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医学工程学杂志 2018年8月第35卷第4期

• 661 •

·综

述·

侧向层析技术标记物研究进展
靖静

综述 王志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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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侧向层析技术以其简单、快速、灵敏、经济等优势广泛应用于即时检验、现场检验以及家庭自检
中。合适的标记物的选择对整个实验的灵敏度起着重要作用。传统的标记物有胶体金、纳米硒以及纳米碳等，尤
以胶体金最为常用。近年来新型标记物的出现，如量子点、纳米酶等，使得侧向层析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实现了
从定性检测逐步向定量检测的转变。本文旨在介绍目前已有的侧向层析标记物，为侧向层析工作者筛选合适的
标记物提供一定的研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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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dvance of lateral flow assay lab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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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teral flow assay is widely used in the point-of-care testing on-site and in-home testing with the
advantage of being simple, rapid, sensitive and cost-effective. Proper labels are the key factors in lateral flow assay.
Traditional labels include colloidal gold, selenium nanoparticle, and carbon nanoparticle, among which the colloidal gold
is most commonly used. Lateral flow assay has been improved as a result of the discovery of new labels, such as quantum
dots and nanozyme recently. Meanwhile, transformation of qualitative detection to quantitative detection is gradually
realized. This article aims at introducing the most often used and the latest lateral flow assay labels, providing a basis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on screening proper labels for lateral flow assay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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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灵敏度高、重复生产性高、假阳性低等特性，

引言

除此之外还应具备制备成本经济的特点[7]。本文旨

侧向层析技术（lateral flow assay，LFA）近年来
发展迅速，在食品安全
[3]

[1]

、疾病诊断

[2]

、毒品检

[4]

测 、环境监测 等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侧向层
析试纸条与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实时荧光定量聚合
酶链式反应（real time-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在通过总结 LFA 的原理与其标记物的研究进展，分
析各类标记物的特点，希望能为以后侧向层析实验
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研究依据。

1 侧向层析试纸条的原理
侧向层析试纸条的核心部分如图 1 所示，主要

RT-PCR）等检测技术相比，具有简单、快速、不依

由支撑垫、样品垫、结合垫、反应垫和吸水垫五部

赖大型仪器设备、价格低廉等优势，被广泛应用于

分组成。标记物通过静电吸引、疏水作用、配位结

[5-6]

。随着现实

合等非共价键作用与蛋白/核酸结合，形成蛋白/核

需求的不断增加，侧向层析的标记物也在不断的探

酸—标记物复合体，将其固化在玻璃纤维膜上，形

索研究中。理想的标记物应该具备性能稳定、制备

成结合垫[8]。将样品加到试纸条的样品垫，液体基

即时检验、现场检验以及家庭自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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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尿液中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的含量。多年来，纳
米硒在侧向层析中的应用并不广泛，直到 2014 年，

样品垫

结合垫
图1

反应垫

支撑垫

吸水垫

侧向层析试纸条反应模板

Fig.1 Reaction template of lateral flow test strip

本团队[1]利用纳米硒研制出了三聚氰胺快速检测试
纸条，才将纳米硒重新带入到了侧向层析领域的研
究。目前，仅有雅培公司研制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纳米硒快速检测试纸条投入市场使用。纳米硒还
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可待人们挖掘，随着纳米技术以

质会层析到结合垫上，使固定于结合垫的蛋白/核

及免疫诊断技术的发展，相信纳米硒在该领域将会

酸—标记物复合体复溶，随着毛细管作用，蛋白/核

具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

酸—标记物复合体会跟液体基质一起经反应垫朝

2.1.3 纳米碳

吸水垫方向层析，当复合体层析到反应垫时，蛋白/

提取的 SB4 型碳纳米粒子首次作为标记物用于分

核酸会与检测带和控制带包被的蛋白/核酸发生反

析物的检测[13]。纳米碳制备简单、成本低廉，制成

应，最终根据检测线和质控线的反应情况对样本中

的胶体性能稳定，可以与蛋白、核酸、多肽等多种

[9]

