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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感與 SARS 病毒分子生物學快速檢驗方法之研究開發 

前言 

流感為全球性散播力最強的呼吸道傳染病之一，其中以 A 型及 B 型流

感最常在冬季爆發大規模流行，A 型流感的次分型主要依據病毒表面抗原血

球凝集素（hemagglutinin，H）以及神經胺酸酶（neuraminidase，N）加以

區分，近年來以 H1N1 以及 H3N2 兩種型別最常被分離出，B 型流感在 H 及

N 的變化不夠明顯到可以進行次分型，但全球包括台灣地區近幾年的 B 型流

感可以大略區分為 Yamagata lineage 以及 Victoria lineage 兩大類。而今年

造成全球一度緊張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為一種新興的病毒性呼吸道疾病，在 2002 年底首度在

中國大陸廣東被發現，短短約半年時間造成全球超過 8,000 個病例，其病原

體經全球各地實驗室共同努力之下，證實為一種變種之冠狀病毒

（SARS-associated coronavirus，SARS-CoV）。流感與 SARS 均為呼吸道

傳染病，感染流感的症狀包括高燒超過 38.5℃、咳嗽、喉嚨痛、頭痛、肌肉

酸痛及流鼻水等，抵抗力較差的老人或孩童常併發如肺炎等重症。而感染

SARS 的症狀除發燒超過 38℃、頭痛、咳嗽、呼吸急促、肌肉酸痛等症狀外，

若從肺部 X 光片觀察可發現肺部有浸潤現象，初期的臨床症狀而言，流感與

SARS 二者很難清楚的加以區分。 

傳統流感之檢驗方法主要為細胞培養(1)，然而以此種方法來檢驗有幾項

缺點，首先由於流感病毒培養需要 7-10 天，檢驗時程必須被拖得很長。其

次病毒的培養成功與否除了取決於細胞的生長情況外，檢體採檢的時間以及

運送保存的過程，都有非常大的影響。而病毒培養之後的鑑定最常使用的是

免疫螢光法（ immunofluorescence assay）以及ELISA（enzyme lin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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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unosorbant assay），又有敏感度較低的問題。而SARS-CoV病毒可以細

胞培養方式分離出，但也有檢驗時效性的問題，而依據目前研究指出SARS

患者抗體產生時間約需要一個月的時間(2)，故血清學檢驗只能做最後的確

認，無法在防疫工作上做為第一時間的診斷參考。 

為因應今冬流感流行期間能夠快速區分出患者感染病原為 SARS 或流

感病毒，本局研究檢驗組呼吸道病毒實驗室經不斷的努力與試驗，順利研發

出能同時檢驗出 SARS 及流感病毒之 multiplex real-time PCR 系統，藉助於

Real-time PCR 的快速及專一性的引子對（primer）及探針（probe），能於

檢體送達實驗室後 2 小時內完成包括檢體的處理、RNA 的萃取、以及 PCR

反應等過程，迅速在同一時間將檢體檢驗出是否為 A、B 型流感或是 SARS

病毒。 

材料與方法 

檢體來源 
檢體來源包括本局長期合作之定點醫師診所採檢之檢體、全國各醫學中

心或教學醫院門診及住院病患，凡症狀符合流感或 SARS 病例定義，包括持

續發燒超過 38℃、具有上呼吸道病徵如咳嗽、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難、肺部 X
光有浸潤現象或病變、或肌肉酸痛等，在發病日起 3 到 5 日內，採取咽喉拭

子（throat swab）、鼻腔清洗液或者是肺部深層沖洗液等，以 4℃低溫運送至

本局研究檢驗組呼吸道病毒實驗室進行檢驗。 
病毒核酸萃取 

將咽喉拭子檢體以震盪(vortex)方式將病毒粒子震落至傳送培養基中，

以MagNa LC Pure儀器及MagNA Pure LC total nucleic acid isolation kit 試
劑組（Roche Diagnostics Corporation）進行核酸之萃取。在無菌操作台內

