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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ＣＰＡ检测１３５６份痰标本的敏感性、特异性和符合率分别为８５．７１％、９８．９２％和９７．４２％（Ｋａｐｐａ＝０．８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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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ＰＡ检测５６例涂阴培养痰标本的敏感性为６４．２９％。结论ＣＰＡ作为简单、快速的分子方法检测痰标本中
的结核杆菌有较高的敏感性和很高的特异性，适于基础实验室对肺结核病患者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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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ｓｐｕｔｕｍ ｓａｍｐｌｅ ｆｒｏｍ ｅｎｒｏｌｌ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ｓｍｅａｒ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ｍｅｄｉ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ｓｏｌａｔ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ＰＡ．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６７８ ｌｅｇ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ｅｘｃｅｐｔ ４ ｆａｉｌｅｄ ｉｎ ｍｅｄｉ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ＰＡ ｇｏｔ １ ３５６ ｓｐｕｔｕｍ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ｍｅｄｉ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Ｐ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Ｒ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ｔｔｅｒ ｉｓｏｌａｔ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ＰＡ ｉｎ １３５６ ｓｐｕｔｕｍ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ｉＳ ８５．７１％、９８．９２％和９７．４２％（Ｋａｐｐａ＝０．８６８），ｔｈ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ＣＰＡ ｉｎ ５６ ｓｍｅａｒ－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ｓｐｕｔｕｍ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ｉＳ ６４．２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ｐｒｉｍｉｎｇ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ａｙ ｉＳ ｒａｐｉｄ．ｓｉｍｐｌｅ ａｎｄ ｈａｎｄ．ｆｒｅｅ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ｔｏｏｌ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ｙ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ｉｎ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Ｃｒｏｓｓ—ｐｒｉｍｅ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在我国基层结核病实验室承担着主要的肺结核患者发现工作，但其对肺结核患者的检测手段极其有
限，主要依靠痰标本的涂片显微镜检查。痰涂片镜检虽然对于发现高传播危险的涂阳肺结核患者有着重
要意义，但由于该方法检测敏感性较差，对肺结核患者的诊断有一定局限性。痰标本培养虽然灵敏度相
对较高，但该方法对实验室生物安全要求高，且培养周期较长（３～８周），影响了在基层实验室的普
及。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和结核杆菌基因组学的发展，多种利用核酸检测技术来诊断结核病的方法被建
立，如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转录酶扩增（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ＭＡ）、恒温核酸扩增等等
…。其中恒温核酸扩增技术是近期分子诊断的研究热点，有着较好的应用前景，由杭州优思达公司开发
的ＥａｓｙＮＡＴ“结核分枝杆菌恒温扩增核酸试纸条检测法利用交叉引物核酸恒温扩增技术（ＣＰＡ）将病原体
ＤＮＡ扩增、核酸杂交和核酸试纸条检测融为一体【２】，一次性完成核酸的扩增及杂交过程，然后用防污染
核酸快速检测装置对结核杆菌感染进行定性诊断，整个操作简单方便易于使用。现对ＣＰＡ在基层结核病
实验室诊断肺结核病的检测效能进行评估。
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在河南省新密市县级结核病门诊连续纳入就诊的初治肺结核可疑患者，经研究对象知情同意后，收
集痰标本进行检测，病人诊断按照《肺结核诊断标准５５【３】（ＷＳ．２８８ ２００８）进行。排除痰标本不合格者及
病例资料不完善者，以及培养污染或ＣＰＡ检测失败病例。收集了６８２例患者痰标本，剔除１例培养污染
（ｏ．１５％），３例ＣＰＡ检测失败（４．４％），共纳入６７８例合格可疑患者；男５０５例（７４．４８％），女１７３例（２５．５２％）；
年龄８～９７岁，平均年龄（５５．８５±１７．５０）岁。
二、研究方法

