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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检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

+2型抗体试剂盒及其制备方法，由如下组分组

成：包被有HIV抗原的磁性微球、阴性对照品、阳

性对照品1、阳性对照品2、与镧系元素结合的HIV

抗原标记物、分析缓冲液、清洗液、增强液和RFID

卡。本方法基于磁性微球与时间分辨免疫分析法

相结合，既克服了酶标板物理性吸附反应时间较

长，检测结果较慢的弊端，大大缩短反应时间，同

时也具备时间分辨检测技术准确性高、灵敏度

高、特异性强、检测稳定且方便的优点。磁性微球

包被相应的抗原或抗体，因磁性微球立体的特

性，大大增加免疫反应的接触表面积，从而大大

缩短检测时间，20分钟内即可检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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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检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2型抗体试剂盒，其特征在于由如下组分组成：包被有

HIV抗原的磁性微球、阴性对照品、阳性对照品1、阳性对照品2、与镧系元素结合的HIV抗原

标记物、分析缓冲液、清洗液、增强液和RFID卡。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检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2型抗体试剂盒，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与镧系元素结合的HIV抗原标记物，其中的镧系元素与HIV抗原是通过中间螯合剂结合，镧

系元素为铕或钐, 螯合剂为异硫氰酸苯基-EDTA、异硫氰酸苯甲基-DTTA、P-异硫氰基苄基-

DTTA或二乙烯三胺五醋酸氨基苯基-EDTA。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检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2型抗体试剂盒，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HIV抗原是由含有gp36、gp41片断组成。

4.权利要求1所述检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2型抗体试剂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如下步骤：

（1）包被有HIV抗原的磁性微球的制备；

（2）制备阴性对照品、阳性对照品1、阳性对照品2；

（3）铕标记的HIV抗原标记物的制备；

（4）分析缓冲液、浓缩洗液和增强液的制备；

（5）将各组份分别分装至相应的存储容器中；

（6）RFID卡复制拷贝；

（7）喷码、贴标签；

（8）组装成成品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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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检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2型抗体试剂盒及其制备方法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一种检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2型抗体试剂盒及其制备方法，具体涉

及一种基于磁性微球与时间分辨免疫分析法相结合检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2型抗体试剂

盒的制备方法。

[0003]

背景技术

[0004] 人免疫缺陷病毒（HIV），即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的病原体，属于逆转录病

毒家族。HIV的传播途径包括受污染的血液和血制品、性接触或在孕前、孕期和孕后由感染

HIV的母亲传播给婴儿。到目前为止,艾滋病的防治手段还是以预防为主，HIV检测是艾滋病

预防控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预防艾滋病感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第三代艾滋病

检测试剂是在HIV  2型抗原（gp36多肽）的基础上加入HIV  1型抗原（gp41多肽），检测灵敏度

进一步提高，窗口期进一步缩小。

[0005] 目前艾滋抗体血清学试验主要有酶联免疫（ELISA）、胶体金法、化学发光（CLIA）、

电化学发光（ECL）、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TRFIA）等。ELISA作为半定量检测方法是现应用

最广的检测方法，但其灵敏度、线性宽度范围均未达到较高水平，难以适应市场发展的需

求。胶体金法与ELISA均有相同的缺点。而CLIA及ECL虽灵敏度高但均存在检测设备造价高

昂，而相应的标记物研发门槛高，短时期内国内均会受制于人的缺点同样也限制了在国内

的推广。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TRFIA）灵敏度能达到CLIA一致的水平，不仅检测设备造价

较低，并且相关技术在国内已相当成熟。传统时间分辨检测，仍以空白酶标板的物理吸附为

主，检测过程耗时较长。缩短反应时间，降低检测成本，提高检测灵敏度及线性范围，将具有

不错的市场前景。

发明内容

[0006] 基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及相关技术检测费用高昂的缺点，提供

一种检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2型抗体试剂盒，及所述试剂盒的制备方法。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检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2型抗体试剂盒，由如下组分组成：包被有HIV抗原的磁

性微球、阴性对照品、阳性对照品1、阳性对照品2、与镧系元素结合的HIV抗原标记物、分析

缓冲液、浓缩洗液（清洗液）和增强液、RFID卡。

[0008] 优选地，所述的与镧系元素结合的HIV抗原标记物，其中的镧系元素与HIV抗原是

通过中间螯合剂结合，镧系元素包括但不限于铕（EU）、钐（Sm）,  螯合剂包括但不限于异硫

氰酸苯基-EDTA、异硫氰酸苯甲基-DTTA、P-异硫氰基苄基-DTTA、二乙烯三胺五醋酸氨基苯

基-ED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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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优选地，所述的HIV抗原是由含有gp36、gp41等优势片断组成。

