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关于核酸检测假阴性

率过高的话题，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有报道

称，以荧光定量 RT-PCR 作为检测手段的新冠病

毒检测的阳性率目前仅有 30%—50%，导致奇高的

假阴性率。

导致假阴性率发生的原因很多。2月 22日，南

京大学模式动物研究所发育生物学与遗传学教授

赵庆顺接受科技日报记者独家采访时指出，依据有

关机构发布的指南，核酸检测前需将采集到的样品

进行 56℃灭活，这极有可能使新冠病毒核酸被降

解，从而导致不能被正常检出，最终提高了假阴性

率。该研究成果《病毒核酸提取前的高温灭活过程

显著降低可检出病毒核酸模板量》，已在中国科学

院科技论文平台预发布。

56℃灭活可能导致病毒
核酸被降解

2019 新型冠状病毒的遗传物质是单链 RNA。

因此，科研人员的目标是在患者身上找到新冠病毒

的 RNA。这也是临床诊断金标准。

目前，临床检测主要采用荧光定量 RT-PCR

试剂盒检测。该方法是将标本中的特定 RNA 序

列逆转录后进行扩增，经过 30次以上扩增后，病毒

基因片段达到一定数量即可进行可视检测。

“理论上，哪怕模板只有 1个病毒，就有可能被

检测出来。”赵庆顺说，科研实践中，在模板（病毒）

量大于 100个的情况下，扩增结果就会非常稳定。

但是，赵庆顺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教学视频，不

禁心生疑虑。该视频由北京协和医院和北京市卫

健委联合制作。视频 3分 08秒至 3分 40秒显示：在

制备核酸模板前，需将采集到的样品在 56℃条件

下进行 30分钟病毒灭活。

记 者 在 中 华 医 学 会 检 验 医 学 分 会 发 布 的

《2019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临床实验室检测的生物

安全防护指南（试行第一版）》中也看到：核酸扩

增前，可以对标本先行消毒。包括 56℃孵育 30 分

钟，加蛋白酶 K。

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发布的《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病毒核酸检测专家共识》中，明确指出需将

样品 56℃孵育至少 45分钟或更高温度进行灭活。

记者通过采访确认，绝大多数检验医师均按照

上述规范，进行 56℃条件下时间不等的病毒灭活，

然后才制备核酸模板。

这样做带来的问题是，病毒 RNA 极易被核糖

核酸酶降解，因为这种酶在 60℃时活性最高。核

糖核酸酶来自两方面，一是样本细胞内，二是采集、

保存、运输过程中的外来污染物。

进行灭活处理是出于生
物安全的考虑
“进行灭活处理是出于生物安全的考虑，保护

从事检测的工作人员不被病毒感染。”赵庆顺说。

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国家卫健委发布的相

关文件中，明确要求对标本进行灭活处理。

北京协和医院制作的教学视频以及中华医学

会检验医学分会发布的《防护指南》和《专家共识》，

依据正是来自国家卫健委相关文件，包括《新型冠

状病毒实验室生物安全指南（第二版）》《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实验室检测技术指南（第三版）》等。

但是，记者查询了国家卫健委相关文件，其对

于病毒灭活的具体方法并未做出明确规定，只是笼

统地要求：感染性材料或活病毒在采用可靠的方法

灭活后进行的核酸检测。

赵庆顺进一步查阅了美国疾控中心、香港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以及华大基因发布的核酸检测说明，

也未发现 56℃灭活这一步骤。

病毒核酸降解对检测结
果影响究竟有多大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同人士对这个问题的回

答泾渭分明：

来自疾控部门、中国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相

关医院检验医师的看法是，不会对检测结果有太大

的影响。而赵庆顺等专家认为，核酸提取前对人体

样品进行高温杀毒处理，可能是导致新冠病毒核酸

检出假阴性率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赵庆顺以猪流行性腹泻病毒（一种冠状病毒，

来自活疫苗）为模型开展了高温灭活对病毒可检出

量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保存在普通等渗溶液

（Hank’s 液）中的样品经 56℃孵育 30 分钟，导致样

品中可检出的冠状病毒模板减少一半，如果以

92℃孵育 5 分钟，则可检出的冠状病毒模板损失

96%以上。

“理论上，不排除新冠病毒的目标 RNA 片段

在 56℃以上高温灭活中不易被降解的可能。”赵

庆顺坦言，“但我宁愿自己的判断是错的，也不希

望因为某个细节考虑不周而导致检测结果出现

假阴性。”

