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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谱技术在生命科学及医学中的突破性应用
——雅培PLEX-ID高通量微生物筛查及鉴定质谱系统

一、概述

近些年来，质谱技术在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中逐渐

受到重视并发展迅速。由于质谱具有高效快速、灵敏度

高、准确性好、易于自动化操作等特点，相比传统的检

测方法而言具有更大的应用优势，因而被广泛应用在核

酸、小分子和大分子化合物分析、微生物检测、药物筛

选等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相关应用中。质谱相对于传统

分析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快速对复杂混合物做快速高通量

分析，因而能为更多检测项目提供参考方法，为细胞、

组织、生命体及其相互关系、代谢途径等方面研究，甚至

基础临床实验和疾病诊断提供更为准确精密的数据支持。

IBIS公司的生物鉴定质谱系统T5000是一台自动化脱

盐的高通量质谱鉴定系统，2009年被雅培公司（Abbott）

收购并整合升级为PLEX-ID (ComPLEX-IDentification) 高

通量微生物筛查及鉴定质谱系统，可提供从核酸样本的

抽提、PCR扩增、脱盐纯化、质谱分析、数据库比对给出

鉴定结果的全套设计方案，实现了对混合的、微量的未

知样本的快速鉴定。同一年，雅培凭借PLEX-ID技术，在

12家顶尖公司的创新技术评选中脱颖而出，获得第一财

经周刊的“炫技术”大奖。第一财经周刊在获奖理由中

表示：新型传染病频发，雅培的这项最新技术给人类带

来勇气和安全感。

二、独特优势

PLEX-ID系统是一台可对PCR产物进行自动脱盐纯

化、质谱分析、数据库比对给出鉴定结果的高通量鉴定

系统。雅培公司配合PLEX-ID系统的运行模式，也推出了

自动化核酸样本的抽提、PCR扩增、适合各类应用的即用

型检测试剂盒和相关试剂等一系列配套产品，为生命科

学、公共卫生、生物反恐及医学领域的研究和应用提供

极大的便利。Plex-ID系统作为突破型质谱系统，其独特

优势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灵敏度高：可检测低至20

拷贝/μl样品，不需增菌，确认已知病原菌种属、亚种、

基因分型，提示未知病原菌种属等；（2）检测快速：平

均45 秒/孔, 6-12 分钟/样本(8-16孔/样本)，6-8 小时/轮(样

本抽提起算)；（3）高通量：一轮可承载15 个96 孔板，

24 小时可检测至少300 个样本；（4）准确度高：对高同

源微生物设计多引物，多个PCR 确认一个微生物，提供

统计学置信评分；（5）广谱数据库：>750,000 条特异性

序列数据，涉及病毒、细菌和真菌；（6）质谱部分无格

外的气瓶需求，无激光维护需求；（7）自动化：提供整

套包括PCR、产物脱盐纯化、质谱、数据分析、数据库比

对、结果分析的优化流程；（8）兼容各种类型的临床样

本（如：血液、尿液、脑脊液、痰液、鼻粘膜物、液态组

织等）及非临床样本（如：食物、水、法医样本、生产质

检样本等）。

不同于普通生物检测的引物设计，PLEX-ID技术针

对样本序列可变区150bp扩增产物来设计引物，使得复杂

样本得以广泛的鉴别；不同于普通的多重PCR，PLEX-ID

技术在反应中加入不同化学修饰的dNTP，以保证深入细

微的区分样本差异；不同于普通的质谱，PLEX-ID技术无

需对复杂的质谱数据进行解读，系统已经内设将结果与庞

大的生物信息数据库进行比对，客户直接得到的是具有

统计学置信评分的结果；不同于小规模的生物信息分析，

PLEX-ID技术具有目前最广泛的生物信息数据库，涵盖了

目前几乎所有的细菌，真菌，致病性较强的病毒以及生物

专属基因等信息；不同于传统检测手段，PLEX-ID系统可

对于混合样本中1%含量组分也可精确判读其信息，系统

提供的一系列试剂盒检测产品可大大节省实验设计时间。

因此，PLEX-ID不仅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可以对大量未知

生物进行生物学鉴定的高通量生物监测平台，同时还能满

足快速的基因分型，耐药图谱描绘及高侵袭性微生物的毒

力分析等一系列高端研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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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突破性应用

