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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自动酶免分析仪加样中拖带阳性的解决方法探讨 

朱安友，王凤超，杨 萍，葛 鑫，郭 晖。刘 雅 

[摘要]目的：探讨全 自动酶免分析仪加样中拖带阳性 的解决办法。方法：收集 常规筛查 中的人体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抗体、梅毒螺旋体(treponema pallidum，TP)抗体、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抗体和乙 

肝表面抗原(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HBsAg)强阳性标本各 1份；分别在使用去离子水和0．1％Tween一20弱碱性溶液作为系 

统冲洗液的情况下，用 RMP 200型全 自动酶免分析仪做阳性拖带模拟试验；观察 0．1％ Tween-20弱碱性溶液作为系统冲洗液 

在消除加样针拖带阳性中的作用，以及其对酶免试验的影响。结果：在拖带模拟试验中，以去离子水作为系统冲洗液时，HIV 

抗体、TP抗体、HCV抗体和 HBsAg强阳性标本都出现了阳性拖带现象，其中HIV抗体拖带阳性最为显著，有 6孔被拖带阳性 ， 

HBsAg只出现 1孔拖带阳性；而以0．1％Tween-20弱碱性溶液作为系统冲洗液时 ，HIV抗体 、TP抗体、HCV抗体和 HBsAg均无 

阳性拖带孔出现 ；并且在使用2种不同系统冲洗液情况下，相同检测项 目之间的质控品和对照品的实验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P>0．05)。结论：0．1％ Tween一20弱碱性溶液作为系统冲洗液能够避免全 自动酶免分析仪加样中拖带阳性现象的发 

生，并且对酶免试验结果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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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esolution of sampling probe towing positive in 

automatic enzyme immunoassay instrument 

ZHU An—you，WANG Feng—chao，YANG Ping，GE Xin，GUO Hui，LIU Ya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ies，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resolution of sampling probe towing positive in automatic enzyme immunoassay instrument． 

Methods：Anti—human immunodefieieney virus(HIV)，anti—treponema pallidum(TP)，anti—hepatitis C virus(HCV)or 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HBsAg)strong positive specimens were collected from routine screening test．The towing positive simulation test was 

performed in RMP 200 automatic enzyme immunoassay under use of demineralized water or 0．1％ Tween-20 weak alkaline solution for 

sampling probe irrigation solutions conditions．By comparison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it was observed that 0．1％ Tween一20 weak 

alkaline solution in role of avoid sampling probe towing positive and it effect on ELISA．Results：It was found that every of anti—HIV， 

anti·TP，anti—HCV，and HBsAg sepecimen had experienced towing positive under use of demineralized water for sampling probe 

irrigation solutions．Among them，anti—HIV towing positive was most obvious and had 6 towing positive holes；while HBsAg appeared only 

a towing weak positive hole．In contrast to demineralized water，all towing positive phenomena of anti—HIV，anti—TP，anti—HCV and 

HBsAg strong positive specimens were avoided under use of 0．1％ Tween-20 weak alkaline solution for sampling probe irrigation 

solutions．Moreover，the resuhs of quality control serum，positive and negative control under two different irrigation solution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the same test item(P>0．05)．Conclusions：The use of 0．1％ Tween一20 weak alkaline solution for sampling 

probe irrigation solutions could avoid appearance of sampling probe towing positive in automatic enzyme immunoassay instrument and it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EL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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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酶免分析仪的使用，实现了 ELISA试验 

过程的自动化和标准化，避免了手工操作时产生的 

人为误差，提高了酶免分析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但 

目前仪器加样系统大多采用的是非一次性的Teflon 

涂层钢针，当遇到强阳性标本时，由于加样针未能进 

行彻底洗涤，导致了后一孔甚至多孔加样拖带阳性 

现象 J。目前，我科采用瑞士 TECAN公司 R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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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型全自动酶免分析仪对我院临床输血和手术前 

