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6

專

DOI: 10.6526/ICJ.202010_30(5).0003

欄

淺談新冠肺炎檢測試劑
顏佳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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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9 年 12 月在中國武漢爆發
了 SARS-CoV2 新型冠狀病毒 (又稱
武漢肺炎病毒) 感染，爆發了全球大
流行的疫病，2020 年 2 月 11 日，
世界衛生組織 (WHO) 將此疾病命名
為 COVID-19。目前已經擴散到全球
220 多個國家和地區，到 9 月中旬為
止，全球累計有約 2,874 萬名確定病
例，逾 92 萬名患者死亡。在安全有
效的疫苗和治療藥物上市之前，篩檢
試劑的研發是防疫最重要的一個關
卡，唯有正確快速檢測才能有效分流
感染者與未感染者，對有傳播病毒風
險者加以隔離；同時可對醫療量能做
最有效率的運用，進而管控病毒感染
的危害。

簡

介

SARS-CoV2 是一種大型的正鏈

潘建雄

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

單股核糖核酸 (RNA) 病毒，包含四
種主要的結構蛋白，分別是包覆病毒
RNA 的核衣殼蛋白 (N)，棘突蛋白
(S)，形成病毒包膜的包膜蛋白 (E) 和
膜蛋白 (M)，病毒結構圖如圖一[1]，
直徑為 50~200 nm，呈冠狀外觀，具
有冠狀病毒的特徵。SARS-CoV2 在
基因序列上和 2003 年爆發的 SARSCoV 有 82% 相似[2]。COVID-19 檢
測可分為三部份，分別為病毒核酸檢
測、病毒抗體檢測及病毒抗原檢測，
表一比較這三種檢驗方式的優缺點。
全球實驗室診斷目前是以 real-time
RT-PCR 核酸檢測為主。

real-time RT-PCR 核酸檢測
依據病毒的核酸序列設計出專
一性的引子對 (primer set)，為了增
加其專一性可使用 TaqMan 系統多設
計一條專一的螢光引子探針，利用
這三條引子進行 qPCR 便可專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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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COVID-19 病毒結構圖。來源：Udugama B, et al: ACS Nano. 2020 Apr; 14:38223835.

表一

新冠病毒診斷方式優缺點
檢測方法

核酸檢測

血清抗體快篩

抗原快篩

原理

偵測病毒 RNA

以病毒重組蛋白檢測血 以單株抗體偵測病毒蛋
清內抗體
白

所需時間

約 2~4 小時
1. 準確率高，少量病毒
也能驗出
2. 直接偵測病毒

10~20 分鐘
1. 可以快速檢測
2. 採血就能檢測
3.可直接在檢疫場所操
作

優點

缺點

10~20 分鐘
1. 可以快速檢測
2. 直接偵測病毒
3. 可直接在檢疫場所操
作

1. 耗時，需要專業的設 1. 感染中後期才能驗出 1. 準確率較核酸檢測低
備及人員操作
2. 對感染風險者分流的 2. 需要採檢呼吸道檢體
2. 需要採檢呼吸道檢體 幫助較小

偵測是否存在於病人檢體中。2020
年 1 月 11 日完成新型冠狀病毒基因
定序後，德國柏林 Charité 及香港大
學醫院病毒研究所根據其序列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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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出可鑑別檢測新型冠狀病毒核
酸的引子對與探針，其基因組擴增
位點 (amplicon targets)，見圖二[3]，
該團隊將此方法提供給 WHO 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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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2019 新型冠狀病毒基因與 2003 年 SARS-CoV 基因結構相對位置示意圖。
說明：real-time RT-PCR 檢測基因位置有三處，包含 Orf1ab 區的非結構蛋白 RNA 聚合酶
(RdRp) 及結構蛋白的 E 及 N

國實驗室使用。之後各國都分離出
COVID-19 病毒株，並將其基因組序
列 (genome sequence) 上傳至 Global
Initiative on Sharing All Inﬂuenza Data
(GISAID)，國際間很多單位都有發表
檢測 COVID-19 所使用的核酸檢測的
螢光引子探針，WHO [4]和美國 CDC
[5]所使用的螢光引子探針也都公布
在官網上。核酸檢測依照疾病管制署
及 WHO 的規範必須在生物安全第二
級 (Biosafety Level 2, BSL-2) 以上的
實驗室才能執行。

病毒抗體檢測 (Antibody tests，
或稱 Serology tests)
核酸檢測病毒的方法，如果病
毒侵犯的位置是在下呼吸道如肺泡沖
洗液，要採檢到病毒就必須有呼吸道
的抽吸裝置和純熟的技術，才能準確
採樣到檢體，因此出現偽陰性機率就
會變高。相反的採集病人血清相對簡

單，以血清作病毒血清學檢測特異性
免疫球蛋白 M (IgM) 和免疫球蛋白
G (IgG) 可以知道是否曾經感染。人
體在接觸 SARS-CoV2 時，具有特異
性的 IgM 會出現在病毒感染早期，
2 週後 B 細胞會開始產生抗體 IgG，
此類型抗體親合力比 IgM 高很多，
IgG 抗體會在體內存在較長時間。因
此，快速檢測兩種 IgM，IgG 抗體可
以提供有關病人遭病毒感染的資訊，
增加疫情嚴峻時疫調的線索，但不
能做為感染者分流的依據。實驗室
基礎的檢測可使用酵素免疫分析法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技術來完成，但因需要耗費
人力和儀器來取得數據才能判讀，目
前技術可將偵測方式改為利用側流體
免疫分析 (Lateral Flow Immunoassay,
LFIA) 的技術，可在 10~20 分鐘內快
速偵測是否有 SARS-CoV2 的 IgG 或
IgM 抗體存在，如圖三[6]，增加了
許多的方便性。法國 Angers 大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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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 Biotech 開發的抗體快篩試劑，
臨床數據顯示發病 0~7 天後 IgG 或
IgM 抗體偵測的敏感性 (sensitivity)
約 44~59%，發病 8~14 天後上升到
72~83%，超過 14 天後敏感性可增
加到 100% [7]。而在台大醫院分別
用四種廠牌的抗體快篩測試臨床檢
體，其敏感性和特異性 (specificity)
也是隨發病時間越來越高，症狀發作
後 1~14 天敏感性約 41~52%，15~21
天後可達到 87~96% 而在發病 21 天
後，四種測試的總體敏感性和特異性
分別為 100% 和 100% [8]。兩篇文獻
顯示抗體檢測適用於發病後至少 2~3
週才能得到準確度較高的數據。另

