狋犻狅狀狉犪狋犲狊狅犳狆狅犾犻狅狋狔狆犲犫狔狋犺狉犲犲犱犲狋犲犮狋犻狅狀犕犲狋犺狅犱狊

　　

图３　中和试验、犈犔犐犛犃、犘犆犚３种方法检测犘犞的犚犗犆曲线

犉犻犵．３　犚犗犆犇犻犪犵狉犪犿狅犳狋犺狉犲犲犇犲狋犲犮狋犻狅狀犿犲狋犺狅犱狊：犖犲狌狋狉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犜犲狊狋，犈犔犐犛犃犪狀犱犘犆犚

讨　论

ＰＶ的检测和分型鉴定对全球脊灰根除计划具有

重要的意义。传统的ＰＶ分离培养法操作复杂，周期

长。近年发展起来的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技术有

探针和特异性引物的双重保证，因而具有很高的灵敏

度和特异性，已广泛应用于实验室和临床对于ＰＶ的

检测。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耗时短，但无法判断所检测

的ＰＶ是否具有感染性，目前评估接种ＯＰＶ后的黏膜

免疫和排毒情况一般是通过Ｌ２０Ｂ和ＲＤ细胞系分离

培养后测定病毒脱落量来判定［１２－１３］。

本研究结果显示，采用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婴

儿接种脊灰疫苗后粪便标本中的ＰＶ，阳性率显著高

于细胞分离培养法，且细胞培养法检测出的阳性样本

用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法检测均为阳性，可能是婴儿接

种ｔＯＰＶ或ｂＯＰＶ后通过粪便排出的部分ＰＶ疫苗株

·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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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缺陷或者疫苗株与抗体结合而不具备感染性，这

些失去感染性的病毒在细胞分离培养的过程中会被逐

渐淘汰而不能被检出。细胞培养法虽是金标准，但耗

时较长。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法检测ＰＶ更快速，灵敏

度更高，且该方法可区分野毒株和疫苗株［１４］。因此在

样本量较大的情况下，可以先用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进

行初筛，结果为阳性的标本再用经典的细胞培养法进

行确证。两种方法结合使用能提高检测效率和准确

率，在发现脊灰病例时能够及时检出ＰＶ，从而能及时

和有足够时间阻止脊灰的传播［１５］。本研究利用中和

试验、ＥＬＩＳＡ、ＲＴＲＣＲ３种检测方法对ＰＶ进行型内

鉴定，结果显示，３种方法对于ＰＶＩ、ＩＩ、ＩＩＩ型的分型

结果一致性良好（Ｋａｐｐａ值均＞０．８）。利用ＲＯＣ曲

线对３种方法的诊断价值和准确性进行综合评价，结

果显示以中和试验作为金标准时，ＲＯＣ曲线下面积

ＥＬＩＳＡ法略大于ＲＴＰＣＲ法，但面积均接近于１，表

明ＥＬＩＳＡ法和ＲＴＰＣＲ对于ＰＶ型内鉴定均具有较

高的诊断价值，且ＥＬＩＳＡ具有更高的诊断水平。

综上所述，在进行临床和公共卫生实验室大样本

量ＰＶ的筛查和型内鉴定时，可以结合上述ＰＶ分离

和型内鉴定方法的优缺点，选取能够快速准确分型的

方法，以期能够在脊灰日常监测或疫情爆发时迅速筛

查鉴定ＰＶ。

【参考文献】

［１］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ＮＢ，ＬａｒｓｅｎＳＭ，ＮｉｓｓｅｎＳＫ，ｅｔａｌ．Ｈｏｓｔ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ｉｎｎａｔｅｉｍｍｕｎ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ａｎｄ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ｄｅａｔｈ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ｉｎｐｏｌｉｏ

ｍｙｅｌｉｔｉ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Ｆｒｏｎｔ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１９，１０（９）：１４９５．

［２］　ＯｈｋａＳ，ＮｉｈｅｉＣ，ＹａｍａｚａｋｉＭ，ｅｔａｌ．Ｐｏｌｉｏｖｉｒｕｓｔｒａｆｆｉｃｋｉｎｇｔｏ

ｗａｒ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ｎｅｒｖｏｕｓｓｙｓｔｅｍｖｉａｈｕｍａｎｐｏｌｉｏｖｉｒｕｓ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ｐａｔｈｗａｙ［Ｊ］．Ｆｒｏｎｔ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１２，３

（１８）：１４７．

［３］　曾智坤，成立．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究进展［Ｊ］．中国生物制品学

杂志，２０１９，３２（６）：７１３－６，７２０．

［４］　ＯｂｅｒｓｔｅＭ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ｐｏｌｉｏｅｒａ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ｒｅ

