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型/乙型流感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免疫层析法）说明书
【产品名称】
通用名：甲型/乙型流感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免疫层析法）
英文名：Actim™ Influenza A&B
【包装规格】
a) 32832 ETAC：20 人份/盒（带阳性质控）；b) 32834 ETAC：20 人份/盒（不带阳性质控）
【预期用途】
本试剂盒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鼻拭子、鼻咽拭子或鼻吸液样本中的甲型流感和乙型流感病毒
抗原。
流感病毒会引起人们上下呼吸道的急性感染。经过 1-2 日的潜伏期后，接着就发烧（38-39℃）
，
同时经常发生头痛、腰痛、关节酸痛、肌肉酸痛、全身无力、消化功能不良等并发症。流感最大
的问题是并发症，老年人的并发症以肺炎为主，小孩以脑炎、脑病为主。小孩的脑炎、脑病主要
表现为高烧、意识失常、痉挛，预后情况极差，而且从处发症状到中枢神经系统症状的表现及其
到死亡，时间非常短暂，因此有必要迅速作出诊断、处理。
流感病毒是一种 RNA 病毒，主要分为甲型（A 型）、乙型（B 型）、丙型（C 型）三型，其
中甲型为害最甚，可引起流行、大流行，流感大流行常可席卷全球；乙型流感病毒多在少数集体
单位爆发，或是在局部地区出现小流行；丙型流感病毒只引起幼儿或成人的散在发病。
本试剂盒为甲型和乙型流感病毒感染的辅助诊断。

【检验原理】
本产品包括甲型和乙型流感病毒抗原的抽提和诊断。采用免疫层析法原理，包被了甲型和乙
型流感病毒抗原的单克隆抗体。针对两种类型的抗体结合在蓝色的胶乳颗粒上（检测标记），针
对两类型的抗体被固定在运载膜上，捕捉抗原和乳胶标记的抗体的复合物，显示阳性结果。
将试纸条的浸渍区浸入样品中时，液体被吸收，溢到试纸条上。如果标本中的含有甲型或乙
型流感病毒的话，病毒将结合附在乳胶颗粒上的任一种抗体结合。颗粒随着液体一起流过试纸条，
抗原抗体的结合物被会被任一种的捕捉抗体结合。如果样品中的甲型流感病毒超过它的临界值，
在结果区域的下方出现一条蓝线（阳性线）
，如果样品中的乙型流感病毒超过它的临界值，在结
果区域的中间出现一条蓝线（阳性线）。如果操作正确，将出现黑色质控线。
【主要组成成份】
试剂盒规格组成
试纸条

a) 32832 ETAC
20 根，存放在密封铝膜
袋中

b) 32834 ETAC
20 根，存放在密封铝膜袋中

抽提缓冲液
（含表面活性剂，防腐剂）

2.3mL×1

2.3mL×1

盐溶液（0.9%氯化钠）

10mL×1

10mL×1

甲型流感病毒阳性质控（人）

1瓶

无

乙型流感病毒阳性质控（人）

1瓶

无

标本抽提时用的测试管

20 支

20 支

不同批号的试剂盒中的各组分，不可互换。

【储存条件及有效期】
试剂盒可在 2~25C 贮存，有效期为 18 个月。
阳性质控复溶后，在+2~8C 可保存 24 小时，在+25C 只保存 6 小时。
从铝膜袋中取出的试剂条马上使用完，因为湿气会损坏它们。复溶好的质控应马上使用。
生产日期，失效日期见标签。