另外，不同品牌的样品保存液，也会对检测

结果产生较大影响。赵庆顺在实验中发现，在

56℃ 30 分 钟 条 件 下 ，采 用 南 京 诺 唯 赞 研 发 的

R503 保存液存放猪流行性腹泻病毒样品时，病

毒核酸的可检出量是对照组（Hank’s 液）检出量

的 3 倍；而如果是 92℃5 分钟灭活，则检出量是对

照组的 42 倍。

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主任委员王成彬教

授在撰文回应核酸检测假阴性率较高现象时也指

出，不同提取试剂对最后提取到的核酸数量和质量

可能存在差别，从而直接影响检测结果。他建议，

对于某些高度疑似病例，或检测结果难以确定的病

例，建议用 2种以上试剂进行检测、验证。

“假阴性意味着漏检，不仅会导致临床中对疑

似患者不能快速确诊，而且会使漏检者成为潜在的

病毒传染源。”赵庆顺为此提出建议，一是尽量使用

无核糖核酸酶污染的样本采集管，二是将标本放置

在可保护病毒核酸免受高温灭活损坏的样品保存

液中，从而确保样品 RNA 从保存、运输到高温灭

活等得到全程保护，尽最大可能保证用于临床检测

的核酸质量，减少病毒核酸可检出模板在核酸提取

前的人为损坏。

新冠肺炎核酸检测假阴性率为何这么高
专家称病毒核酸被降解导致不能正常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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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 晔