將 200µL 臨床檢體加入 µL 之 lysis buffer，加入儀器所附之 32 孔試劑槽內，



第 20 卷第 4 期                                                  疫情報導 203 

之後關閉儀器玻璃罩，由電腦程式控制儀器操作進行試驗。最後 RNA 將被

elute 於 50µL 試劑組所附之 elution buffer 中，而以下所有的試驗均取 5µL 
RNA 作為 template 進行 real time RT-PCR 試驗。 
Multiplex real time RT-PCR 

試驗所使用的primer以及probe序列參考並選擇已經發表的研究參考文

獻。其中Influenza A的部分參考Spackman E, et al.等人的研究(3)，Influenza 
B的序列則參考Amy BS, et al. 等人的設計(4)，而SARS的序列則參考Drosten 
C, et al.等人的研究。至於本研究所使用之探針(probe)所標記之螢光物質則

為本局呼吸道病毒實驗室與德國TIB公司實驗室共同研發設計。其中

Influenza A選擇的probe為TaqMan probe， Influenza B及SARS則選擇

hybridization probe，Influenza B標記LC705，而SARS則選擇標記LC640。
Real time RT-PCR是以Invitrogen廠牌之SuperScriptTM One-step RT-PCR 
with Platnum Taq ( Cat. No.: 10928-042) 進行試驗，反應總體積為 20µL，
primer濃度為 200 nM，probe濃度為 100 nM，Mg離子濃度為 3 mM。real time 
RT-PCR試驗的反應條件為：(1)RT：45℃，15 分鐘。(2)Denature：95℃，

3 分鐘。(3)Amplification：95℃，0 秒；60℃，10 秒；72℃，13 秒，進行

45 個反應循環。(4)Cooling：40℃，3 分鐘。 
流感病毒的培養與分離 

將由含有病毒粒子之病毒液 200µL 與 1ml 病毒培養用細胞培養基（不

含胎牛血清）充分混合，經 0.45µm 過濾膜過濾後，取 100µL 檢體接種至

MDCK 細胞株，培養 3-10 天後以 3000 rpm 離心 15 分鐘以收取病毒液，並

將離心沉澱之疑似感染細胞加入 1mL PBS 混合均勻後，滴入 21 孔玻片。玻

片經 Acetone 固定後，以美國 CDC 建議之 Chemicon 廠牌之 Influenza A
及 Influenza B 之單株抗體（monoclonal antibody）進行間接免疫螢光染色

法（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assay，IFA）染色，並以螢光顯微鏡進行

鏡檢，當細胞出現蘋果綠( apple green) 螢光則判定為流感病毒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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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感快速檢驗試劑測試 
以日本生研公司( Denka Seiken Co., LTD.) 所研發之 Influ A．B-Quick 

