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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分子免疫阵列技术在传染病诊断中的应用
樊晓旭 1，张皓博 1，刘蒙达 1，迟庆安 1，2，亓

菲 1，3，刘婷婷 1，孙淑芳 1，范伟兴 1

（1.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国家动物结核病参考实验室，山东青岛
2. 海南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海南海口
3. 青岛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山东青岛
摘

266032 ；

571100 ；
266109）

要 ：单分子免疫阵列（single molecule array，Simoa）技术，又称“数字 ELISA”，是近年来新开发的一种

数字免疫分析方法，将单分子计数用于蛋白质生物标记物的检测。该方法可测量各种不同基质（血清、血浆、
脑脊液、尿液、细胞提取物等）中的蛋白质，检测限可达飞摩尔（fg/mL）数量级，灵敏度较传统 ELISA 提高
约 1 000 倍。目前，该技术在一些重大传染病，如新冠肺炎、结核病、艾滋病、朊病毒病诊断中的优势逐渐凸显。
Simoa 技术可帮助监测新冠病毒感染进程，有望实现早期高灵敏度诊断，以区分新冠肺炎轻症和重症患者 ；有
望帮助诊断活动性结核病，并可以监测结核病治疗效果 ；可更准确检测人免疫缺陷病毒（HIV）免疫相关蛋白
含量变化，提高早期诊断的灵敏性 ；可在羊瘙痒病临床症状出现前检测活体动物血清，提高痒病早期检测能力，
从而有望用于人类克雅氏症诊断。未来，通过开发相关病种的检测试剂盒，有望利用 Simoa 技术提高疫病的综
合诊断能力，还可进行疫苗免疫效果评价，为疫病防控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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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gle molecule array（Simoa），also known as“digital ELISA”，was a new digital immunoassay

technology developed in recent years，which was generally used to detect protein biomarkers via single molecule
counting. The technology could be applied to measure proteins in various specimens，such as serum，plasma，
cerebrospinal fluid，urine，cell extracts，etc.，with a limit of detection as low as femtomolar（fg/mL），and an
approximately 1000-fold sensitivity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ELISA. Currently，the technology was promisingly
applied in diagnosis of some major infectious diseases including COVID-19，tuberculosis，AIDS and prion virus. As
the process of COVID-19 infection could be monitored with the help of the technology，it was expected that，by the
technology，such infection could be early diagnosed with high sensitivity so as to distinguish patients with severe or
mild symptoms，so was the active tuberculosis，and relevant therapeutic eﬀect could be monitored ；any chang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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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vant immunogenic protein content related to human immunodeﬁciency virus（HIV）could be accurately detected
to improve the sensitivity of early diagnosis ；serums of live animals could be detected prior to any clinical symptoms

of scrapie to improve early detection capacity and then it was expected to be used in the diagnosis of human Creutzfeldt
Jakob disease in the future. It was also expected that，through development of kits for corresponding diseases，the
technology could be used to improve comprehensive diagnosis capacity，and evaluate the effect of vaccination to
provide a basis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Key words ：single molecular array ；infectious disease ；diagnosis ；application