【样本要求】
1. 样本的类型
样本是呼吸道样品。鼻拭，鼻咽拭或鼻吸液都可。
2. 样本的收集
收集鼻拭，鼻咽拭或鼻吸液后，样品应尽快检测。如需转运样本，以下转运基被证实不会影
响试剂盒的性能：Virocult 培养基和含加青霉素和庆大霉素 1%胎牛血清的杜尔贝科改良伊格尔
培养基（DMEM），这些转运样本在 2 天内测试完。
推荐使用尼龙植绒拭子进行鼻腔采集。
3. 收集鼻拭/鼻咽拭样本程序：
3.1. 上下颠倒盐液瓶数次，滴 6 滴盐溶液到测试管中（＝抽提管）
。
3.2. 上下慢慢颠倒抽提液瓶数次，滴 3 滴抽提缓冲液到同一试管中。完全混匀。
3.3. 把拭子放入抽提管中。先剧烈旋转约 10 秒，尽可能把标本从拭子中提取出来。
3.4. 然后在试管中放置 5 分钟，再次剧烈旋转在缓冲液中的拭子，最后沿壁挤压取出。
4. 收集鼻吸液程序：
4.1. 吸取 300μl 鼻腔洗液或鼻吸液到试管中（＝抽提管）
4.2. 上下慢慢颠倒抽提液瓶数次，滴 3 滴抽提缓冲液到同一试管中。
4.3. 充分混匀。
4.4. 放置 5 分钟。
两种方法可自由选择。如鼻吸液太少，可用拭子将标本转移到含 6 滴盐溶液和 3 滴抽提缓冲液
的抽提管中。然后进行测定程序。
【检验方法】
1. 测定步骤
1.1. 让铝膜袋达到室温，在撕口处撕开铝膜袋。不要接触试剂条下部的黄色浸渍区。在试纸条
上部区域可作标记。试纸条从袋中取出后尽快使用。
1.2. 将黄色浸渍区（试纸条的末端）浸入抽提管中，保持到液体进入结果区（约 10 秒）。从标
本溶液中取出试纸条，水平放置。
1.3. 在 10 分钟看结果。当结果区出现一条或两条蓝色线和黑色质控线时，可马上报告结果。如
果 10 分钟内，只出现黑色的质控线，是阴性结果。不要注意 10 分钟后才出现的任何线。
2. 质量控制程序（仅适用于货号为 32832）
质控可代替病人标本，进行质量控制。
2.1. 上下颠倒盐液瓶数次，滴 6 滴盐溶液到质控瓶中，复溶质控品 10 分钟。
2.2. 上下颠倒抽提液瓶数次，滴 3 滴抽提缓冲液到质控瓶中。完全混匀。放置 5 分钟。
2.3. 接下去步骤请按上述的“测定步骤”操作。试剂条直接浸入质控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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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判断值】
1. 实验操作正确
出现黑色的质控线，表明实验操作正确。
2. 甲型流感病毒阳性
如果，除了黑色质控线外，在结果区的下方出现 1 条蓝线，表明甲型流感病毒阳性。

3. 乙型流感病毒阳性
如果，除了黑色质控线外，在结果区的中部出现 1 条蓝线，表明乙型流感病毒阳性。
4. 甲和乙型流感病毒都阳性
如果，除了黑色质控线外，结果区出现 2 条蓝线，表明甲、乙型流感病毒都阳性。
5. 甲和乙型流感病毒都阴性
如果，除了黑色质控线外，结果区没有蓝色的线，表明甲、乙型流感病毒为阴性。
6. 实验无效
质控线没有出现，实验无效。

【检验方法的局限性】
此试剂盒只作体外诊断用。
此试剂盒只供专业人士使用。
【产品性能指标】
在抽提样本中，甲型流感病毒/New Caledonia/20/99(H1N1)最低的检测量浓度是 1.0×104
TCID50/ml，甲型流感病毒/Panama/2007 /99(H3N2)最低检测浓度为 1.0×104TCID50/ml，乙型
流感病毒/Yamanashi/166/98 最低检测浓度为 2.5×104 TCID50/ml，这些浓度的病毒都能显示弱
阳性结果。在抽提出的样本中，如甲型流感病毒/New Caledonia/20/99(H1N1)浓度高于 2.5×104
TCID50/ml，甲型流感病毒/Panama/2007/99(H3N2) 浓度高于 2.5×104 TCID50/ml以及乙型流感
病毒/Yamanashi/166/98 浓度高于 5.0×104 TCID50/ml，都能显示强阳性结果。此试剂盒被证明
能检测到禽类的甲型流感病毒亚型（H5N1，H5N3，H7N3，H9N2）。
经过验证，本试剂盒能检测到以下A型各亚型
甲型流感病毒/H1N1 流感病毒（2009 流行株）
甲型流感病毒/H3N2