1. 疾病的生物学研究领域

传说中潘多拉宝盒里飞出的瘟疫，使人类从此饱受

疾病的折磨。如何找到一种快速有效的疾病检测技术就成

为人类不断努力的目标。PLEX-ID高通量微生物筛查及鉴

定质谱系统，以其快速、准确、高通量的特点成为迅速诊

断疾病的新方法，在疾病的生物学研究领域中承担了对大

量未知生物进行生物学鉴定的任务。

说到疾病的生物学研究领域的应用，就不得不提

PLEX-ID系统的前身——T5000系统，它最早作为一款新

型的检测仪器，为流感病毒的快速确诊做了不少工作。自

1918年西班牙流感病毒大爆发以来，流感病毒就以其惊人

的传播速度、快速的变异率及较高的致死率而受到世界各

国的重视。但检测流感病毒一般采用的点滴试验技术，不

但无法查出病毒株，实验室还须先花上好几周培养病毒并

进行测试，相当费时费力，这样的检测效率也往往赶不上

疫情扩散的速度。值得欣慰的是，在1999年到2006年间，

T5000系统参与了656起病例的禽流感病毒株检测，可在短

短四个小时内就完成九十二种哺乳类动物及禽类流感分离

株的检出，找到三十种不同的H及N型病毒，包括二十九

种禽流感H5N1分离株，准确率高达97%。2009年，如同

风暴般席卷全球的甲型H1N1，最早也是由T5000检测出的

（图2）。T5000给出的具有统计学置信评分的结果，使不

同种的病毒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被更好的区分开，为感染者

争取到了更多的治疗时间。

除了对于病毒的研究，PLEX-ID系统在疾病的生物

学领域研究还围绕细菌、真菌等病原微生物的鉴定工作展

开。通常每种病原微生物都有可以与其它种间或种内病原

相互区别的基因组DNA或RNA序列，这样的序列被称之

为病原特异性序列。病原微生物又分为细菌、病毒和真

菌。PLEX-ID设计方案在获得细菌特异性序列时，主要针

对细菌的高可变区16s与23s设计特异性的引物。而病毒与

真菌不同的种属各具自己特有的高可变识别基因；在这些

高可变区段的边界，存在一些保守性的序列，PLEX-ID设

计方案通过对这些保守性的序列设计引物，即可扩增出高

可变性的区域。在获得了这些病原特异性序列后，即可在

PLEX-ID系统上进行检测。值得一提的是，PLEX-ID的检

测结果除了提供产物的碱基组成以外，还引入了Q Score的

概念，它是一个介于0-1的数值，表示检测到的结果可信

度高低，0为低可信度，1为高可信度。Q Score的评分基

于四个部分：包括所有PCR反应中无数据的部分，检测遗

漏的部分，多引物单产物概率比和多引物多产物概率比，

这样的统计学置信评分结果对于研究更具有参考价值。而

PLEX-ID系统这种基于数字化特征鉴定致病微生物的检测

方式，也可显著减小采集致病微生物的地区差异，更有效

追踪病毒的变异情况，为流行病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便

利。

可导致人类疾病的微生物高达1400 多种, 且每种微生

物又可能有数百种毒力、侵袭性或耐药性不同的毒株或基

因型。雅培公司目前推出了多种PLEX-ID疾病生物学研究

相关的即用型检测试剂盒，可满足多种病原微生物鉴定和

种间变异研究的需要（图3）。

试剂盒名称 试剂盒说明

PLEX-ID Broad Bacteria 快速进行细菌，革兰氏阴、阳性菌的广谱鉴
定

PLEX-ID Broad Bacteria Lo 快速进行样品中低含量细菌和革兰氏阴、阳
性菌的广谱鉴定

PLEX-ID Respiratory Virus 快速进行呼吸道病毒的广谱检测

PLEX-ID Broad Viral I 快速检测和鉴定多种标本中的多种病毒

PLEX-ID Flu Detection 快速鉴定分型人，禽类，动物和环境中的
A,B,C型流感病毒

PLEX-ID Cdiff 鉴定样品中的艰难梭状芽孢杆菌并对其毒力
进行检测

PLEX-ID MDR TB 快速鉴定结核杆菌及其耐药性

M R S A  T y p i n g  a n d 
Characterization

用于院内感染检测，鉴定耐甲氧西林金黄葡
萄球菌的毒性和耐药性

PLEX-ID BAC Dection
BCA（Bacteria, Antibiotic Resistance and 
Candida species），用于快速鉴定细菌，念珠
菌等病原微生物及其耐药性