传统ELISA方法的基本原理是将抗原或抗体结

验目的进行方案开发和优化，适合科研创新研究。

合到某种固相载体表面，并保持其免疫活性。将抗

为了解Simoa技术在传染病诊断中的应用情况，本

原或抗体与某种酶连接成酶标抗原或抗体，这种酶

文综述了其原理及在新冠病毒感染、肺结核、朊病

标抗原或抗体既保留了免疫活性，又保留了酶的活

毒病等传染病诊断中的应用进展。

性。当受检物质与酶标抗原或抗体发生特异性结合

1

后，加入酶反应底物，催化显色，根据颜色反应的
深浅或有无，定性或定量分析受检物质。由于酶的
催化效率很高，故可放大反应效果，提高检测的敏
感度[1]。但是，传统ELISA方法由于受读取方式限
制，灵敏度仅达到皮摩尔（即pg/mL）水平，且需
要将受检物质进行稀释以达到反应所需的体积。
1971年，Engvall和Perlmann报道了利用ELISA
定量测定IgG的研究技术，使其成为测定液体样本
中 微 量 物 质 的 方 法。2014年， 基 于ELISA原 理，
美国Quanterix公司开发了单分子免疫阵列（single
molecule array，Simoa）技术，用磁珠捕获免疫复
合物，并单独封闭在Simoa圆盘的微孔中，遵循泊
松分布进行分析，实现数字化形式的ELISA检测，
又称“数字ELISA”[2]。
相 比 传 统ELISA，Simoa技 术 具 有6点 优 势：
（1） 灵 敏 度 高。 其 灵 敏 度 为 传 统ELISA技 术 的
1 000倍以上，检测下限达到fg/mL，实现了超低丰
度蛋白的有效检测和定量，节约珍贵样本，减少
基质效应。（2）全自动化。基于Quanterix Simoa
HD-1数字式单分子免疫阵列分析仪，试验过程不
依赖操作人员，从而保证结果的重复性和精准性。
（3）多重检测。能同时完成多达 10 种目标分子的

原理
Simoa检测中，选取的是含有顺磁性的磁珠

（直径2.7 μm），磁珠表面附着抗体捕获剂，具有
10种荧光标记，包含25万个捕获抗体附着点。通
常，将50万粒磁珠添加到100 μL样品中，使磁珠数
量远大于目标分子数量。检测时，加入生物素标记
的检测抗体以及亲和素偶联的酶和底物。顺磁性
磁珠附着捕获抗体，特异性结合目标蛋白，再连
接酶标抗体，引入阵列。将磁珠上样到Simoa圆盘
后，磁珠在重力作用下沉积在阵列表面，其中一小
部分落入反应孔中，其余浮在水面上。利用油将
单个磁珠封闭在直径4.25 μm、深3.25 μm的反应孔
（well）中进行反应，取代水介质和多余磁珠，同
时避免信号扩散和交叉反应。每21.6万个反应孔组
成一组阵列（array），每24个阵列再组成一张圆
盘（disc），使用CCD摄像头捕获反应孔中超过阈
值的检测信号，标记为“开孔（on well）”和“关
孔（oﬀ well）”。通过计算“on well”在阵列中的
比例，依据泊松分布理论，计算同时含有珠子和荧
光产物孔的数量相对于含有珠子孔的总数的比值来
确定测试样品中的蛋白质浓度（图1）。与传统方
法相比，Simoa技术能够通过数字方式而不是通过
测量全部模拟信号来确定浓度，因此这种检测单一
免疫复合物的方法被称为“数字ELISA”。此外，

检测。（4）重复性好。试验结果的批间变异系数

磁珠可进行多重荧光标记，通过统计不同颜色荧光

（CVs）低于10%。（5）线性范围高。检测的动

磁珠的“on well”数量，即可同步获得多个检测指

态范围超过4个数量级。（6）自主研发。可根据试

标的浓度定量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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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荧光信号的扩散和背景信号的干扰，从而提高了
对低丰度蛋白的检测灵敏度，使检测单分子变为
可能。
2

应用
当 前，Simoa技 术 可 测 量 血 清、 血 浆、 脑 脊

液、尿液、细胞提取物等基质中的蛋白质，可应
用于肿瘤、神经、免疫炎症和传染性疾病等领域，
实现对极低含量的生物标志物超高灵敏度检测。
例如，通过Simoa技术检测肿瘤每个发展阶段的生
物标志物水平，辨别出生物标志物的微小变化，监
测评估癌症发生风险，鉴别良性与恶性肿瘤细胞，
评价患者对治疗的敏感度，从而为癌症早期诊断、
A. 捕获抗体 ；B. 磁珠沉积 ；C. 油珠封闭 ；D. 荧光成像 ；
E. Simoa 圆盘 ；F. 传统 ELISA 与 Simoa 对比。