有无目标物质做出初步判断 。

1993 年 Degussa AG 公司从烟尘中

探针结合，用于不同类型的样品检测。与胶体金和
纳米硒相比，黑色的纳米粒子与白色的硝酸纤维素

2 侧向层析标记物的种类

膜会形成更大的颜色反差，使得检测结果更易辨

根据纳米粒子的特性，可以大致将侧向层析标

别，提高了检测灵敏度[14]。但是，由于纳米碳在生

记物分为三类。一类为有色型的标记物，例如胶体

产过程中易产生污染以及标记时间较长等缺点，导

金、纳米硒、纳米碳等，可通过肉眼观察到显色情

致纳米碳的应用并不广泛。

况，直接辨别结果，通常用于定性或半定量检测；

2.1.4 金磁纳米颗粒

另一类为荧光性标记物，通过一些简单的机器捕捉

构成：具有磁学特性的核心以及由聚合物或贵金

荧光信号，实现对目标物质的定量分析；还有一些

属附着其表面构成 [15]。其中金磁纳米颗粒是 2001

其他类型的标记物，例如免疫磁珠（immunomag-

年由崔亚丽团队首次报道合成。通过 Fe 3 O 4 与

netic beads，IMB）、纳米酶等，通过捕捉试验过程

HAuCl4·4H2O 混匀，在羟胺作用下将吸附在 Fe3O4

中的磁信号或酶学活性，实现对目标物质的检测。

表面的 Au 3+ 还原为 Au，然后用盐酸清洗至 pH6-

2.1 有色型侧向层析标记物

7。金磁颗粒因其良好的光学、磁学以及生物学特

2.1.1 胶体金

性，在侧向层析中具有一定的应用。目前已有针对

胶体金是由氯金酸在还原剂的作用

金磁纳米颗粒通常由两部分

下，形成的一种具有表面双电层结构的纳米粒子。

C 反应蛋白以及心血管等疾病检测的金磁颗粒的报

胶体金制备简单、性能稳定，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

道[16-17]。但是金磁纳米粒子制备过程复杂、成本造

性，可以与蛋白质、核酸等通过非共价键结合；并

价高，导致其在侧向层析中的应用并不广泛。随着

且标记过程简单、方便、快速，使其在快速检测领

制备工艺的改善，金磁纳米颗粒以其独特的优势，

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应用

[10-11]

。虽然胶体金作

为 LFA 的标记物具有很多优点，但是对于低浓度样
品的检测，其灵敏度仍较低。尽管通过银增强和核
酸适配体等新方法提高了胶体金侧向层析实验的
灵敏度，但这些方法使整个 LFA 变得复杂，背离了
LFA 操作简便的初衷。另外，胶体金制备原料成本
相对较高，所以还需寻找新的价格低廉、灵敏度高
的标记物。
2.1.2 纳米硒

纳米硒是在一些大分子物质做稳定

剂的前提下，通过使用抗坏血酸等还原剂还原亚硒
酸，得到的橘黄色的纳米硒粒子。与胶体金相比，
纳米硒制备过程简单，制备原料经济易得，纳米粒
子性能更加稳定[12]。1990 年，Oskiowicz 等最先将

将会受到更多侧向层析研究者的青睐。

2.2 荧光性侧向层析标记物
有色型的胶体金、纳米硒、纳米碳等因其自身
特点限制，大多用于定性检测。即使通过改变标记
的探针，借助一些仪器设备逐渐有定量检测的报道
出现，但是其灵敏度仍旧较低，并且使整个试验变
得复杂，也增加了试验的成本，与侧向层析试纸条
使用简单、检测快速、价格低廉的优势相背离。因
此，荧光微球、量子点（quantum dots，QDs）、上转
发光（up-converting phosphor，UCP）等荧光性标记
物应运而生。
2.2.1 荧光微球 荧光微球是一类负载荧光物质的
球形纳米粒子，受外界能量刺激能激发出特定的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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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荧光微球的载体多为有机或聚合物材料，具有

IMB[32]、脂质体[33]以及新兴的纳米酶[34]等作为标记

稳定的形态结构以及高效的发光效率，作为一种新

物应用于 LFA 中。

的示踪标记物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侧向层析实验、流
式细胞术、高通量药物筛选等生物医学领域
Liu 等

[20]

[18-19]

。

IMB 是一种表面包裹某种化学基团的球形磁
性纳米微粒，稳定性好、灵敏度高，可以作为多元

以荧光微球为标记物研制出来的用于检测

检测的标记物[35]。Wang 等[36]用 300 nm 的 IMB 作

黄曲霉素 B1 的试纸条，灵敏度为 2.5 μg/mL，与高

为标记物，研究出的检测炭疽杆菌的侧向层析试纸

效液相色谱法的检测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Xie 等[21]