甲型流感病毒/季节性甲型H1N1

经验证的干扰或交叉反应性能
1. 与普通的呼吸道病毒和肺炎支原体无交叉反应。
测试的病毒和细菌如下：
-- 艾柯病毒 类型 2，3，6，9，11，25，30（浓度≥10,000 TCID50/ml）
-- 腺病毒类型 1，2，3，4，5，6，7，10，18
-- 副流感病毒 类型 1，2，3
-- 柯萨奇病毒 类型 A9，B5，B6
-- 鼻病毒 类型 1A，2，13，15，37
-- 呼吸道合胞病毒(RSV) 类型 A，B
-- 细胞巨化病毒 AD169
-- 单纯疱疹病毒 类型 1，2
-- 肺炎支原体
2. 与普通的呼吸道细菌/和酵母菌无交叉反应。
测试的细菌/酵母菌如下：
-- 百日咳博德特氏菌
-- 脆弱拟杆菌
-- 淋病奈瑟菌
-- 脑膜炎奈瑟菌
-- 流感嗜血杆菌
-- 白念珠菌
-- 草绿色链球菌
-- 肺炎双球菌
--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杆菌
-- 化脓性链球菌
-- 无乳链球菌
-- C 族链球菌
-- G 族链球菌
-- 卡他莫拉菌
-- 粪肠球菌
-- 金黄色葡萄球菌 ATCC 25923
-- 表皮葡萄球菌
-- 克雷白氏肺炎
-- 假单胞铜绿菌
-- 大肠杆菌
-- 奇异变形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ATCC 29213
-- 金黄色葡萄球菌 ATCC 43300
3. 标本中含低于 2%的全血对测试无干扰。
4. 布洛芬片，Nasolin 滴鼻剂对测试无干扰。
【注意事项】
-- 样本采集或处理不当可能导致假阴性结果。

-- 该测试条仅对样本中的 A 型和 B 型流感病毒提供定性检测，需要检测某一指标的具体含量请

借助相关的专业仪器。
-- 阳性结果仅提示样本中 A 型和 B 型流感病毒抗原的存在，检测结果必须结合其它临床症状和
其他实验室检测指标，由医生作出诊断，本产品所测结果不得作为确诊或排除诊断的唯一依据。
-- 测试结果呈阴性但有临床症状存在，建议重复采样或使用其他检测方法进行确认。
-- 阴性结果并不能完全排除感染 A 型和 B 型流感病毒的可能性，可能样本中抗原浓度低于本法
的分析灵敏度所致。
-- 鼻吸液可能十分黏绸，这样的标本须小心吸出 300ul。十分黏性的的标本通常不容易被试剂条
吸收，故此类标本应用盐溶液 1：2 稀释，然后重新检测。
-- 如标本需如上稀释，或标本量太少需用拭子转移，那么从标本抽提出的病毒量可能比平常少，
有可能影响结果。结果可能显示弱阳性，甚至显示阴性。
-- 用滴瓶时，应确保滴瓶上、下完全混匀，已确保滴量大小。
-- 为了避免泡沫，不要激烈震荡抽提液。
-- 放置试剂条到标本中时须谨慎，试剂条的上部分须保持干燥。
-- 不要使用在使用前已变湿的试纸条，因为湿气会毁坏试纸条。
-- 如果您发现在使用前结果区有蓝色或黑色，请不要使用该试纸条。
-- 在浸渍时，小心地将试纸条放到正确位置（把浸渍区放入抽提的标本中），直到标本溢到结果
区。不要把试纸条留在标本中太长。如果吸收的量过小或过大，检测也将不准确。
-- 蓝色的阳性线条在结果区的下部和中部，黑色的质控线在上部分。出现质控线表明检测正确。
如果没有出现质控线条，检测失效，需要重作实验。
-- 如果实验结果不容易解释（比如：线有污点或不均匀）
，建议重作 1 次实验。
-- 阴性结果需在测试 10 分钟时报。
-- 结果区出现淡淡的蓝线和黑色质控线，表明阳性结果。
-- 所有的实验结果根据临床症状一起解释。
-- 按照当地的权威指导将标本当作有潜在危害性的物质一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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