图1

Simoa 工作示意图 [3]

Simoa技术的关键在于磁珠和超微量反应体
系。在磁珠方面，磁珠与蛋白分子的比例大约为
10:1的条件下，含有标记免疫复合物磁珠遵循泊松
分布，即蛋白质在相对低浓度情况下，每个磁珠将
捕获单一的免疫复合物或未发生捕获。例如，如果
在0.1 mL（6万个分子）样本中捕获了1 fmol蛋白
质并在50万个磁珠上标记，那么12%的磁珠将携带
1个蛋白质分子，88%的磁珠不携带任何蛋白质分

治疗提供新的手段。传统技术只能在脑脊髓液中检
测到低水平的神经学生物标志物，而Simoa技术能
在更早阶段检测到血液中极低水平的标志物，为
改善脑损伤和脑病的诊断方式提供可能[4]。在疾病
初期，诸多关键炎症因子，如IL-1β、IL-2、IL-6、
IL-10、IL-17A、IFN-γ、TNF-α等表达量极低。传
统ELISA等方法受灵敏度的限制无法检测这些指
标， 导 致 研 究 中 经 常 出 现 空 缺 值； 基 于Simoa技
术，可提高灵敏性，成功检测血清和血浆中引发炎
症的分子及抗炎症的分子，改善免疫性疾病的诊断
和治疗效果。在传染病潜伏期和出现免疫反应前，

子。由于溶液中磁珠量大，磁珠间距很小，因此每

Simoa技术可检测到生物标志物，实现更早期的诊

个分子不到1 min可遇到1个磁珠，理论上所有分子

断，显著降低传染病传播概率，从而为传染病筛

都应该与多个珠子发生相遇。这样显著提高了与固

查、治疗开发以及疾病监测提供帮助。

定捕获表面的结合效率。之后清洗磁珠，去除非特

2.1

新冠肺炎诊断

异性结合蛋白，与生物素标记的检测抗体和β-半

2020年12月28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乳糖苷酶标记的链霉亲和素一起孵育。每一个捕捉

（FDA）发布了紧急使用Simoa®半定量新冠病毒

到单个蛋白质分子的磁珠都被一种酶标记，而不捕

（SARS-CoV-2）IgG抗体检测授权书，批准使用

获分子的磁珠保持无标记状态。

全自动高通量免疫分析仪器Simoa HD-X Analyzer®

在超微量反应体系方面。Simoa技术将酶产生
-15

检测并定量血清或EDTA血浆中IgG抗体。Simoa检

，
的荧光团限制在极小的体积（约40 fL，
1 fL=10 L）

测的目标是人体针对新冠病毒刺突蛋白区域产生

且每个孔反应体系仅为50 fL，约为ELISA反应体系

的抗体，因此可通过检测疑似感染或最近密切接

的1/（20亿）。荧光产物分子局部浓度相对较高，

触者中的IgG抗体进行新冠肺炎诊断。临床研究结

不但提高了酶底物的反应效率，而且还指数级降低

果显示，在PCR结果呈阳性后15 d或更长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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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a抗体检测敏感性达100%，特异性达99.2%。

