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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种狂犬病病毒 ELISA 抗体
检测试剂盒的比对
王

培，雷琪莉，邓柏林，程汝佳，韦海涛，周德刚，殷雨晴，王
（北京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

摘

跃，沈光年

102629）

要：为评价不同品牌狂犬病病毒 ELISA 抗体检测试剂盒的有效性，以确保实验室检测结果更加客观可靠，

采集 85 份北京市犬临床血清样本，分别用荧光抗体病毒中和试验（FAVN）和 6 种品牌试剂盒（包括国产、进口，
阻断法、间接法）进行抗体检测。以 FAVN 检测结果为标准，通过 Kappa 一致性检验、χ2 检验及诊断效能评价，
比对分析 6 种品牌试剂盒的检测效果。结果显示：6 种试剂盒的一致性有差异，且整体一致性不高；3 种试剂盒
的检测结果与 FAVN 无统计学差异（P>0.05），另 3 种存在差异（P<0.05）；2 种试剂盒的灵敏度及符合率较好，
均在 90% 左右，2 种试剂盒较差，在 70% 左右，剩余 2 种在 80% 左右。结果表明：不同品牌的商品化试剂盒
检测效果存在差异，且这种差异与品牌来源及试剂盒类型无明显相关性。因此，建议在实际监测工作中，以标
准方法为参考，对商品化试剂盒进行一致性、差异性检验和诊断效能评价，将检测效果作为筛选试剂盒的首要
考量因素，以确保实验室检测结果客观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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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different brands of ELISA Kits for rabies virus antibodies，so as
to guarantee the reliability and objectivity of laboratory test results，85 serum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dogs in
Beijing City for antibody detection by fluorescent antibody virus neutralization（FAVN）test and six brands
of ELISA kits（including those made in China or other countries，and using blocking and indirect assay）. Taking
FAVN test results as the standard，the six kit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rough Kappa consistency test，χ2 test and
evaluation on their diagnostic efﬁcienc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ix kits were different in consistency of test results.
Statistically，the results of three kits conformed to that of FAVN（P>0.05），except other three kits（P<0.05）；
the sensitivity and coincidence rates for each two kits were about 70%，80% and 90% respectively. It was concluded
that different results were received by different commercial kits，which were not related to the brands or types of
kits. Therefore，for commercial kits，it was suggested to test their consistency and differences and to evaluate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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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nostic efficiency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method in practice，and the test results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the
priority factor to select kits，only in this way could the laboratory test results be guaranteed to be accurate and objective.
Key words：rabies virus；ELISA kits；Kappa test；diagnostic efﬁciency；comparison

狂 犬 病（rabies） 是 由 狂 犬 病 病 毒（rabies
virus，RABV）引起的一种高致死性人兽共患传染

表1

6 种试剂盒的详细信息

试剂盒编号

批号

品牌来源

分类

病 。RABV 具有非常广泛的宿主谱，几乎可感

A

180516

进口

阻断法

染所有温血动物。人被带毒犬咬伤后通常会被感

B

20180707

国产

间接法

染，感染后病毒会侵入中枢神经系统（CNS）并

C

16ZEAW001

进口

间接法

导致狂犬病症状，而且一旦发病，死亡率几乎为

D

D063615

进口

间接法

E

201807001A

国产

间接法

F

20180718

进口

间接法

[1]

[2]

100% 。狂犬病作为致死率最高的传染病，全球每
[3]

年约有 59 000 人死于该病 。在我国，狂犬病严
重威胁公共卫生安全。因此，做好狂犬病监测防控
[4]