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ｆｔｅｒｅｒａ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２０１８，５８（５３）：

３０７８－８３．

［５］　杨怀德，姜述德，李雪梅，等．脊髓灰质炎病毒Ｓａｂｉｎ株Ｄ抗原

定量及其中和抗体检测的研究［Ｃ］．宁波：微生物学与免疫学论

坛，２０１０．

［６］　ＢａｌａｎａｎｔＪ，ＧｕｉｌｌｏｔＳ，ＣａｎｄｒｅａＡ，ｅｔａｌ．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ｅｎｏｍｉｃ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ｐｏｌｉｏｖｉｒｕ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ｂｙａ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ｌｅｎｇｔｈ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ａｓｓａｙ［Ｊ］．Ｖｉｒ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１，１８４（２）：６４５－５４．

［７］　ｖａｎｄｅｒＡｖｏｏｒｔＨＧ，ＨｕｌｌＢＰ，ＨｏｖｉＴ，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

ｏｆｆ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ｉｎｔｒａｔｙｐｉｃ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ｌｉｏｖｉｒｕｓｅｓ［Ｊ］．Ｊ

Ｃｌｉｎ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１９９５，３３（１０）：２５６２－６．

［８］　唐海淑，崔惠，翟啸虎，等．脊髓灰质炎病毒检测方法的研究进

展［Ｊ］．中国疫苗和免疫，２０１７，２３（３）：３３７－４１．

［９］　ＢｕｒｎｓＣＣ，ＫｉｌｐａｔｒｉｃｋＤＲ，ＩｂｅｒＪＣ，ｅｔａｌ．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

ｐｏｌｉｏｖｉｒｕｓｉｓｏｌａｔｅｓ：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ｙｐｉｎｇｂｙｐｃｒ

ａｎｄ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ＲＴＰＣＲ ［Ｊ］．ＭｅｔｈｏｄｓＭｏｌＢｉｏｌ，２０１６，１３８７：

１７７－２１２．

［１０］　ＳｈａｒｍａＤＫ，ＮａｌａｖａｄｅＵＰ，ＤｅｓｈｐａｎｄｅＪＭ．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ｒｅｖｅｒｓｅ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ｃｈａｉ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ａｓｓａｙｓｆｏ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ｗｉｌｄｐｏｌｉｏｖｉｒｕｓ１＆３［Ｊ］．ＩｎｄｉａｎＪＭｅｄＲｅｓ，２０１５，１４２（４）：４７１

－８．

［１１］　ＷＨＯ．Ｐｏｌｉｏ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ｍａｎｕａｌ［Ｍ］．４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Ｏｒａ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ＶＢ／０４１０．Ｇｅｎｅｖａ，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２００４：８７－１１９．

［１２］　ＧｉｒｉＳ，ＲａｊａｎＡＫ，ＫｕｍａｒＮ，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ｉｎ

ｇｌｅ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ｆｏ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ｂｉｎｐｏｌｉｏｖｉｒｕｓ

ｓｈｅｄｄｉｎｇ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ｌｙｖａｃｃｉｎａｔｅｄＩｎｄｉａ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ＪＭｅｄＶｉｒｏｌ，

２０１７，８９（８）：１４８５－８．

［１３］　ＴａｎｉｕｃｈｉＭ，ＢｅｇｕｍＳ，ＵｄｄｉｎＭＪ，ｅｔａｌ．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ｏｆｐｏｌｉｏｖｉｒｕｓ

ｓｈｅｄｄｉｎｇ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ｏｒａｌｖａｃｃ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ｂｙ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ＰＣＲｖｅｒｓｕ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Ｊ］．ＪＣｌｉｎ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

２０１５，５３（１）：２０６－２１１．

［１４］　范丽霞，王卫军，巴卓玛，等．实时荧光定量ＲＴＰＣＲ在脊髓灰

质炎病毒型内鉴定中的应用［Ｊ］．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２０１８，１３

（１２）：１３４４－６，１３５６．

［１５］　ＬａａｓｓｒｉＭ，ＤｉｐｉａｚｚａＡ，ＢｉｄｚｈｉｅｖａＢ，ｅｔａｌ．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ｏｎｅｓｔｅｐ

ＲＴＰＣＲａｓｓａｙｆｏｒｒａｐｉｄａｎｄ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ｐｏｌｉｏｖｉｒｕｓｅｓ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Ｊ］．ＪＶｉｒｏ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２０１３，

１８９（１）：７－１４．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４２５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００６２９

·２５９·

中 国 病 原 生 物 学 杂 志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犘犪狋犺狅犵犲狀犅犻狅犾狅犵狔
　
２０２０年９月　第１５卷第９期

Ａｕｇ．２０２０，　Ｖｏｌ．１５，Ｎｏ．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