助针对不同患者采取相适应的临床管理措施[6]。

此外，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包含多个亚单位，共同

利用Simoa技术测定活动性肺结核患者接受治

介导病毒进入人类细胞，是疫苗设计的作用靶点。

疗前后尿中总IP-10及其激动剂/拮抗剂的含量，并

因此，Simoa技术可用于测定疫苗免疫诱导的抗体

将健康献血者和肺炎患者作为对照。结果显示：

反应。另一项研究利用Simoa技术开发了新冠病毒

与健康献血者相比，活动性肺结核患者的总IP-10

刺突蛋白、S1亚单位、核衣壳蛋白的抗原检测方

和激动剂IP-10水平显著升高；相反，活动性肺结

法，检测限（LOD）分别为5 pg/mL
（0.07 pmol/L）
、

核患者的IP-10水平与肺炎患者的IP-10水平没有差

70 pg/mL（0.39 pmol/L）和0.02 pg/mL（0.4 fmol/L）。

异。IP-10水平升高与肺结核和肺炎相关，提示其

在64例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患者中，41例检测

变化与急性炎症有关[7]，说明利用Simoa技术检测

到S1亚单位和核衣壳抗原。在这些患者中，血清

IP-10，有望帮助诊断活动性结核病，监测结核病

转化后（5±1）d，血浆中病毒抗原完全被清除，

治疗效果。

鼻咽RT-PCR检测结果呈阳性后（15±5）d，病毒抗

2.3

艾滋病诊断

原被清除。高浓度S1亚单位抗原患者与ICU入院率

定量病毒生长分析（QVOA）是一种检测逆

（77%）和插管时间（1 d内）的相关性有统计学

转录病毒复制能力的体外病毒诱导试验方法，但其

[5]

意义 。这提示Simoa检测新冠病毒抗原的方法可

精度和动态范围有限，且需要的细胞数量庞大。通

帮助监测疾病感染进程。通过Simoa检测分析广泛

常，检测到可诱导的病毒RNA并不一定表明产生

的超敏感蛋白质生物标记物，包括关键的免疫调节

了子代病毒，更准确的是检测具免疫相关性的病毒

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有望实现早期高灵敏度诊

蛋白含量变化，但传统ELISA在灵敏度上不能满足

断，以区分新冠肺炎轻症和重症患者。

要求。基于此，人们开发了超灵敏p24定量分析的

2.2

活动性肺结核诊断

Simoa技术测定HIV生长。选取1 μL培养细胞进行

全 世 界 约 有17亿 人 为 肺 结 核 潜 伏 性 感 染 者

Simoa检测，在感染后第14天通过超敏感Simoa技

（LTBI）， 其 中5%~15%会 发 展 为 活 动 性 肺 结

术（检出限为0.003 pg/mL，定量限为0.01 pg/mL）

核。对可能发展为活 动性结核病的潜伏感染患者

测量发现上清液中存在HIV p24，而直到第21天

需要及时采取治疗，以避免出现耐药性问题。目

采用标准ELISA（检出限为4.3 pg/mL，定量限为

前，迟发型超敏反应皮试试验、γ干扰素释放分析

6.25 pg/mL）才发现上清液中存在HIV p24[8]。在一

（IGRA）均无法区分潜伏性感染和活动性结核，

项针对成人患者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研究中，利用

虽然QuantiFERON®-TB Gold Plus对IGRA作了进一

Simoa技术测定病毒生长发现，HIV的指数级复制只

步改进，选取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蛋白（ESAT-6

发生在CD32-CD4+T细胞中（平均变化=17.46 pg/mL，

和CFP10）作为刺激抗原刺激感染患者产生γ干扰

P=0.038）。在CD32hi CD4+T细胞中诱导的前病毒

素并进行定量，但是当阳性对照值较低或阴性对

复制水平较低，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显著增加（平

照有较高的背景反应时，所得到的结果被认为是

均变化=0.026 pg/mL，P=0.234），并且仅能通过

“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结果通常与淋巴细胞减

Simoa技术检测到，提示在围产期已感染HIV的青

少、人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或免疫抑制治疗

少年中，潜伏感染过程中病毒主要储存在CD32-

导致的免疫缺陷有关。基于Simoa技术，γ干扰素检

CD4+T细胞中，这为制定针对性的治疗策略提供

测较IGRA方法灵敏度提高100倍，能够进一步鉴别

了参考和依据[9]。同样，在评价猴免疫缺陷病毒

IGRA不确定结果中的真阳性和阴性样本，进而帮

（SIV）生长中，基于Simoa建立了一种超灵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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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V-Gag-p27检测方法。该方法的定量限（LOQ）