１．标本采集：可疑肺结核患者的痰标本按照《痰涂片镜检标准化操作及质量保证手册５５…要求进行。
采集研究对象三份痰标本（及时痰、晨痰和夜痰），经实验室人员鉴别标本性状，对标本质量不合格者
重新收集痰液，如重新收集的痰标本有一份不能达到要求，该可疑患者就要排除于项目外。
２．显微镜检查和分离培养：对符合要求的痰标本按照《痰涂片镜检标准化操作及质量保证手册》要
求进行萋，尼氏染色显微镜检查。痰标本培养，选取三份标本中二份阳性级别高的标本，或一份阳性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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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一份性状好的阴性标本，或二份标本性状好的阴性标本进行培养。培养操作严格按照《结核病诊断实
验室检验规程》［５１碱处理简单法进行，接种于酸性改良罗氏培养基（贝索公司）上。
３．菌种鉴定：痰标本分离培养的阳性产物进行１６Ｓ～２３Ｓ ｒＤＮＡ ＩＴＳ测序【６】，鉴定结核分枝杆
菌和非结核分枝杆菌（ＮＴＭ），测序上游引物５。．ＧＧｃｃ’ｒＡＡｃｃＣＴｃＧＧＧＡＧＧＧＡＧ．３’，下游引物
５。．ｃｃｃＧＡＧＧｃ ＡＴＡＴｃＧｃＡＧｃｃＴｃ．３’。由国家结核病参比实验室进行测序。

４．ＣＰＡ检测：对进行培养的痰标本同时进行ＣＰＡ检测，操作按照ＣＰＡ说明书进行操作，简述如下。
痰液中加入４％ＮａＯＨ溶液，常温消化，消化后高速离心，离心沉淀用无菌生理盐水洗涤：洗涤后的
沉淀物加ＤＮＡ提取液，经９５～１００℃裂解后高速离心；离心后上清液加入装有玻璃化试剂的反应管中，
依次加入复溶缓冲液、石蜡油和ｄｄＨ，Ｏ；混匀后的试管置恒温仪或水浴箱，６３℃温浴６０ｍｉｎ进行核酸扩
增杂交；将扩增后的反应管放入核酸检测装置中，１５～３０ｍｉｎ内通过阅读窗判读结果，３０ｍｉｎ后判读无效。
５．质量控制：新密市结核病实验室痰检质量由河南省结核病参比实验进行质量控制，质控结果符合《痰
涂片镜检标准化操作及质量保证手册》要求：新密市结核病实验室痰分离培养年污染率小于５％。
６．统计学分析：应用ＳＰＳＳ２１统计软件对ＣＰＡ与不同检测方法进行敏感度和特异度分析，以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ＣＰＡ与金标准痰培养进行一致性比较（Ｋａｐｐａ），Ｋａｐｐａ值≥０．７５认为二者一致性
很好【７】。
结果

一、诊断情况
纳入的６７８例患者按照《肺结核诊断标准》（ＷＳ．２８８ ２００８），诊断为结核病患者２７８例，诊断为非
结核患者４００例。

二、细菌学和鉴定结果
６７８例纳入患者标本痰检阳性者５８例（８．５５％）；培养阳性９ｌ例，经菌种鉴定有５例ＮＴＭ，结核杆
菌为８６例，培养阳性率为１２．６８％。６７８例患者共采集痰标本２０３４份，按照每位患者培养２份痰标本，共
有１３５６份痰标本开展了培养，其中结核杆菌培养阳性１５４份（１１．３６％），镜检阳性１０４份（７．６７％）。
三、ＣＰＡ检测结果
６７８例纳入患者标本ＣＰＡ检测阳性７８例（１ １．５０％）；１３５６份痰标本ＣＰＡ检测阳性１４５例（１０．６９％）。
以鉴定后培养结果为标准，检测１３５６份痰标本，涂片的检测敏感性、特异性分别为６３．６４％、９９．５０％；
ＣＰＡ的检测敏感性、特异性和符合率分别为８５．７１％、９８．９２％和９７．４２％（Ｋａｐｐａ＝０．８６８）。ＣＰＡ与涂片检测
痰标本的敏感性、特异性差异均有统计学差异（ｘ

２＝ｏ．００，Ｐ＝３０８．００；ｘ

２＝ｏ．ｏｏｏ，Ｐ＝２４０４．ｏｏ）。

１３５６份痰标本有即时痰３９８份、晨痰５６０份、夜痰３９８份；以鉴定后的培养结果为标准，ＣＰＡ检测
即时痰、晨痰和夜痰的阳性率为１０．３０％、１１．２５％、１０．３０％，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８６．６７％、８７．６９％、
８１．８２％和９９．４３％、９８．７９％、９８．５９％。ＣＰＡ检测三类痰标本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ｘ
Ｐ＝１５４．００；ｘ