1.1.2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血清抗体检测是预防狂犬病的关键。快速荧光

犬血清样本共计 85 份，均为采

血清样本

集于北京市的临床样本。
96 孔酶标仪（SUNRISE 型）：

灶抑制试验（rapid ﬂuorescent focus inhibition test，

1.1.3

RFFIT） 和 荧 光 抗 体 病 毒 中 和 试 验（ﬂuorescent

奥地利 TECAN 公司产品；37 ℃恒温箱：购自上

antibody virus neutralisation，FAVN）是目前世界卫

海森信实验仪器有限公司；精确的单道微量移液器

生组织（WHO）及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认

和多道微量移液器：Thermoﬁsher 公司产品；一次

可和规定的检测方法。这两种方法特异性强、灵敏

性移液器吸头：Axygen 公司产品。

度高，是评估狂犬病疫苗接种效率最有价值及最可

1.2

靠的方法。但二者不仅耗时、昂贵且都需要活病

1.2.1

毒，对实验室条件、实验人员操作技能要求高，操

处理后，委托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兽医研究所 OIE

设备与耗材

方法
对 85 份血清样本经灭活

中和抗体检测

作繁琐且单份样品需求量多 。鉴于以上原因，现

狂犬病参考实验室，利用 OIE 认定的 FAVN 方法

已开发了多种技术作为替代方法，其中酶联免疫吸

进行抗体检测，试验步骤参照 OIE《陆生动物诊断

附试验（ELISA）是较常用的检测方法。该项技术

试验和疫苗手册》 进行。

的优点体现在：省时、操作简单、廉价，可高通量

1.2.2

[5]

[7]

ELISA 抗体检测

对 85 份血清样本，分

检测，且不需要处理活病毒 ，因而也不需要特定

别用 6 种 ELISA 检测试剂盒进行抗体检测。检测

的实验室。目前市场上已有多种商品化的狂犬病病

操作按试剂盒内说明书进行，检测结果按照试剂盒

毒 ELISA 抗体检测试剂盒。它们的质量水平对于

要求进行判定。

狂犬病免疫防控具有较大影响。为检测对比各试剂

1.2.3

盒的有效性，确保 RABV 抗体监测结果准确，对 6

理， 用 SPSS 23.0 软 件 进 行 统 计 学 分 析。 将 6 种

种可购的商品化试剂盒进行了测试比对试验。

试剂盒的检测结果与 FAVN 检测结果进行对比分

1

析。（1）结果一致性，应用 Kappa 检验：Kappa

[6]

1.1

材料与方法
材料

数据处理分析

对检测数据采用 Excel 处

系 数 <0， 极 差；0~0.2， 微 弱；0.21~0.4， 弱；
[8]

1.1.1 检测试剂盒 本试验中所测试的 6 种试剂盒

0.41~0.6，中度；0.61~0.8，高度；0.81~1.0，极强 。
（2）

购自 6 家试剂公司，其中：进口的 4 种（编号 A、C、D、

结果差异性，应用配对 χ2 检验（McNemar 检验）。
（3）

F），国产的 2 种（编号 B、E）；阻断法的 1 种（A），

以中和试验数据作为标准，计算 6 种试剂盒的特异

其余为间接法。6 种试剂盒的详细信息见表 1。

性、灵敏度和符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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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表4

统计分析
对 85 份血清样本，以 FAVN 检测方法为标准，

检出 75 份阳性、10 份阴性。FAVN 及 6 种 ELISA
试剂盒检测 85 份临床血清的结果对比见表 2。
以 FAVN 为标准的 6 种 ELISA 试剂盒检测结果

表2

试剂盒 A 试剂盒 B 试剂盒 C 试剂盒 D 试剂盒 E 试剂盒 F
FAVN 阳 阴 阳 阴 阳 阴 阳 阴 阳 阴 阳 阴
性 性 性 性 性 性 性 性 性 性 性 性