[0010]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采用上述试剂盒检测抗-HIV  1+2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

（1）用分析缓冲液将铕标记的HIV抗原标记物稀释至工作液；

（2）用纯化水将浓缩洗液稀释至工作液；

（3）将包被有HIV抗原的磁性微球混匀后加于反应杯内；

（4）将待检样本或阴性对照品、阳性对照品1、阳性对照品2加于上述反应杯内；

（5）将HIV抗原标记物工作液加入反应杯内，室温下孵育；

（6）孵育后使用（2）中的清洗工作液反应杯加磁洗涤；

（7）洗涤后，加入增强液孵育；

（8）孵育结束后，进行对应波长的荧光采集检测并分析。

[0011] 优选地，本发明为了更进一步减少人工操作步骤，配合公司自研自产的SmartTRF

全系列免疫荧光检测设备，将本发明检测方法的相应参数、操作步骤均悉数拷贝至RFID卡

中。实际操作过程中，只需要将RFID卡与上述免疫荧光检测设备适配即可全自动完成上述

实验的操作步骤。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技术，又称无线射频识别，是一

种通信技术，可通过无线电讯号识别特定目标并读写相关数据，而无需识别系统与特定目

标之间建立机械或光学接触。

[0012]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检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2型抗体试剂盒的制备方法，所述方

法包括如下步骤：

（1）包被有HIV抗原的磁性微球的制备；；

（2）制备阴性对照品、阳性对照品1、阳性对照品2；

（3）铕标记的HIV抗原标记物的制备；

（4）分析缓冲液、浓缩洗液和增强液的制备；

（5）将各组份分别分装至相应的存储容器中；

（6）RFID卡复制拷贝；

（7）喷码、贴标签；

（8）组装成成品试剂盒。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有益效果在于：

本方法基于磁性微球与时间分辨免疫分析法相结合，既克服了酶标板物理性吸附反应

时间较长，检测结果较慢的弊端，大大缩短反应时间，同时也具备时间分辨检测技术准确性

高、灵敏度高、特异性强、检测稳定且方便的优点。磁性微球包被相应的抗原或抗体，因磁性

微球立体的特性，大大增加免疫反应的接触表面积，从而大大缩短检测时间，20分钟内即可

检出结果。另外，由于磁性微球的流体特性，不再受限于传统酶标板的框架限制，在任意的

反应杯及小试管内即可完成检测，同时也能减小检测仪器设备的体积及成本以满足二、三

线城市的全自动化检测需求，亦能如酶标板、化学反光检测一样进行大通量检测，满足一线

城市的全自动化检测需求。

[0014]

附图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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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图1为采用本发明所述检测试剂盒用来储存包被有HIV抗原的磁性微球、铕标记的

HIV抗原标记物、分析缓冲液、清洗液和增强液的试剂条的俯视示意图。

[0016] 图2为采用本发明所述检测试剂盒用来储存包被有HIV抗原的磁性微球、铕标记的

HIV抗原标记物、分析缓冲液、清洗液和增强液的试剂条的立体结构标意图示意图。

[0017]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以下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更好地说明本发明的技术特

点、技术方案。以下实施例并不对本发明造成任何限制。以下实施例中磁性微球来源于GE公

司；铕标记购于芬兰Wallac 公司；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国家参考品由中国食品药品检定

研究院提供；对照试剂盒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2型抗体定性检测试剂盒(化学发光微粒子

免疫检测法)。

[0019] 实施例1

一种检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2型抗体试剂盒，所述试剂盒包括：包被有HIV抗原的磁

性微球、阴性对照品、阳性对照品1、阳性对照品2、铕标记的HIV抗原标记物、分析缓冲液、浓

缩洗液和增强液、RFID卡。

[0020] 本发明还提供上述检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2型抗体试剂盒的制备方法，所述方

法包括如下步骤：

(1)包被有HIV抗原的磁性微球的制备：将含1型、2型片断的HIV抗原经2～8℃超速冷冻

离心机将缓冲体系置换处理后，与清洗、活化后的直径1μm羧基磁性微球混合并恒温孵育1

～3小时，孵育后使用磁珠清洗液清洗磁珠并丢弃上清液，然后用磁珠封闭液进行封闭，清

洗磁珠再次丢弃上清液，将包被好的HIV抗原磁性微球在磁珠保存液中以2～8℃冰箱直立

保存。再将包被好HIV抗原磁性微球用磁珠保存液稀释至工作液浓度，分装成10mL/瓶。优选

地，磁性微球与HIV抗原包被的质量之比为10：1、20:1、30：1、40：1中的一种；优选地，所述置

换缓冲液及磁珠清洗液是0.05～0.5M  PH  5.8～PH  7.0的MES缓冲液；优选地，磁性微球的

活化中EDC及Sulfo-NHS每毫克磁性微球优选地加样质量为10μg～1000μg；优选地，磁性微

球的封闭液及保存液为含0.1%～8%  BSA的0.1～0.5M  PH  7.0～8.5的Tris-HCl缓冲液；

(2)制备阴性对照品、阳性对照品1、阳性对照品2：使用5%  BSA、0.5%  Tween-20，0.02% 

Proclin300，pH  7.8  0.02M  Tris-HCl缓冲液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型、2型羊多抗制成阴性