２＝ｏ．００，

２＝０．０００，Ｐ＝１２０２．００）。

１３５６份痰标本中涂片和培养均阳性９８例，其中ＣＰＡ检测阳性９６例，敏感性为９７．９６％；１３５６份痰标
本中涂片阴性而培养阳性５６例，ＣＰＡ检测阳性３６例，敏感性为６４．２９％。
６７８例纳入患者中痰检阳性患者５８例，其中两份标本检测均阳性４６例（７９．３１％）；痰培养８６例患者阳性，
两份标本均阳性者６８例（７９．０７％），ＣＰＡ检测７８例阳性，两份标本均阳性者６７例（８５．９０％）。痰检、
培养和ＣＰＡ检测同一患者两份标本重复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ｘ ２＝ｏ．００，Ｐ＝２２２．００）。
讨论

由于核酸恒温扩增技术是在同一温度下完成扩增反应的全过程，不必象ＰＣＲ反应那样经历几十个温
度变化的循环过程，这一特点使得该技术对仪器精密程度的依赖大大简化，同时也大大缩短了反应时间，
使其成为了分子检测的焦点。恒温扩增技术在结核病实验室检测中已经发展出了多种方法，除有ＣＰＡ外，
我国已经市场化的还有环介导等温扩增（Ｌｏｏｐ—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ＬＡＭＰ）、实时荧光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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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恒温扩增检测（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ｓｔｉｎｇ，简称ＳＡＴ）。研究报告显示１８－ｕ］对痰标本或痰培
养物的检测，ＬＡＭＰ和ＳＡＴ达到了较高的灵敏度（８８．８０％～１００％）和特异性（９２％～９７．５％），这于恒
温扩增的高效性密切相关。本研究中ＣＰＡ检测痰标本显示了与ＬＡＭＰ和ＳＡＴ一致的高特异性（９８．９９％），
虽然ＣＰＡ检测敏感性（８３．７２％）略低于另两种方法，但与培养结果有很高的一致性（Ｋａｐｐａ＝０．８６８），且
其检测涂片和培养均阳性标本的显示了很高的敏感性为９７．９６％。
涂阴结核病患者的确诊是实验室检测到的难点，传统主要依靠培养，分子检测时间较短是较理想的
检测手段。ＧｅｎｅＸｐｅｒｔ是ＷＨＯＴ推荐的检测结核病的理想方法，研究显示其对涂阴培养阳性患者的敏感
性为７０～７６．９％１１２—１３１，而ＬＡＭＰ检测涂阴培阳结核病患者的敏感性为５３％～５５．６％ｔ¨】，本研究ＣＰＡ的敏
感性为６４．２９％，虽低于ＧｅｎｅＸｐｅｒｔ但仍高于ＬＡＭＰ的检测灵敏度。
国家结核病防治规划对结核病患者的结核病实验室检测要求收集可疑患者的三份痰标本进行涂片染
色显微镜检查，并对其中的二份痰标本进行结核杆菌的分离培养。增加检查的标本数量能提高结核病患
者的发现率，本研究也显示增加涂片、培养和ＣＰＡ检测的标本数量均能提高阳性检出率。但ＣＰＡ与涂片
和培养比较，对同一患者两份标本检测的阳性符合率要显著的高于涂片和培养，提示ＣＰＡ检测一份痰标
本就能获得很好的阳性结果，特别是对晨痰的检测阳性率更高。

由于发展中国家资源的有限性，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提出了针对资源有限国家实验室诊断产品的
性能目标．ＡＳＳＵＲＥＤ原则，即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一低廉、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一敏感、Ｓｐｅｃｉｆｉｃ．特异、Ｕｓｅｒ．ｆｒｉｅｎｄｌｙ使用方便、
Ｒａｐｉｄ／Ｒｏｂｕｓｔ一快速和稳定、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ｆｒｅｅ．无仪器、Ｄｅｌｉｖｅｒａｂｌｅ一易运输。基于ＣＰＡ技术的ＥａｓｙＮＡＴ“结
核分枝杆菌恒温扩增核酸试纸条方法所用的试剂为玻璃化粉剂和核酸检测盒均可以在常温下保存和运输；
扩增阶段可在水浴锅或金属浴等简单仪器上完成，结果以条带方式显示在试纸条上，不需要借助其他设

备观察；核酸扩增和检测可在１．５小时内完成，这些均贯彻了ＡＳＳＵＲＥＤ原则。
总之，ＣＰＡ技术快速、简便，检测痰标本中的结核杆菌有着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性，适于基层实验
室对结核病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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