%（份）

6 种试剂盒诊断效能评价

试剂盒

灵敏度

特异性

符合率

A

86.7（65/75）

60.0（6/10）

83.5（71/85）

B

72.0（54/75）

60.0（6/10）

70.5（60/85）

C

92.0（69/75）

70.0（7/10）

89.4（76/85）

D

93.3（70/75）

70.0（7/10）

90.6（77/85）

E

78.7（59/75）

90.0（9/10）

80.0（68/85）

F

76.0（57/75）

40.0（4/10）

71.8（61/85）

阳性

65

10

54

21

69

6

70

5

59

16

57

18

定技术基础。Kappa 统计通常将观察一致性与偶然

阴性

4

6

4

6

3

7

3

7

1

9

6

4

一致性进行比较，其值可作为检测试剂或方法检测

合计

69

16

58

27

72

13

73

12

60

25

63

22

结果可靠程度的参考

将 6 种试剂盒的检测结果分别同 FAVN 法的检
测结果进行 Kappa 一致性检验分析，得出各试剂
盒的 Kappa 值，如表 3 所示。
表3

[10]

。χ2 检验是一种用途较广

的计数资料假设检验方法，属于非参数检验范畴，主
要应用于推断两个样本率或构成比之间有无差别

。

2

在兽医研究中，人们常常采用 χ 检验比较两个或
多个率之间的差别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

6 种试剂盒 Kappa 一致性检验结果

[11]

[12]

。

本研究以 FAVN 方法为标准，对 6 种试剂盒进

试剂盒

Kappa 值

95% 置信区间

行比较分析。根据 Kappa 一致性检验结果，Kappa 值

A

0.370

（0.105，0.647）

越大，两者一致性越高，表明结果可靠程度越高 。

B

0.184

（0.014，0.405）

通过结果分析得出，试剂盒 A 的一致性为弱，试

C

0.549

（0.223，0.765）

剂盒 B、F 的一致性为微弱，试剂盒 C、D、E 为

D

0.583

（0.303，0.833）

E

0.465

（0.221，0.695）

中度一致。根据 χ2 检验结果，试剂盒 A、C、D 的

F

0.105

（0.116，0.354）

[8]

检测结果与 FAVN 法无统计学差异，而试剂盒 B、E、
F 的检测结果与 FAVN 法存在统计学差异。根据以

将 6 种试剂盒的检测结果分别同 FAVN 法的检

上结果，本研究从统计学角度初步分析了这 6 种试

测结果进行比较。McNemarTest 的 P 值显示，试剂

剂盒的效果。然而，统计学软件根据实际样本进行

盒 A、C、D 的检测结果与 FAVN 方法的差异无统

的 Kappa 一致性检验及 χ2 检验只针对统计学数据，

计学意义（P>0.05），试剂盒 B、E、F 的检测结

其结果可以作为评价可靠程度的参考，但不是判断

果与 FAVN 法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试剂盒优劣的唯一指标，还需要参考诊断效能及稳

2.2

定性等指标。进一步进行诊断效能分析发现：6 种

诊断效能评价
以 FAVN 法为标准，根据表 2 的检测结果，分

试剂盒中，试剂盒 C、D 的灵敏度及符合率较好，

别计算 6 种试剂盒的灵敏度、特异性和总符合率。

均在 90% 左右；试剂盒 A、E 较低，均在 80% 左右；

具体比较结果见表 4。

试剂盒 B、F 的表现较差，仅在 70% 左右。进一步

3

分析原因，在 ELISA 检测中，如果样品稀释倍数

分析与讨论
WHO 认为，只有免疫后血清中的病毒中和抗

升高，则试剂盒的灵敏度会降低。试剂盒 B、F 中

体≥ 0.5 IU/mL 才具有效保护性，这就使得血清抗

样品的稀释倍数均为 1:100，其余 4 种均为 1:10，

[9]

体检测成为预防狂犬病环节中的关键一环 。本研

这可能也是导致其假阴性较多、灵敏度较低的原因。

究通过对 6 种试剂盒进行对比分析，进一步了解这

本研究中的样品均为北京市采集的临床样品。

些商品化试剂盒的实际效果，为狂犬病防控工作奠

由于北京市犬只免疫覆盖率较高，样品阳性多、阴

81

性少的检测结果会对试剂盒的特异性分析产生一定
影响。但相较于标准血清，临床样品中复杂的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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