分析试剂浓度，改变缓冲条件，或调整培养时间，

为0.1 pg/mL，灵敏度是传统ELISA的100倍，线性

以增加信号强度，降低背景干扰。降钙素原是全身

范围为0.08~250.00 pg/mL（传统ELISA的线性范围

炎症、细菌感染、败血症等多种临床症状的标志

为62.5~2 000.0 pg/mL）。Simoa技术可提高早期诊

物。然而，在健康个体中，这种蛋白质的基线水平

断的灵敏性，相比传统ELISA，提前6 d检测到阳

通常远低于当前ELISA的定量下限（LLoQ）。通

性，且与SIV-RNA病原学检测结果高度一致，从而

过使用不同的偶联浓度固定捕获抗体，以及不同的

帮助评估非人灵长类动物中传染性SIV的持续复制

生物素水平标记检测抗体，测试捕获和检测抗体的

[10]

和再激活情况 。
2.4

朊病毒病诊断

配置组合。通过优化SβG结合物的浓度，对测定方
法进行微调。通过几周的时间，Simoa检测降钙素

羊瘙痒病是由朊病毒感染绵羊和山羊引起的

原的灵敏度比传统ELISA提高了100倍。在未来，

一种致命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羊瘙痒病的早期诊断

研究人员可在几天之内利用全自动HD-1分析仪将

依赖于脑组织中病理性朊蛋白的检测。目前还无法

现有的ELISA转换为更高灵敏度的Simoa技术，并

通过检测血液生物标志物实现活体动物的痒病确

可根据自身检测目的开发单一、多重病种的Simoa

诊。神经丝光蛋白（NfL）是一种68 kDa的细胞骨

诊断方法。

架中间丝蛋白，在神经元轴突中表达，并在神经元

3.2

开发便携式POC现场诊断套装

受损时释放到脑脊液（CSF）和血液中，可作为一

对于一些慢性疾病和潜伏期较长的疾病，需

种新的生物标志物，用于神经退行性疾病和其他人

要提高诊断的灵敏性，提高基层一线对疾病的早期

类神经疾病的诊断、预后和治疗监测。通过Simoa

发现能力。如在区分活动性肺结核和潜伏感染时，

检测发现，在感染初期患痒病动物的血清中Nﬂ含

利用Simoa技术检测白细胞介素-6（IL-6）、白细

量中位数比正常对照高15倍以上，而出现临床症状

胞介素-8（IL-8）、白细胞介素-18（IL-18）和血

的痒病病羊血清Nfl含量与无症状病羊无显著差

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4种宿主血液蛋白，并

[11]

