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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色原理介紹 
 

 染色操作流程 
 

 實驗室抹片品管 



結核菌的檢驗流程 檢體 

無菌性 非無菌性 

消化及去污染 

N-acetyl-L-cysteine-2% NaOH 

15分鐘  
中和(PBS buffer) 

離心( RCF>3000xg ) 

固體培養基:L-J 35 ℃之CO2培養箱 
抗酸性染色 

(濃縮法) 

螢光染色 

陽性複紅染色確認 

檢體前處理 

培養 

抗酸性染色 

液態培養基:MGIT ICT鑑定TBC 

初步報告 

藥敏試驗（agar porpotion method) 最終報告 

分
子
鑑
定 



Direct V.S. Concentration 

REFERENCE      % SM+ / CULT+       % POS. SMEARS 

     DIRECT     CONC.        DIRECT     CONC. 

 

GEBRE 1995               31%        69%     

                                     

ALLWOOD 1997                  43%        52%        10.5%        14.8% 

  

WILKINSON 1997                43%        44%        12.7%        12.4% 

 

Ä NGEBY 2000          57%        65%          9%           12.9% 

  

VAN DEUN 2000                          15.5%        16.6% 

J Clin Microbiol 1980;11:618~620 



Effect of increasing centrifugal force on 

positive smears & cultures for Mycobacteria 

Positive smears 

Positive culture 

Correlation of positive  

smears/culture 

Relative centrifugal force(g) 

1260 

 

1.8% 

 

7.1% 

 

25% 

3000 

 

4.5% 

 

11.2% 

 

40% 

3800 

 

9.6% 

 

11.6% 

 

82% 

G(xg)=1.118 X 10-5 X rpm2 X R 
R= 半徑 (Rotor) 公分 

rpm= 轉速 ( 轉數/min) 

Rickman TW, et al.  J Clin Microbiol 1980;11:618~620 



AFB Microscopy Techniques 

Two basic techniques: 

 Transmitted light: Carbol fuchsin staining 

 Contrast red color AFB/ on blue background 

 Fluorescence: auramine staining 

 Contrast light/dark;  



Bright-field Techniques 

 

 Hot Ziehl-Neelsen in practice most reliable 

 more visible  AFB 

 stronger color 

 Cold methods : Kinyoun 

 less laborious but also less robust 

 higher concentration fuchsin 

 

Basic Fuchsin  AFB Stains 



AFB大多屬於分枝桿菌，因為其細胞壁(cell wall)中有臘樣層(wax-like layer)，其成
份含有mycolic acids，是一種長鏈脂肪酸(long-chain fatty acids)。  



Gram (-) 

bacteria 

Gram (+) 

bacteria 

blue 

blue 

colorless 

red 

Primary stain Decolorizer Counter stain 

Carbofuchsin Acid-alcohol Methylene blue 

Acid-fast 

bacteria red 

red 

colorless red 

red 

AFS 



Fluorochrome AFB Microscopy 

Primary fluorochrome                            AFB fluoresces 

Auramine O            Green 

Auramine O-Rhodamine B           Yellow/orange 

Note:  Color of AFB may vary with filter system on microscope 

the primary stain is a combination of Auramine 

O-Rhodamine B and the counter stain  is 

potassium permanganate 

stained with Auramine O and the counter 

stain potassium permanganate 



Volume 28 M48-A  

Carbofuchsin method Fluorescence method 

Ziehl-

Neelsen  
Kinyoun   Truant Blair 

Primary 

stain 

0.3% Basic 

Fuchsin  

3% Basic 

Fuchsin 

1.2% 

Auramine O 

0.6% 

Rhodamine B  

0.1% 

Auramine O  

Decolorizer  
3% HCl 

Alcohol 

3% HCl 

Alcohol 

0.5% HCl 

Alcohol 

0.5% HCl 

Alcohol 

Counter 

stain 

0.3% 

Methylene 

blue  

0.3% 

Methylene 

blue  

 0.6 % 

potassium 

permanganate  

0.6 % 

potassium 

permanganate 

Color of 

AFB 
Red Red Yellow/Orange Green 

Acid fast stain reagents 



Comparison hot/cold staining 

4368 consecutive sputa; 603 positive or scanty by any technique 

High  

False  

Negative 

Low False  

Negative 

Total  

False  

Negative 

High  

False  

Positive 

Low False  

Positive 

Quantific.  

error 

Kinyoun 14 47 61 1 4 6 

(cold 3% 5 min) 2.3% 7.6% 9.9% 

P=0.001 

Ziehl-Neelsen 7 25 32 1 3 0 

(hot 1%, 10 min) 1.2% 4.1% 5.3% 

Multicentre field trial using duplicate smears, with blinding to staining method 

Errors defined by rechecking after restaining of all discordant series 

Discordance < 1 AFB/ 100 HPF excluded 

INT J TUBERC LUNG DIS 9(10):1127–1133 



Comparison 0.3 vs. 1% fuchsin  ZN staining 

4626 consecutive sputa; 618 positive or scanty by any technique 

High  

False  

Negative 

Low False  

Negative 

Total  

False  

Negative 

High  

False  

Positive 

Low False  

Positive 

Quantific.  

error 

Ziehl-Neelsen 15 42 57 0 7 4 

(hot 0.3%, 5 min) 2.4% 6.8% 9.2% 

NS 

Ziehl-Neelsen 11 40 51 3 5 2 

(hot 1%, 5 min) 1.8% 6.5% 8.3% 

Multicentre field trial using duplicate smears, with blinding to staining method 

Errors defined by rechecking after restaining of all discordant series 

Discordance < 1 AFB/ 100 HPF excluded 

INT J TUBERC LUNG DIS 9(10):1127–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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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 acid-fast stain is nonspecific. Slow-growing mycobacteria (not 

just M. tuberculosis) are consistently acid-fast. Microorganisms other 

than mycobacteria that demonstrate various degrees of acid-

fastness include Nocardia, Rhodococcus, Legionella micdadei, cysts 

of Cryptosporidium spp., and Cyclospora spp.  