“SEIKEN”試劑組進行流感病毒快速篩檢，操作過程是依循試劑組內所附的檢

驗操作步驟來進行。取含有病毒粒子之病毒液 200µL 加入試劑組所附之檢體

緩衝液中，混合均勻後用內附的濾膜蓋過濾。於檢測盤之 A 與 B 檢測孔中，

分別滴入 5 滴檢體液，待檢體液完全被吸附後，再分別於 A 檢測孔加入 5 滴

Influenza A 抗體，而在 B 檢測孔加入 5 滴 Influenza B 之抗體。待抗體完全

被吸附後再加入 5 滴清洗液，最後加入 5 滴呈色液，靜置 5-10 分鐘後進行

結果判讀。 

結  果 

以細胞繼代培養出來的A型及B型流感病毒株以及病毒量較高(1x107 

copies/20μL)之SARS病患咽喉拭子檢體，萃取RNA之後以Roche公司之

Light Cycler進行multiplex real-time RT-PCR試驗，結果如圖一所示。當把檢

視視窗切換至F1 channel，則可以看到以TaqMan作為探針之Influenza A 

positive螢光訊號，若將檢視視窗調至F2 channel，則可看見標記LC640 之

SARS positive之螢光訊號，而同樣的若將視窗切換至F3 channel，便可以看

見標記LC705 之Influenza B positive螢光訊號。 

為測試試驗之敏感度（Sensitivity），分別將核酸引子對所複製之基因片

段選殖至載體中，作為標準樣品（standard） 。將已定量之standard DNA

做 10 倍序列稀釋（10 X serial dilution）後，進行multiplex real-time RT-PCR

試驗以建立各病毒之標準曲線圖，結果如圖二所示（以Influenza A為例），將

standard DNA從 105至 100做序列稀釋，即使檢體在 5µL（template）內僅

含有 1 個copy時，仍可被儀器偵測得到，顯示此實驗設計在靈敏度上，可偵

測至非常低濃度之檢體，應可實際應用於檢測未經培養之臨床咽喉拭子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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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大幅縮短傳統檢驗流感病毒所需耗費之時間。 

而針對各醫院發燒篩檢站對發燒超過 38℃之病患所採檢之咽喉拭子檢

體，分別進行 multiplex real time RT-PCR 試驗、細胞培養以及流感病毒快

速檢驗試劑檢測，結果如表一所示。SARS 之檢驗部分經以美國 CDC 所設

計另一組檢測 SARS 病毒之 primer 以及 probe 進行雙重確認（核酸及探針

之序列因為美國 CDC 之研究成果尚未發表，故不詳載），與 multiplex 

real-time RT-PCR 結果相同，均未檢出 SARS 陽性病例。而在 134 支受測

檢體中，以 multiplex real-time RT-PCR 檢驗出流感陽性（包括 A 型以及 B

型流感）檢體共 10 支，而以 MDCK 細胞進行病毒培養，之後以間接螢光免

疫法鑑定，結果共檢出 9 支流感病毒陽性。而以流感快速檢驗試劑組 Influ A．

B-Quick “SEIKEN”檢測，則檢驗出 6 支陽性。顯示 real time RT-PCR 之檢

驗靈敏度相當高，足可與病毒培養之結果相互比較之，而快速檢驗試劑組因

敏感度較低，就只能做為初步篩檢的參考。 

討  論 

目前 Roche 公司之 Light Cycler 儀器設有 3 個不同的偵測 channel，所

以在本研究的實驗設計上，是將待測的病原體以儀器上的 3 個 channel 來進

行判讀，其中由 F1 channel 偵測 A 型流感病毒，由 F2 channel 偵測 SARS

病毒，而由 F3 channel 偵測 B 型流感病毒之螢光訊號。依照目前的實驗設

計，可在從檢體核酸抽出後不到 50 分鐘即可得知患者是否感染流感或

SARS，將秋冬之際對病人危害最大的兩種病原體同步進行檢驗。本項實驗

設計的主要缺失是無法加入 Internal control 反應，雖無法檢測每個單一反應

是否運作良好，但實驗中之陽性對照樣本（positive control）仍可顯示 PCR

反應檢驗試劑（cocktail）之調配是否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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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3 種病毒被偵測之目標基因片段選殖至載體中，經定量後將標準樣品