PLEX-ID Group A Strep GT 快速高通量鉴定分型酿脓链球菌和相关的微
生物

PLEX-ID Acinetobacter GT 快速，高通量的鉴定不动杆菌，可以对鲍氏
不动杆菌快速鉴定分型。

P L E X - I D  Ve c t o r - B o r n e 
Organisms

检测并鉴定可能由虱子，蚊子以及其他带菌
节肢动物传染的广谱的微生物

PLEX-ID Mycoplasma 快速鉴定超过20种支原体

PLEX-ID MRSA 耐甲氧西林金黄葡萄球菌检测

图3 PLEX-ID生物学研究配套试剂盒

图1  PLEX-ID的独特优势

图2 2009年甲型H1N1流感病毒检测数据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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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共卫生和生物防恐

18世纪灭绝印第安人的天花毛毯、二战期间日本侵

华散布的鼠疫、2001年美国的炭疽事件、2010年美国沙门

氏菌疫情等等，这些事件都在提醒我们提高预防与反生物

恐怖主义以及应付其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能力对国家稳

定的重要性。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寻找灵敏度高、特异性

高、可重复、高通量的技术手段以快速准确应用在公共

卫生和生物防恐的检测。虽然PCR技术已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但标准的单条探针检测所获得的信息量毕竟有限，很

难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鉴定工作。而PLEX-ID技术的应用

使得从PCR 产物中获取更多有用信息成为可能。PLEX-ID

技术的高效多重PCR环节，可对微生物种群而非单一种类

进行扩增以获取数量众多的PCR 产物，然后在PLEX-ID系

统上实现多产物的同时分析，通过产物重量的精确称量获

得其碱基组成，得到分析结果和相关信息。尽管无法确定

碱基间的连接顺序, 但对于物种的特异性而言，碱基组成

与测序结果的价值是一样的。PLEX-ID技术的应用可为公

共卫生和生物防恐争取时间以获取更多的信息。美国的传

染病军方医药研究中心提供了这样一个应用PLEX-ID系统

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实例：2007年有50个人因食用骆驼肉而

出现呕吐、发烧和腹泻等症状，其中8人死亡， 开始通过

症状怀疑为炭疽病毒感染，但PCR结果显示炭疽病毒检测

为阴性。然后用PLEX-ID系统的前身——T5000系统比对

了病人血清和剩余的骆驼肉组织，检测结果是Y pestis（鼠

疫）感染。Real-time PCR技术随后也证实是Y pestis（鼠

疫）感染（图4）。

由于公共卫生和生物防恐所涉及的生物有毒有害物

质类型比较多样，检测目标包括细菌、病毒、立克次氏体

和生物毒素等，且生物恐怖具有危害性巨大，影响力强等

特点。因此如何快速有效地检出这些目标物质就成了这方

面应用所重要考虑的因素。雅培公司针对公共卫生和生物

防恐的目标检测物的特性推出了多款PLEX-ID即用型的试

剂盒，使微量样本即可满足快速检测的需要（见图5）。

试剂盒名称 试剂盒说明
P L E X - I D  B i o t h r e a t 
Detection

快速检测与生物恐怖袭击相关的17种微生物及
相近种属

PLEX-ID Food-Borne 
Bacteria 

检测食品中的沙门氏菌(Salmonella)，志贺氏
菌 (Shigella)，大肠杆菌(E. coli)和李斯特菌( 
Listeria)