“防火防盗防同事”，这两天，上海医疗救治专家

组组长张文宏医生的金句广为流传，各行各业加紧复

工，为了控制新冠病毒的蔓延，他给出这样的复工三大

注意事项：上班一定要佩戴口罩；公共场所不管是工作

还是吃饭，都最好保持至少1米以上的距离；办公区域

和物品多消毒，这些都是自我保护的安全措施。

“最近一到两个月，把同事防住了，我想一切都

防住了！”风趣又讲明道理，张文宏医生谈笑间就把

复工防疫科普做了。

的确，伴随人们踏上返工路，潜在的感染源多

了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做好防护是重中之重。关键

时期，保护自己也就是保护他人。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戴、洗、宅成了人人强调的

防护三大法宝。顾名思义，戴口罩、勤洗手、宅在家

就是最有效的防护手段，其中尤以戴口罩为最。而

面临复工，宅不再好用，戴和洗就成了最关键的防

护重点。

近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

上，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李涛指出，复工复产后，既

要做好工作，还要做好个人防护。

他建议，复工复产后，在工作场所最好要全程

佩戴防护口罩，一个人时可以不戴口罩，但多人办

公时建议佩戴口罩；有条件的办公场所应该适当加

大座位之间的距离。

同时，公共空间的清洁消毒也非常重要，尤其

是在人员相对密集的工作场所。李涛表示，要注意

保持工作服、座椅套等织物的清洁并定期消毒。加

强手卫生措施，养成勤洗手、正确洗手的习惯。不

能确定手是否干净时要避免用手接触口鼻和眼睛，

减少手接触公共物品和部位。定期对工作台、操作

按钮以及一些物品表面进行消毒。

对于单位而言，有多人操作的设备，也要组织

力量对接触部位比较多的表面或配件进行消毒，如

果员工作业允许佩戴手套，也可以佩戴手套作业。

对于手机、鼠标、键盘等常用物品，要及时进行清洁

或擦拭消毒。此外，河北省疾控中心突发公共卫生

应急办公室主任师鉴强调，公司内还应该专门设置

口罩等医护用品的垃圾箱，集中处理。

办公：加大座位间距，多人操作设备需消毒

复工后，吃饭成了一大问题。食堂人流量大、

人员密集，到了吃饭的时间，很容易形成人挨人的

局面，是防护大忌。为此，李涛建议，企业食堂可以

实施错峰就餐，或打包到各自工位、休息室就餐，也

可以提供盒饭，鼓励员工自带饭盒。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在接

受采访时也表示，如果要在单位食堂就餐，要专心

吃饭，少交流、少讲话；公共场所注意通风，就餐时

则要注意与他人保持一定距离，减少交谈。

叫外卖也成为很多复工人员的日常行为，而点

外卖也要注意防护。在取餐的过程当中，收送双方

都要做好防护，降低感染的风险。在拆外卖的时

候，也要注意佩戴手套进行防护。点外卖时要点熟

食，有条件者，可以二次加热后再食用。

广东省市场监管局主动征求餐饮行业协会、网

络订餐平台、食品安全专家等各方意见，提出 5 项

工作措施，其中包括鼓励推行“无接触配送”，餐饮

单位主动取消堂食服务，全面实行餐饮“预约式”外

卖服务等，为复工复产提供餐饮安全保障。

此外，广东省市场监管局迅速组织省餐饮协

会、团餐配送行业协会，研究在网络订餐送餐员

和社会餐饮经营单位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对经营

就餐：错峰、打包，鼓励自带餐具

吃饭之外，通勤也需要重点关注。尤其是在一

线城市，通勤时间动辄一两小时，成为病毒传染的

隐患。关于如何出行，师鉴建议，如果通勤距离不

是很远，可以尽量选择步行或者骑自行车上班；如

果通勤距离较远且没有私家车，不得不乘坐公共交

通出行，就必须主动佩戴口罩，配合工作人员测量

体温，行车过程中，在保证身体平稳的前提下，减少

对把手等公共区域的触摸。

对于打车和坐地铁哪种更安全的问题时，吴尊

友直言，这样区分是没有必要的，只要人员聚集就

有风险，因此一定要坚持戴口罩，同时在公共场合

接触过物体表面后要洗手。

为了保证旅途安全，公共交通部门也在行动。

早在 1月 29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就印发《关于印发公共交通工

具消毒操作技术指南的通知》，指导汽车、火车、飞

机、轮船等公共交通工具做好消毒工作。其中要求

公共交通工具工作人员做好物体表面消毒。日常

情况下，应保持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环境整洁卫生，

并采取预防性消毒措施；飞机、火车、地铁、公交车、

轮船等公共交通工具运行结束后，对内部物体表面

（如车身内壁、司机方向盘、车内扶手、桌椅等），采

用含有效氯 250 毫克/升—500 毫克/升的含氯消毒

剂进行喷洒或擦拭，也可采用有效的消毒湿巾进行

擦拭；座椅套等纺织物应保持清洁，并定期洗涤、消

毒处理。

通勤：公共交通已严格消毒，乘坐需戴口罩

复工复产复工复产
这些疫情防控关键点不能大意这些疫情防控关键点不能大意

本报记者 崔 爽

除了必须的防护知识，良好的心态也是返工必

备。对非常时期返岗复工的人，江西省心理咨询师

协会理事长、南昌大学教授陈建华表示，要“健康返

岗、高效复工”，做好足够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的个人

防护措施。

陈建华表示，返岗复工人群心态各异，一类是急

于返岗，工作走不开；或是被隔离，在家憋闷；也可能

是迫于生计，想要外出务工赚钱。这些情况都会造

成心理上的急迫烦躁。另一类则是对疫情的忧虑。

不过，虽然存在不同的返工心态，但有一点心

理活动是相似的，那就是担心、害怕甚至恐惧。如

担心环境是否安全；怕与人接触，怕自身防护措施

不到位被感染；怕工作压力大导致自身免疫力降低

等。陈建华表示，面对一种人类尚未完全认识且传

染性较强的病毒，害怕、担忧很正常，关键是要针对

个人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

非常时期，要科学应对，不害怕，但也不逞强。除

了戴口罩、勤洗手、规律作息外，要做到不、少、多——

不聚会，只到自己的工作单位，完成岗位工作；减少

对不可靠信息的阅读，降低不必要的恐慌；多和亲

友线上联系，在心理上互相支持、加油打气。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科主

任姜长青同样建议，面对疫情带来的风险，密切的家

庭联系和社会支持是安全感的重要来源。每天保持

至少一次和亲友之间的联系，找到互相帮助的方式。

下班后也不能掉以轻心，要少逗留、不聚会。

师鉴建议，回到家，轻脱外衣，悬挂在通风处，妥善

处理口罩，并及时洗手，如有条件也可及时洗澡。

师鉴还提醒说，要加强主动健康监测，积极配合测

温，出现发热、干咳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咨询就医。

心态：科学调整，不恐慌不逞强

科技日报讯（曾欣 记者盛利）“什么是新冠肺炎”“如何防控

新冠肺炎”“务工人员科学防控新冠肺炎”“接触了感染者或者出

现疑似症状怎么办”“疫情之后如何健康生活”？2月24日，记者从

四川省科技厅获悉，四川首部针对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科

普书籍《农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手册》已经出版发行。

由四川省科技厅、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与成都市科普作家

协会共同支持，四川辞书出版社组织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

院、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自贡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专业机构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的本书，

分别围绕新冠肺炎认知、特殊人群防控、病情判断识别以及常见

传染病预防等方面进行了知识宣传、政策解读、案例分析、应对

建议，从“是什么”、到“为什么”再到“怎么做”，内容既专业权威、

系统全面，又通俗易懂、实操性强。四川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我国农村人口约有 5.6 亿，针对广大农村地区疫情防控意识