对照品、阳性对照品1、阳性对照品2。

[0021] (3)制备铕标记的HIV抗原标记物：  标记物由1型抗原、2型抗原分别与铕标记后按

一定比例混合而成。将1型抗原、2型抗原分别置于截留分子量为14000透析袋中，扎好后放

入2～8℃冰箱装有0.05M  PH  9.6碳酸盐缓冲液玻璃杯内磁力搅拌置换1小时后，更换新的

碳酸盐缓冲液再搅拌置换1小时，此后每隔4小时更换新的缓冲液，最后一次过夜置换。将置

换后的1型抗原、2型抗原收集分别与事先用碳酸盐缓冲液溶好的DTTA-EU3+混合，1型HIV抗

原与铕质量比为3：1，2型HIV抗原与铕质量比为2：1，2～8℃振荡混匀72±2小时。标记溶液

经0.05M  PH  7.8  Tris-Hcl缓冲液平衡的SephadexTM  G-50凝胶柱（⌀1.0*50cm）层析纯化，在

A280监测收集第一峰。将收集到的铕标记的1型抗原、2型抗原分别用0.2%  0.05M  PH  7 .8 

Tris-Hcl缓冲液稀释至最佳浓度的1/20倍后混匀制成铕标记的HIV抗原标记物，分装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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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L/瓶。

[0022] (4)制备分析缓冲液：含有Tween-20、Proclin300、EDTA、BSA、Tris-HCl缓冲液，分

装至30～40mL/瓶。

[0023] (5)制备浓缩洗液：含有Tween-20、Proclin300、Tris-Hcl缓冲液，分装至30～

40mL/瓶。

[0024] (6)制备增强液：含有乙酸钠、β-NTA、TOPO  、冰乙酸、无水乙醇、Triton  X-100，分

装至30～40mL/瓶。

[0025] (7)制备RFID卡：将空白RFID卡按本发明本实施例中检测方法进行相关参数设置；

(8)喷码、贴标签，组装试剂盒。

[0026] 本发明还提供上述检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2型抗体试剂盒的检测方法，  所述方

法具体操作如下：

(1)试剂准备

①试剂盒于室温放置，恢复至室温；

②将铕标记的HIV抗原标记物使用分析缓冲液稀释20倍至工作液， 混匀待用；

③清洗液:将浓缩洗液按1：25加入纯化水稀释至工作清洗液；

④实验前直立轻晃包被有HIV抗原的磁性微球，混匀待用；

(2)实验操作

①吸取50μL混匀的包被有HIV抗原的磁性微球加入反应杯内；

②向每个反应杯内加入待测样本或阴性对照品、阳性对照品1、阳 性对照品2各100μL；

③再向每个反应杯内加入铕标记的HIV抗原标记物；

④室温静置孵育20分钟；

⑤孵育结束后，使用清洗液加磁清洗4次；

⑥清洗后，去磁，向各反应杯中加入100μL增强液，室温静置孵育

3分钟；在30分钟内完成荧光采集并进行数据分析。

[0027] 本实施例中，实际的实验操作步骤及相关参数，已事先拷贝至配套的RFID卡内，实

验操作过程只需要按试剂准备过程准备好后，将RFID卡与全自动设备适配即可完成从信息

读取、加样到检测的全过程。

[0028] 实施例2

一种检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2型抗体试剂盒，与实施例1中所述检测试剂盒基本相

同，不同在于：

（1）所述检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2型抗体试剂盒组份包括：试剂条、阴性对照品、阳性

对照品1、阳性对照品2、RFID卡。

[0029] （2）本实施例中，所述检测试剂盒中试剂条是由包被有HIV抗原的磁性微球、铕标

记的HIV抗原标记物、分析缓冲液、清洗液和增强液分装至试剂条对应的孔内封膜后而成。

其中清洗液为实施例1中浓缩洗加纯化水稀释25倍而成；其余各组分与实施例1中相同。

[0030] 本实施例中，正如图1、图2所示，所述检测试剂盒中试剂条各孔位功能描述如下：

试剂条从左到右依次排列，名称依次为第1～13个孔。第1、2孔均为测试孔，第3、4孔为

荧光标记孔，第5孔为分析缓冲液孔、第6、7孔为清洗液孔，第8、9为样本稀释液孔，第12为增

强液孔，第10、11、13为预备孔。第1与2孔均为存放磁性微球进行免疫反应的反应孔，最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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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液体体积为800μL；第3、4孔可以从整个试剂条上拆卸成为独立的组分，便于对荧光标