（standard DNA）以 10 倍序列稀釋後，建立標準曲線圖。結果發現 3 種病

毒之偵測靈敏度均可測到在反應總體積 20μL 內 1-10 個 copy 之低濃度，且

大約每 10 倍的病毒量，Ct 值約差 3.3 左右，r 值則可達-1.00。顯示反應中

雖然放進了多達 11 條 primer 以及 probe，但核酸引子及探針對目標基因序

列的專一性很高，故在病原偵測上不會造成干擾。 

由於流感具有易變的特性，尤其是A型流感，在H基因型目前可分為 15

種，而N基因型目前分為 9 種，而各次型別間之血清型也常發生變異

（antigenic drift），故在核酸引子序列及探針的設計上，必須選擇具高保守性

的基因片段。在本實驗設計中Influenza A是選取matrix gene (M)(3)，而

influenza B則是選擇nucleoprotein (NP)等高保守性基因片段(4)，至於SARS

則選擇polymerase gene之基因片段(2)，使其在實驗進行的過程中，不會因為

型別的差異而有檢驗之漏失。 

而將 multiplex real time RT-PCR 與細胞培養法以及快速檢驗試劑進行

比較，由於台灣每年約在 12 月到隔年 3 月為流感高峰季節，實驗進行期間

流感病毒的分離率仍低，僅約 7.5%左右。其中 B 型流感僅分離到一株，3

種方法均有檢測出；而有 3 支快速檢驗試劑無法檢測出的 A 型流感，有 2 株

經細胞培養後以免疫螢光法檢驗為陽性。就流感檢驗所得初步結果顯示，

multiplex real time RT-PCR 檢驗所需花費的檢驗時間較快速檢驗試劑多不

到一個小時，但是 sensitivity 較快速檢驗試劑高出許多，而成本也比快速檢

驗試劑為低，故未來在落實流感快速檢驗上，multiplex real time RT-PCR 值

得考慮作為篩檢方法之主力。 

結  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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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流感與 SARS 感染初期的臨床症狀非常相似，如何在流感流行季時期可

以準確分辨 SARS 及流感病毒，已經變成今年冬季最高的作戰指導原則。疾

病管制局已為因應今年冬季流感季節的 SARS 預防課題擬定積極的作戰計

畫，除了在疫情防治上擬定發燒篩檢流程，管制發燒病患的就醫程序外，在

實驗室的檢測方面則積極研發更靈敏、快速以及檢驗準確率更高的 multiplex 
real time RT-PCR 檢驗方法，並推廣至全國 12 家病毒性合約實驗室，以期

能在病患發病的最初期，便能快速鑑定出致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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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局長室 

參考文獻 

1.Harmon, MW. Influenza viruses. In: Lennette, E.H. (Ed.), Laboratory Diagnosis 
of Viral Infections, 2nd ed. Marcel Dekker, New York, pp. 515-534. 

2.Peiris JSM, CM Chu, VCC Cheng, et al. Clinical progression and viral load in a 
community outbreak of coronavirus-associated SARS pneumonia: a prospective 
study. Lancet 2003; 361: 1767-72. 

3.Spackman E, Senne DA, Myers TJ, et al. Development of a real-time reverse 
transcriptase PCR assay for type A influenza virus and the avian H5 and H7 
hemagglutinin subtypes. J Clin Microbiol. 2002; 40(9): 3256-60. 

4.Amy BS, Valerie M, Rachael M, et al. Rapid detection of influenza A and B 
viruses in clinical specimens by Light Cycler real time PT-PCR. J Clin Virol 
2003; 51-58. 

5.Drosten C, Gunther S, Preiser W,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a novel coronavirus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N Eng J Med 
2003;348:1967-76. 

6.Poddar, SK. Detection of type and subtypes of influenza virus by hybrid 
formation of FRET probe with amplified target DNA and melting temperature 



208 疫情報導                                             民國 93 年 4 月 25 日 

analysis. J. Virol. Methods 108: 157-163. 
 

 

 

 

 

圖一、以 Light Cycler 儀器進行 A、B 型流感及 SARS multiplex real time 

RT-PCR 檢驗結果 

 
 
 
 
 
 
 
 
 
 
 
 
其中圖(a)為檢視畫面切換至 F1 channel，可見 Influenza A positive
曲線。圖(b) 為檢視畫面切換至 F3 channel，可見 Influenza B positive
曲線。而圖(c) 為檢視畫面切換至 F2 channel，可見 SARS positive
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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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利用 multiplex real time RT-PCR 試驗建立 A 型流感標準曲線圖 
 
 
 
 
 
 
 
 
 
 
 
 
 
 
 

 
表一、以 multiplex real time RT-PCR 試驗、細胞培養以及流感快速檢驗試

劑檢驗發燒篩檢檢體所得結果表 

 Real time RT-PCR Cell culture Rapid test 

Positive (%) 10 (7.5) 9 (6.7) 6 (4.5) 

Negative (%) 124 (92.5) 125 (93.3) 128 (95.5) 

Total 134 13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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