和防控力量相对薄弱的情况，该手册将为农村地区加强疫情防

控工作提供专业化指导，增强农村居民健康意识、防病意识，助

力科学防疫。

面向全国5.6亿农村人口

四川编著首部农村防疫科普书

新华社上海2月 25日电 （记者王辰阳）最新数据显示，截

至 2月 24日，上海全部约 24.5万家沿街商户中，已有 10.2万余家

开业，占比超过四成。随着复产、复工有序推进，如何守牢城市

街面疫情联防联控防线？科技赋能、全面覆盖、分片包干成为上

海的妙招。

科技赋能提高防疫复工效率。“滴”的一声，沿街商户扫描二

维码后，就可以在小程序收到开业的疫情防控措施提示，同时城

管执法队员收到相关信息会对接到各区的“一网通办”平台，实

现“非接触”排查检查，动态掌握商户开业、经营人员健康状态以

及防疫措施落实情况等。

在上海市奉贤区，城管执法队员用“奉贤街面商户疫情防控

在线”程序做好数据采集、分析、共享，用“随申码”进一步确认商

铺工作人员信息。奉贤区海湾镇城管执法中队中队长吴成华

说：“对已落实要求的商户，我们统一张贴带编号的经营标志，明

确经营时间，规范经营要求。通过大数据和信息化手段，让我们

的防控工作信息更准确、措施更有针对性、宣传教育更具说服

力，显著提升了管控效能。”

全面覆盖处处不漏。上海共有约24.5万家沿街商户，对每一

家的防疫检查、宣传都不能落下，城管执法队员创新管理方法。

在上海市闵行区虹桥镇，“红绿灯”法帮助城管执法队员有

针对性地加强街面店铺管理。经营点位被分为绿色、黄色和红

色。绿色点位是与市场供应、民生服务直接关联的业态，比如便

利店、药店等，且满足四个条件：春节期间未歇业，没有来沪人

员，防疫措施到位、防疫物资充足，员工有较强防疫意识。对于

绿色点位，执法人员主要是指导和抽查。黄色点位是非保障市

场供应、非必须民生服务的街面商铺，基本为餐饮店、蔬果店等，

执法人员做到每天巡查，采集、核对人员信息，督促其严格落实

防疫工作措施。红色点位是指严格执行关停的娱乐休闲、浴场

浴所等行业，还有人员聚集、高度传染风险的重点点位，执法人

员会加大对其巡查、监管力度。

分片包干层层扎紧防疫篱笆。每个人都守牢自己的防疫职

责，才能让工作扎实不缺位。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城管执法队伍

实行街区疫情防控责任“三包”政策。浦东新区城管执法局“包

面”，全面负责牵头组织、统筹推进、检查指导等工作，相关负责

人协调工作推进。区局属队伍“包块”，支队、大队、特殊区域中

队负责各自包干块域的指导协调、力量增援、巡查督察等工作。

街镇中队“包段”，在各自辖区内进行划片分段包干，责任落实到

人，做到风险排查全覆盖、巡查执法无死角、责任落实无盲区。

据介绍，截至 2月 24日，上海市城管执法局共检查到未落实

防疫措施的沿街商户约 1.7 万家，这些商户已经全部被要求整

改。2 月 23 日至 24 日，上海市城管执法局还以手机短信的方

式，向辖区内群众发送沿街商户疫情防控提示信息 7000 多万

条。既要落实防疫要求，也要满足市民需求，在精细化治理下，

上海的沿街商户正在有序复工开业。

超四成沿街商户开业

上海街面防疫出妙招

四川编著首部针对农村地区的防控新
冠肺炎科普书籍 四川省科技厅供图

集体订餐业务的外卖、网络订餐企业做出规范和

指引，指导餐饮服务单位提前做好安全备餐，引

导餐饮服务企业通过网络送餐和非接触性供餐

方式增加供餐量，开发集中订餐的便捷方式，防

范群体聚餐可能引发的风险，让员工放心吃饭，

让企业顺利复工。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中关村科技园区电子城科技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中关村科技园区电子城科技
园聚集了近千家科技企业园聚集了近千家科技企业。。随着科技企业陆续复工随着科技企业陆续复工，，
该科技园采取多项措施确保防疫复工两不误该科技园采取多项措施确保防疫复工两不误。。图为园图为园
区内的同程集团食堂区内的同程集团食堂，，餐桌上安装了隔板餐桌上安装了隔板。。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陈钟昊陈钟昊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