记物进行分装储存。第3、4、5孔可以存放最大液体体积为400μL；第6、7孔可以存放最大液体

体积为3000μL；第8~12孔可以存放最大液体体积为400μL；第13孔可以存放最大液体体积为

600μL。

[0031] 本实施例中，所述检测试剂盒中的试剂条是按如下方式进行封膜后制成：

将300μL包被有HIV抗原的磁性微球、50μL铕标记的HIV抗原标记物、200μL分析缓冲液、

3000μL清洗液、200μL增强液分别分装至试剂条的第1、3、5、6、12孔内，封膜喷码后即制成所

述试剂条。

[0032] 本发明还提供上述检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2型抗体试剂盒的制备方法，按上述

方式制得试剂条后，与阴性对照品、阳性对照品1、阳性对照品2、RFID卡即可组成试剂盒。除

了各组份分装方式及储存容器不一样外，其余与实施例1中相同。

[0033] 本发明还提供上述检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2型抗体试剂盒的检测方法，只需要

将上述试剂条轻晃混匀后插入SmartTRF系列设备的试剂条卡槽内，设备读取RFID卡相关信

息即可全自动完成检测过程。RFID卡的相关信息参数及检测步骤与实施例1中相同。

[0034] 实施例3

本发明所述检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2型抗体试剂盒的性能评价：

按实施例中制备的试剂盒及检测方法，检测采购自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的人类免

疫缺陷病毒抗体国家参考品，以及收集来源于医院雅培Architect  i2000检测人类免疫缺

陷病毒1+2型抗体的临床样本184例。

[0035] 实施例1、实施例2检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国家参考品，结果如下：

（1）阴性参考品符合率：20份阴性参考品N1～N20,实施例1、实施例2检测符合率（-/-）

均为20/20；

（2）HIV-1型阳性参考品符合率：18份阳性参考品P1～P18,实施例1、实施例2检测符合

率（+/+）均为18/18；

（3）HIV-2型阳性参考品符合率：2份阳性参考品P19～P20,实施例1、实施例2检测符合

率（+/+）均为2/2；

（4）最低检出限：阳性反应（4≥6），S1检测为阴性；

（5）精密性：精密性参考品重复检测10次，实施例1、实施例2检测精密性CV≤8.6%；

实施例1、实施例2检测雅培抗-HIV  1+2  184例临床样本，结果如下：

表1 实施例1临床样本对比

本发明实施例1中所述检测试剂盒检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2型抗体与对照试剂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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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符合率100%、阳性样本符合率100%。

[0036] 表2 实施例2临床样本对比

本发明实施例2中所述检测试剂盒检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2型抗体与对照试剂阴性

样本符合率100%、阳性样本符合率100%。

[0037] 浓缩洗液（清洗液）在实施例1中指代的是待稀释至工作液的高浓度清洗液；清洗

液在实施例2中指代的是不需要任何处理的工作液。

[0038] 可以理解的，在实施例1中检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2型抗体试剂盒的检测方法及

制备方法是为了满足大通量检测目的而发明的，仪器设备体积较大且造价相对较高，为了

进一步满足二、三线城市的检测需求，相应的，我们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作了一些

检测方法及试剂盒制备方法上的修改，如实施例2中的一样。

[0039] 可以理解的，本发明在实施例2中与实施例1中的检测方法及制备方法的区别在

于，实施例2是将实施例1中的包被有HIV抗原的磁性微球、铕标记的HIV抗原标记物、分析缓

冲液、清洗液和增强液同时分装进特制的试剂条（如图1、图2所示），因此实施例2中试剂盒

的组份仅有试剂条、RFID卡、阴性对照品、阳性对照品1、阳性对照品2。其中RFID卡、阴性对

照品、阳性对照品1、阳性对照品2与实施例1中保持一致。

[0040] 可以理解的，本发明在实施例2中的检测方法是将试剂条插入检测设备后，将相应

的RFID卡与设备适配即可，设备全程自动化操作步骤与实施例1保持一致；

可以理解的，本发明在实施例2中的检测试剂盒的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中的不同在于，

步骤（5）变为“将阴、阳性对照品分装至相应对照品瓶内，其余各组份分别分装至试剂条的

相应孔内，分装完后封膜喷码”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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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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