PLEX-ID Flu Detection 快速鉴定分型人，禽类，动物和环境中的A,B,C
型流感病毒

PLEX-ID MDR TB 快速鉴定结核杆菌及其耐药性

PLEX-ID Salmonella ST 沙门氏菌(Salmonella)种属的检测

PLEX-ID Tick Borne 蜱传播的疾病检测，比如脑炎等

图5  PLEX-ID公共卫生和生物防恐配套试剂盒

3. 法医学领域

一直以来，雅培与美国的DHS（国土安全局）、FBI

（联邦调查局）、NIJ（国家司法局）、及其他人类及微

生物法医机构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由于法医学领域涉

及的检测内容比较多，且常常面临样本类型比较复杂、

高度降解样本和低拷贝DNA（<200pg）等检测难点的困

扰。雅培有针对性地开发了几款PLEX-ID即用型检测试剂

盒，可为法医学的不同检测项目服务。

首先是针对广泛地用于刑事案件调查、失踪人口查

询、亲缘关系确认等方面的亲子鉴定项目，法医界较为常

用的方法是线粒体DNA（mtDNA）检测和STR鉴定。对

于mtDNA检测，PLEX-ID技术针对mtDNA的高可变HV1 

（位点16024-16365) 和HV2区（位点73-340）设计了24对

引物，这些涵盖了mtDNA权威检测指标的引物序列已于

2009年发表在相关的期刊上。PLEX-ID应用的一个较大优

势在于混合样品的mtDNA检测，当采用传统测序方式检

测混合样品时混杂的四色峰图很难区分样品碱基的组成

（图6A），但PLEX-ID系统能很好地分析混合样品的组成

情况并对单个碱基的差异都能加以准确区分（图6B）。

对于STR鉴定，PLEX-ID技术针对人染色体上13个CODIS 

(Combined DNA Index System)核心STR 的7-16个短串联重

复序列设计了18对引物，因为引物的高度重叠以及精确的

碱基组成分析更可实现SNP分析，使得重复序列上单个碱

图4  2007年Y pestis（鼠疫）感染检测数据展示

图6 同一混合样品mtDNA的测序结果(A)和PLEX-ID(B)结果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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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的差异都能很好地加以区分（图7）。另外，PLEX-ID

用于亲子鉴定的优势还体现在在于可节省大量时间和人力

成本的自动化步骤上，与传统费时的测序方式相比，总体

时间可节省70-80%。目前PLEX-ID试剂盒，除mtDNA试

剂盒已经问世以外，其他类型试剂盒将于今年陆续推出市

场（图8）。

试剂盒名称 试剂盒说明
PLEX-ID mtDNA 人类线粒体分型

PLEX-ID STR 人类STR指纹鉴定

PLEX-ID Y-STR 人类Y-STR指纹鉴定

PLEX-ID SNP 人类SNP指纹鉴定

图8  PLEX-ID亲子鉴定配套试剂盒

其次是微生物法医学相关检测，包括检测天花、鼠

疫和炭疽等生物武器，查找沙门氏菌、艾滋病毒等感染性

细菌和病毒的生物犯罪证据、通过人体身上的微生物判断

是否接触过某物或在某处停留，以及特殊环境证据如水和

土壤的分析等。这些复杂样品的鉴定都可以采用PLEX-ID

生物学研究配套试剂盒和公共卫生和生物防恐配套试剂盒

进行相关的快速检测。

结语：

研究人员一直在寻找灵敏度好、特异性高、可重

复、高通量的技术手段以快速准确检测并鉴定病原微生

物。与此同时，适用于个体、广泛的公共卫生利益和生物

防御体系的理想检测技术也应该具有普遍适应的病原鉴定

能力，定量鉴定能力，检测新出现的或以前未曾定性的病

原微生物并确定与其最近种属关系的能力，协助疾病暴发

调查与分析的能力，协助通过中心数据库的数据比较分析

的能力。另外，该项技术还应该具备快速、高通量的基因

分型能力，能满足基因研究、耐药图谱描绘等高端研究。

而之前人们通常采用的包括生化检测法在内的多种检测方

法，检测的病原范围有限，且由于需要增菌步骤，不仅耗

时，而且使得许多无法有效增菌的病原难以获得检测；新

一代测序方法成本太高，不可能做为一种常规的未知病原

检测方法，且序列测定的周期也比较长，从样本制备到数

据确认至少要一周的时间，也不太适合混合样品的鉴定，

这对于大规模爆发的病原危机来说，将错过最好的控制时

间。雅培公司出品的PLEX-ID高通量微生物筛查及鉴定质

谱系统可以实现在一天的时间内完成对多达300个样本的

图7 毛细管电泳和PLEX-ID检测同一样品STR产物的结果对比图

检测；可同时鉴定待检样本中的细菌、病毒、真菌，参与

基因分型等多项工作，已经成为多个国家医疗、卫生、反

恐、法医、制药等多个领域研究的最佳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