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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叶酸属于人体所需的一种重要维生素，对于骨髓幼细胞具有促熟的效果，并且可以对人体的细胞生长（分裂）
、
微生物增殖及蛋白质合成等产生作用，孕妇孕期多摄入叶酸，可对新生儿唇裂、神经管畸形等新生儿出生缺
陷发生风险进行有效控制，若人体中含有的该种维生素量少，会诱发人们患有白细胞减少症、冠状动脉粥样
硬化性心脏病、巨红细胞性贫血、抑郁症等疾病。随着检查仪器、设备及试剂的不断研发，叶酸的检查方法
越来越多，且准确性越来越高。对目前叶酸的检查方法及相关仪器设备作一简要综述，以期为临床提供一定
的参考。
关 键 词： 叶酸
检查方法
仪器设备
DOI:10.15971/j.cnki.cmdi.2019.15.021

进展

现阶段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适用于叶酸含量检测
[1,2]

中放入叶酸，而后可对生成的紫外吸收峰值（最大）进行测

。从而依托技术可以对人们的群体性叶

定。例如可以采用茚三酮衍生法，应用时的作用原理为检测

酸情况进行检测，指导临床医师做好基于叶酸的疾病预防与

人员对于叶酸使用盐酸、锌粉进行处理，待还原为 2,4,5- 三

控制、叶酸日均摄入量设计等工作，确保叶酸的生物学作用

氨基 -6- 羟基嘧啶之后，该还原物便会和茚三酮作用，最后检

的方法愈来愈多

。基于此，本文研究期间选择叶

验人员可以对两者的产物 - 紫色络合物进行吸收峰检测，一

酸检测工作为研究对象，对于目前研究人员针对叶酸检测工

般情况下波长在 555nm 位置处进行络合物吸收峰检测，可获

作提出的一些检测方法及使用的仪器设备等内容进行了总

得检定最大值，该法主要应用于药剂叶酸检测中 [9]。

结分析，以此为后续更多医院临床医师合理利用叶酸检测方

1.3 同位素放射免疫法

可以最大化的发挥出来

[3,4]

该检测法可以对多谷氨酸叶酸进行检测，叶酸检出结果

法开展叶酸检测工作提供指导。

1.

精准，但是在单谷氨酸叶酸检测中的效果一般，现阶段基于
该种检测方法原理研制成功的叶酸放射免疫试剂盒在临床

叶酸检测方法分析

叶酸检验工作中有着较为广泛且良好的应用，实际使用时具

1.1 微生物检测法

有用时短、检查结果准确、操作简单等优势，所以可以在临

该种检测方法为临床常用方法，应用期间需要借助于啤
酒小球菌属、干酪样乳酸杆菌等微生物，来对人体内的叶酸
进行感知检测，其中干酪样乳酸菌应用于检测工作中有着较
[5-7]

床实验室叶酸检测工作中多进行应用与推广。
1.4 色谱法
此法也为临床应用率较高的一种叶酸检测法，主要对受

。以往使用微

检者血清、红细胞含有的叶酸量做出检测，有着非常高的检

生物学检测法开展叶酸检测工作期间，多会选择试管法来进

查灵敏度、特异度，具体检查操作时的检测方法为柱前、柱

行操作，但是由于该检测工作方法的操作步骤较为繁杂，后

后两种，作用于蔬果、保健品等检测物的叶酸检测工作中能

续经过科研人员的研究，提出使用酶标仪法完成基于微生物

够获得准确的检测结果 [10,11]。现阶段色谱法在国外的叶酸检

学检测法的叶酸检测工作 [8]。

测中有着非常高的利用率，一般在使用时主要进行固相萃取

1.2 比色法

操作，而后再对生成物采用紫外检测器进行检验，多对低质

宽的反应谱带，
对于叶酸的检测敏感度较高

该种检测方法应用期间检测人员需要在氢氧化钠溶液
收稿日期： 2019-03-19
.

48

中国医疗器械信息 | China Medical Device Information

量分数物质作以检查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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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管理

Equipment Management

作，如简化核对患者消耗出库单、自动化核对收费等流程，

功能，有利于医院科室与临工部之间的信息沟通，可实现精

为临工部人员减少机械重复的工作量。④引入 FRID 射频识

准医用耗材追踪 [6]。

别系统，它能随时监测并记录耗材情况，具有全流程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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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检查仪器设备

高，参考临床多名学者撰写的习惯性流产与叶酸代谢之间的
相关性研究的文章，可知该种妊娠情况的发生与孕妇叶酸

目前医院检验科进行叶酸检测工作时，多会使用到智能

缺乏存在关联，使用聚合酶链反应 - 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技

红细胞叶酸检测仪，待医师采集受检者血液后，可从红细胞

术作以检查后，可得出习惯性流产的发生危险因素之一为

中检测叶酸含量，该设备使用期间常使用的方法为磁微粒化

MTHFR C677T 基因 [15]。孕妇怀孕后体内缺乏叶酸，便会对

学发光法，辅以相配套的检测试剂，便可得出结果，该种维

基因造成不良影响，发生变异后会诱发孕妇的习惯性流产，

生素检测过程中的指标范围控制在 0.4ng/mL 以上、不超过

所以临床进行孕妇习惯性流产预防干预时需要对叶酸补充

30ng/mL

工作多进行重视。

[14]

；同时还可以利用生物传感器（基于等离子体共

振技术研制而成）
，依托等离子共振仪联合竞争抑制法可对
检测对象的叶酸含量作以检测，而后检测物会与仪器传感芯
片发生作用，待生成信号后，便会传输至仪器中，方便检验
科医师直接快速、准确地把握需要检出的叶酸含量值。

3.

4.

小结

目前叶酸检测期间，可选择的工作方法类型较多，不同
方法的使用条件与检测效果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所以需要临

叶酸缺乏诱发的疾病分析

首先流产（习惯性）
，此种妊娠不良结局的发生风险

床检验科医师可以全面掌握相关的叶酸检测方法，从而在开
展人体叶酸的临床检查时可以科学、合理的选择相应方法进
行叶酸检测工作，有效提升叶酸检测敏感度、精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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