患者做感染性疾病血清学标志物筛查。我们在检测 

过 程 中 也 证 实 人 体 免 疫 缺 陷 病 毒 (human 

immun0denciency virus，HIV)抗 体、梅 毒 螺旋 体 

(treponema pallidum，TP)抗 体、丙 型肝 炎 病 毒 

(hepatitis C virus，HCV)抗 体和 乙肝 表面 抗原 

(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HBsAg)等项 目都有阳性 

拖带现象，其中以 HIV和TP最为常见，导致许多疑 

似样本复查，不但加大了试剂成本，还增加了日常工 

作量。为此，我们用 0．1％ Tween-20弱碱性溶液来 

冲洗加样针，试图避免阳性拖带现象的发生，取得满 



 

818 

意效果，现作报道。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仪器：TECAN RMP 200型全自动酶 

联免疫分析系统。(2)试剂：HCV抗体、HIV(1+2) 

抗体和TP抗体 ELISA检测试剂盒均为北京现代高 

达生物公司产品；HBsAg ELISA检测试剂盒为北京 

华大吉比爱生物技术公司产品；均经中国药品生物 

制品检定所批检合格，在有效期内使用。(3)系统 

液配制：在 10 L去离子水(pH值约6．7)中分别加 

人 Tween-20液体 10 ml和 10 mol／L氢氧化钠溶液 

约5 ml，混匀后即为 0．1％ Tween一20弱碱性溶液 

(pH值约9．0)。(4)评价血清：质控血清为卫生部 

临床检验中心提供的 HCV抗体(2 NCU／m1)、HIV 

(1+2)抗体(2 NCU／m1)、TP抗体(2 NCU／m1)和 

HBsAg质控血清(2 IU／m1)；本室筛查的HCV抗体、 

HIV(1+2)抗体、TP抗体和HBsAg有阳性拖带现象 

的强阳性标本；HIV、TP、HCV和 HBsAg均为阴性的 

健康体检标本。 

1．2 方法 

i．2．I 仪器运行程序 根据检测项目和试剂说明 

书的要求，对TECAN RMP 200进行编程，仪器 自检 

完成后选择正确的程序开始试验。使用特弗隆钢 

针，八针加样，十六针洗板，方向都是 A1一A12。分 

配不同的血液标本或液体试剂后，根据预编程序用 

加压式大流量系统液冲洗加样针内部，再采用涡流 

方式对加样针外部进行清洗，另外每次加显色液之 

前加样针用终止液净化。 

1．2．2 阳性拖带模拟试验 试验板的第 1列 

1～8孔均为控制孑L，其中 A1为阳性对照，Bl为质 

控品，c1和D1为阴性对照，剩余4孔为空。第 2～ 

12列 88孔为检测标本，其中A2、B2、c2和 D2分别 

为HIV抗体、TP抗体、HCV抗体和HBsAg强阳性标 

本，其他为健康体检标本，分别在使用去离子水和 

0．1％Tween一20弱碱性溶液作为加样针冲洗液情况 

下运行 HIV抗体、TP抗体、HCV抗体和 HBsAg 4种 

组合试验。试验中HIV抗体的阳性拖带孔可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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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第 1孔)一A12(第 10孔)；TP抗体的阳性拖带 

孔可能为：B3(第 1孔)一Bl2(第 1O孔)；HCV抗体 

的阳性拖带孔可能为：C3(第 1孔)一C12(第 1O 

孑L)；HBsAg的阳性拖带孑L可能为：D3(第 1孔)一 

D12(第 l0孔)；整个试验操作过程严格按照标准化 

操作规程进行。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t检验。 

2 结果 

抗。HIV、抗一TP抗体、抗一HCV和 HBsAg强阳性 

标本都可出现阳性拖带现象，其中抗．HW 抗体检 

测，沿着加样方向有6孔拖带阳性；抗一TP抗体拖带 

阳性 3孑L；抗一HCV拖带阳性 2孑L；HBsAg拖带阳性 

1孔(见表 1)。用0．1％ Tween-20弱碱性溶液冲洗 

加样针，未出现阳性拖带现象(见表2)。在采用去 

离子水和0．1％Tween一20弱碱性溶液冲洗加样针两 

种情况下，相同检测项 目对照品和质控品的结果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未影响酶联免 