条最低检出限为 5 × 103 CFU/mL。脂质体是由磷脂

分别以荧光微球和胶体金为标记物制备检测大肠

分子组成的双亲性膜性微球，内含水相空间，可以

杆菌 O157：H7 的侧向层析试纸条，并对二者进行

封装和固定标记探针，例如酶、染料、荧光物质

比较。发现荧光微球用作标记物比胶体金具有更

等。Shukla 等 [ 3 3 ] 研制的检测沙门氏菌的侧向层

高的灵敏度和抗体结合率，其稳定性也优于胶体

析试纸条，最低检出限为 102 CFU/L，其灵敏度提高

金。荧光微球作为一种新兴的标记物，因其独特的

了 2～3 倍。然而，由于 IMB 和脂质体制备工艺复

优点，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目前已经有以荧光微

杂、成本较高，目前并没有广泛应用于侧向层析实

球为标记物的荧光定量快速检测试纸条在市场上

验中。

使用，随着检测方法的进步，荧光微球作为 LFA 标

纳米酶由阎锡蕴课题组发明合成，具有纳米尺

记物将会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

寸效应的同时具有酶学活性，在纳米科学以及生物

2.2.2 量子点

QDs 是一种由Ⅱ－Ⅵ族或Ⅲ－Ⅴ族

学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 [37] 。纳米酶埃博拉检测试

元素如 CdSe、ZnSe、InP、InAs 等组成的具有特殊

纸条的灵敏度可达 1 ng/mL，比胶体金埃博拉检测

电子性质与光学性质的半导体纳米粒子，在最近 10

试纸条高 100 倍，可达到 ELISA 的灵敏度，同时准

年中得到广泛的研究与应用

[22-23]

。QDs 可以和不

同的生物分子结合，例如蛋白、抗体、适配体、寡核
苷酸适配子等，然后形成一个兼具电化学特性和生
物学特性的结合物在 LFA 模板中进行检测 [24-25] 。
Bruno[26]把大肠杆菌寡核苷酸适配子与 QDs 结合，

确性比 ELISA 高 [34]。所以纳米酶在侧向层析中同
样具有良好的科研价值以及开发应用价值。

3 结论与展望
不论是应用在临床诊断、食品安全控制还是法

研究出的侧向层析试纸条灵敏度比同等条件下胶

医学鉴定中的技术，都应该满足现场生物检测的高

体金试纸条高出 10 倍之多。QDs 的这些独特优

通量性、高准确性、客观定量和操作简便的特性。

势，使其成为 LFA 的新宠，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现了

而 LFA 满足这些特性，是最适用于即时检验与现场

很多以 QDs 为标记物的产品，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检验的一种检测手段。目前，市场应用最广泛的就

QDs 在 LFA 上会有更多更广泛的应用。

是以胶体金作为标记物的试纸条，但是它只能实现

2.2.3 上转发光

20 世纪 70 年代，科学家们合成

简单的定性检测，不能实现定量检测，也不适用于

了一类反斯托克斯规则的发光材料——UCP，由稀

多元化检测。随着标记技术的发展，利用 QDs、

土元素掺杂某些晶体晶格构成。UCP 在红外光区

IMB、脂质体等新型标记物，可以发展多元化的定

（波长 > 780 nm）被激发，发射出不同波长的光，且

性、定量检测，提高了侧向层析试纸条的灵敏度，

发射光的波长短于激发波长

[27-28]

。UCP 作为荧光

使侧向层析试纸条在快速检测领域得到极大发

标记物，与传统的荧光标记物相比具有以下优势：

展。相信在不久的以后，不论是疾病的诊断还是食

① 独有的上转换发光现象，降低了实验中的背景

品安全的监测都可以像现在的早孕试纸条与血糖

干扰，灵敏度较高[29]；②UCP 由惰性材料合成，不

检测那样，进入家庭，实现疾病的自我监控与预防

易褪色，使 LFA 试纸条可以长期储存；③ 因其强

和食品安全的检测与监督，真正把预防与治疗结合

大的反斯托克斯位移效应，不同颜色的 UCP 粒子

起来，提高人们的生活健康质量。

可以被同一红外光激发，可用于同一样品的多元化
分析[30-31]。但是 UCP 颗粒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处理
才能作为稳定的标记物，制备复杂，市场上的成品
颗粒又价格高昂，成为制约 UCP 发展的主要因素。

2.3 其他侧向层析标记物
除 了 有 色 型 和 荧 光 性 LFA 标 记 物 外 ， 还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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