外，並非所有感染者都一定測到抗體
陽性，特別是無症狀感染者，所以在
判讀結果時要特別注意。目前國內生
技公司和學術單位，也積極研發抗體
快篩試劑，希望能對國內防疫有所助
益。

病毒抗原檢測 (Antigen tests)
同樣的病毒抗原檢測可分為
ELISA 或 LFIA 兩種方法。專一性單
株抗體的篩選以及量產，是病毒抗
原檢測法的關鍵門檻。目前市面上
常見的快篩試劑原理多是利用 LFIA
的技術，如圖四[9]。從受檢者呼吸

圖三 抗體檢測側向流體免疫層析法示意圖。
來源：Li Z. et al, Development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a rapid IgM IgG combined
antibody test for SARS CoV 2 infection diagnosis. J Med Virol. 2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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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分泌物採樣的檢體浸入可裂解病
毒 (split virus) 的溶液之後加入檢體
層，各層間是以毛細作用將檢體內分
子帶向最後面的吸收層。檢體中若含
有新冠病毒蛋白抗原流經含膠體金病
毒抗體層時，會被抗體辨認而結合，
當流體流動到硝化纖維膜上，膜上面
的兩道線，第一道是測試線，含有能
抓住抗原的抗體，而第二道線則是控
制線有能抓住膠體金抗體分子的抗
體。當檢體內有新冠病毒時，病毒蛋
白抗原-膠體金抗體可以同時被兩道
線上的抗體辨認而呈現兩條線，代表
陽性結果。反之，受檢者檢體內若沒
有新冠病毒時，只有第二道線可以抓
住膠體金抗體而呈現只有單線的結
果，是為陰性。目前已有抗原檢測試
劑開發出來，如韓國的 SD biosensor
公司出品的抗原檢測試劑，依產品
網頁顯示其與核酸檢測來做比較，
敏感性可達到 84.38% [10]，特異性

可達到 100%，而在比利時 CORIS
Bioconcept 公司出品的抗原檢測試
劑，在產品網頁上顯示整體敏感性為
60%。若是針對體內病毒量較高的人
(核酸檢測值 Ct < 25) 其敏感性便可
提高至 76.7~85.71%，整體特異性介
於 98.3~100% [11]。而國內中研院及
國衛院也開發出相關抗原檢測試劑並
已技轉給廠商生產，期待快篩國家隊
也能對國內防疫扮演重要角色。

探討側向流體免疫層析法的
改良方法
側向流體免疫層析法的判讀可
分為肉眼判讀和儀器判讀兩種方式，
肉眼判讀傳統上是利用抗體吸附在膠
體金 (colloidal gold) 的方式來呈色。
傳統上膠體金標誌抗體，是一種抗體
蛋白被吸附在膠體金的過程，會因抗
體的等電點而需要調整膠體金溶液的

圖四 抗原檢測側向流體免疫層析法示意圖
來源：林宗翰：防疫小尖兵：新冠病毒快篩試劑開發 2020-04-30 839期 研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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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值；抗體和膠體金的比例；以及
抗體所在的溶液成份都會大大的影響
標誌膠體金的效率，甚至還有失效的
問題，這些都要經過反覆的測試優化
才可得到最佳條件。科技日新月異，
目前除了膠體金外，還開發了多種抗
體標誌 (labeling) 方式，有彩色乳膠
珠 (latex beads)；螢光物質和奈米磁
珠 (magnetic nanoparticles, MNP) [11]
等，這些先進的技術可以增加側向流
體免疫層析法偵測的能力，搭配儀器
判讀更能提高其靈敏度，參閱表二比
較抗體標誌方式的特性與優缺點。

未來展望
COVID-19 疫情正在全球各國蔓
延，核酸檢測一直是 COVID-19 臨床
確診的最主要的指標，但由於核酸檢
測需耗費較多的人力和時間，發展高
效、快速、準確的實驗室診斷技術變
得刻不容緩。未來快篩抗原檢測適合
用在個案快速分流的參考，有類似症
狀的疑似個案篩檢結果如為陰性，再
配合核酸檢測做進一步的驗證。而抗
體快篩檢測比較適合應用在群體疫情
表二 比較抗體標誌方式的特性與優缺點
抗體標誌方式
膠體金
彩色乳膠珠
判讀方式
肉眼觀測
肉眼觀測

進行監測及接觸者追蹤等相關流行病
學分析。如這三種檢驗方式能夠得到
充分應用，彼此相輔相成則可提高防
疫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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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光物質
儀器偵測

優點

價格便宜，技術 較穩定，且可用不同 敏感性高
成熟
顏色標誌不同抗體

缺點

保存期限短且敏 比膠體金價格高
感性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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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米磁珠
肉眼觀測、儀器
偵測皆可
磁力可濃縮目標
物增加敏感性

比膠體金價格高， 比膠體金價格高
且需儀器才能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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