异 ，提示可在痒病临床症状出现前利用Simoa技

同时检测抗结核抗原Ag85B的抗体，从而提高了诊

术检测活体动物血清Nﬂ水平，提高对痒病早期检

断方法的灵敏性和特异性[12]，使得检测感染潜伏期

测的能力，从而有望用于人类克雅氏症的诊断。

中特定生物标志物的细微变化成为可能，做到“一

3

落叶而知秋”。同时，Simoa技术也可以动态监测

3.1

展望
开发个性化诊断试剂盒

传染病感染过程及疫苗免疫后宿主的反应和变化。

基于Simoa技术和开放的用户设计研发平台

目前配套的全自动HD-1分析仪体积较大，无法满

（HD-1分析仪），利用实验室自制的抗体，可进

足现场和基层的需求。未来应对设备进一步改造，

一步开发超灵敏数字ELISA试剂盒，满足诊断需

使仪器“变小”“变轻”，结合相应的Simoa诊断

要。自制分析开发过程分为3个阶段：首先，制备

策略，开发便携式POC诊断套装，实现传染病早发

一批捕获磁珠和生物素化检测试剂，要求磁珠浓缩

现、早诊断、早干预的目标。

液符合单体标准（＞75%的微珠为单体），并且初

4

结语

始运行的校准曲线达到所需的灵敏度水平；其次，

相比传统ELISA，Simoa技术的优势在于将现

在初次制备试剂盒满足目标要求的基础上，大批量

有检测的灵敏度提高约1 000倍，使以前难以或不

制备试剂盒；最后，可进一步优化条件，提高磁珠

可能测量的生物标记物的检测和量化成为可能，从

偶联抗体的接合水平、抗体的生物素化水平，滴定

而开辟了新的应用领域，以解决生命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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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制药和体外诊断领域尚未满足的重大需求。
目前，该技术在一些重大传染病如新冠肺炎、结核

hvaa21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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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艾滋病、痒病中的诊断优势已逐渐凸显。未

immunoassay prototype for latent tuberculosis

来，在疫病防控领域，通过优化设备，降低检测成
本，开发相关病种的试剂盒，有望利用Simoa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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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nosis[J]. European cytokine network，2018，29（4）：
136-145.
[7]

of patients with active TB[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疫苗免疫后的评价，为疫病防控提供参考和依据。

[1]

of chronic chagas disease：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immunology，2020，11：1971.
[9]

DHUMMAKUPT A，SIEMS L V，SINGH D，et al.

DE MEYER S，SCHAEVERBEKE J M，VERBERK

The latent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

I M W，et al. Comparison of ELISA-and SIMOA-based

reservoir resides primarily in CD32-CD4+ T cells in

quantification of plasma Aβ ratios for early detection of

perinatally HIV-infected adolescents with long-term

cerebral amyloidosis[J]. Alzheimers research & therapy，

virologic suppression[J].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2019，219（1）：80-88.

WILSON D H，RISSIN D M，KAN C W，et al. The

[10] SWANSTROM A E，GORELICK R J，WU G，et al.

Simoa HD-1 analyzer：a novel fully automated digital

Ultrasensitive immunoassay for simian immunodeﬁciency

immunoassay analyzer with single-molecule sensitivity

virus p27（CA）[J]. Aids research and human

LI D，MIELKE M M. An update on blood-based markers
of alzheimer's disease using the SiMoA platform[J].
Journal of neurologic physical therapy，2019，8（Suppl
2）：73-82.
OGATA A F，MALEY A M，WU C，et al. Ultrasensitive serial profiling of SARS-CoV-2 antigens and
antibodies in plasma to understand disease progression
in COVID-19 patients with severe disease[J]. Clinical
chemistry，2020，66（12）. DOI：10.1093/clinchem/

78

et al. Measuring the inducible，replication-competent
the digital ELISA viral outgrowth assay[J]. Frontiers in

533-547.

[5]

STUELKE E L，JAMES K S，KIRCHHERR J L，

MORENO A M，et al. ELISA versus PCR for diagnosis

and multiplexing[J]. JALA-J lab autom，2016，21（4）：
[4]

[8]

HIV reservoir using an ultra-sensitive p24 readout，

2020，12（1）：162.
[3]

infectious diseases，2019，78：15-21.

BRASIL P E，DE CASTRO L，HASSLOCHER-

analysis[J]. BMC infectious diseases，2010，10：337.
[2]

PETRONE L，BONDET V，VANINI V，et al. First
description of agonist and antagonist IP-10 in urine

断、早干预”的目标。此外，还可将该技术应用于

参考文献：

BEN SALAH E，DORGHAM K，LESENECHAL

retroviruses，2018，34（11）：993-1001.

[11] ZETTERBERG H，BOZZETTA E，FAVOLE A，et al.
Neurofilaments in blood is a new promising preclinical
biomarker for the screening of natural scrapie in sheep[J].
Plos one，2019，14（12）：e0226697.
[12] AHMAD R，XIE L，PYLE M，et al. A rapid triage test
for active pulmonary tuberculosis in adult patients with
persistent cough[J].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2019，11（515）：eaaw8287.

（责任编辑：侯文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