疫分析试验结果(见表 3)。 

表 1 抗一HIV、抗一TP、抗一HCV抗体和 HBsAg标本加样中 

阳性拖带现象的试验结果 

表2 0．1％ Tween-20弱碱性溶液冲洗加样针对避免阳性 

拖带的作用 

表 3 0．1％ Tween-20弱碱。眭溶液冲洗加样针对酶免试验结果的影响( ±s；OD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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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近年来，随着临床实验室自动化的提高，样本拖 

带污染问题 日益受到广泛关注 。TECAN RMP 

200全自动酶免分析仪的加样系统，是由一组 8根 

Teflon涂层永久性钢针加样来实现标本的批处理， 

完成一次样本分配后，一般将加样针用加压式大流 

量去离子水作为系统液冲洗加样针内部 1次，再采 

用涡流方式对加样针外部和内部一并清洗 1次，一 

般情况下能避免上下孔之间的拖带污染。但若遇到 

含高浓度抗原、抗体的标本，这种拖带污染仍是存在 

的。我们在检测过程中也发现，RMP 200的阳性拖 

带存在于微孔板的连续一排孔位，并且常见于现症 

感染患者的 HIV或 TP抗体检测，其拖带阳性均可 

达3孔以上；相反，尽管 HBsAg有较高的检出率，但 

仅偶尔出现阳性拖带的情况；这可能与阳性标本抗 

体滴度及所用试剂盒灵敏度有关。 

阳性拖带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钢针处理强阳 

性标本后，不易被冲洗干净，附着在针的内壁上，接 

着吸取下一个标本时发生污染，并且随着钢针被重 

复使用次数的增加，其内壁可能吸附蛋白质或脂质 

等污物，阳性拖带现象会更加严重。我们分析认为， 

加样针不能得到有效冲洗主要与冲洗液的性质有 

关。由于去离子水的 pH值一般接近7．0，其中的离 

子强度极低，清洗附着物能力较差。我们试验中的 

HIV强阳性标本拖带阳性达到6孔以上，说明在消 

耗大量冲洗液，且加样针已做了12次内壁和6次外 

壁冲洗后，仍未能避免阳性拖带的产生 。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用 0．1％ Tween一20弱碱性 

溶液作为系统冲洗液，在没有改变仪器运行程序的 

情况下，避免了加样针的阳性拖带现象。Tween一20 

为一种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是 ELISA试验中洗涤 

液的一种重要成分，使用浓度一般在 0．05％ ～ 

0．1％。我们在系统液中使用 0．1％Tween一20作为增 

溶剂，能够增加脂类和蛋白质的溶解度，减少这些污 

物在加样针内外壁上的吸附，提高了对加样针的清 

洗能力。而添加0．005 mol／L氢氧化钠不仅增加了 
一 定离子强度，其提供的弱碱性环境，使吸附在加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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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内壁上的抗体、抗原或其他蛋白质成分远离它们 

的等电点，转变为带更多负电荷的离子，有利于其溶 

解而被彻底冲洗干净。此外，按照仪器的预设定程 

序，每次经高速冲洗后，加样针中冲洗液的残留量一 

般 <5 l，在进行下一次血清加样时，由于血清中存 

在着抗弱酸碱能力的缓冲对，仍能使样本的 pH值 

维持在7．4左右。如果加样针经高速冲洗后是进行 

酶结合物或稀释液分配，同样这些液体都具有一定 

的缓冲能力，而且这些液体的一次性吸取量(每次 

多孑L)要大于血清标本的吸取量(每次 1孔)。同时 

我们的结果也表明，用0．1％ Tween一2O碱性溶液作 

为系统冲洗液，对常规开展的酶免试验结果均没有 

显著影响。因此，用O．1％ Tween-20弱碱性溶液代 

替去离子水，作为全自动酶免或全自动加样机的系 

统冲洗液，能够避免强阳性标本拖带现象的发生，同 

时也能有效地防止血清中的脂类或蛋白质在加样针 

内壁上附着。但只要是不使用一次性加样针，携带 

污染还是可能存在的，尤其是遇到极强阳性标本的 

检测。因此，最后通过对酶免微孔板的观察，发现是 

否可能存在阳性拖带情况，及时对可疑的结果进行 

复查仍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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