B. The acid-fast smear is insensitive. Sensitivities ranging from 22 to 

81% have been reported. A negative smear does not rule out 

tuberculosis because levels are only 5,000 to 10,000 bacilli per ml of 

sputum. 

C. Since heat fixing and staining may not kill all the mycobacteria, 

discard slides in a sharps receptacle and wear gloves. 

LIMITATIONS OF THE AFS 





                 評估內容 評核 評核重點 

      將含Auramine-

Rhodamine之螢光染
劑覆蓋於抹片上，靜
置15-20分鐘。 

合格 不合格 (1) Auramine-Rhodamine

是否均勻覆蓋於抹片上。 
(2) 染色時間是否有依據
染液廠牌說明書進行。 
(3) 過程染液如有乾掉則
須再補充染液使其完全覆
蓋。 
(4) 玻片之間是否有差距 



                 評估內容 評核 評核重點 

   以小水柱沿著抹片周圍 
   緩慢沖洗幾次。 

合格 不合格 (1) 沖水之水柱是否過大。 



                 評估內容 評核 評核重點 

   將0.5%酸性酒精均勻覆 
   蓋於抹片上進行脫色。 
   脫色2分鐘再以水沖洗。 

合格 不合格 (1) 是否脫色完全。 
(2) 如有脫色不完全，則

再以0.5%酸性酒精脫
色至肉眼判定為無色
止。 

(3) 脫色時間是否過久或
不足。 

(4)沖水之水柱是否過大。 
 以過錳酸鉀染液(KmNO4) 

  染其背景顏色，時間不 
  可超過2分鐘。 

合格 不合格 (1)染色時間是否超過2分
鐘 。    

  以小水柱沿著抹片周圍 
  緩慢沖洗幾次，再自然 
  乾燥。 

合格 不合格 (1)沖水之水柱是否過大。 

   觀察是否有掉片產生。 不評估 



0.5%酸性酒精脫色 

過錳酸鉀染液(KmNO4)染背景顏色 



觀察是否掉片 





                 評估內容 評核 評核重點 

      將carbolfuchsin覆蓋
於抹片上。 

合格 不合格 (1) carbolfuchsin是否均勻
覆蓋於抹片上。 

(2) 玻片之間是否有間隔 



                 評估內容 評核 評核重點 

   於抹片底部，使用酒精 
   燈或95%酒精棉引明火 
   加熱至產生蒸氣的程度 
   為止。 

合格 不合格 (1) 以長夾夾住酒精棉引
火時，其明火端須略
低於手腕。 

(2) 使用完之酒精燈或
95%酒精棉，是否注
意將其火熄滅。 

(3) 是否有蒸氣產生。 
(4) 等待過程中，是否注

意carbolfuchsin乾掉之
問題，並補充其染液，
使其完全覆蓋。 



                 評估內容 評核 評核重點 

      放置5分鐘後，以小水
柱沿著抹片周圍緩慢
沖洗幾次。 

合格 不合格 (1) 靜置時間是否足夠。 
(2) 沖水之水柱是否過大。 

      注入3%酸性酒精脫色
2分鐘再以水沖洗。 

合格 不合格 (1) 是否脫色至肉眼判定
為無色止。 

(2) 針對脫色不完全之抹
片，是否再進行脫色。 

(3) 脫色時間是否過久或
不足。 

(4) 沖水之水柱是否過大。 
      以孔雀綠(brilliant 

green K)或Methylene 

blue染劑染其背景顏色，
染30-60秒。 

合格 不合格 (1)染色時間是否超過60秒。

      以小水柱沿著抹片周
圍緩慢沖洗幾次，再
自然乾燥。 

合格 不合格 (1)沖水之水柱是否過大。 

      觀察是否有掉片產生。 不評核 (1)是否將其掉片之抹片重
新製作。 



觀察是否掉片 





抹片判讀 
 螢光染色 

 於低倍（10倍目鏡、20/25倍物鏡）下先作掃瞄再於

高倍（10倍目鏡、40/45倍物鏡）觀察型態 

 螢光染色陽性者，應該以 Ziehl-Neelsen method 複染 

 複紅染色 

 於油鏡1000倍（10倍目鏡、100倍物鏡）下觀察 

 陰性者需檢視完全片（一個視野接一個視野，左右三

次來回或上下九次來回，共約300個視野）後才能以

陰性發出。 

28 



抹片判讀 
 油鏡擦拭 

 避免carry over 

 觀察到陽性抹片後需將鏡頭上的油漬擦拭後方能觀察下一個抹片 

判讀標準(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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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ehl-Neelsen method染色 

X1,000 
報 告 方 式 

0/300 fields No AFB seen 

1-2/300 fields Scanty  

1-9/100 fields 1+ 

1-9/10 fields 2+ 

1-9/field 3+ 

＞9/field 4+ 





 
 
 
 
 
 
 
染色抹片製備 

 玻片選擇 

 新的、乾淨的、較無雜質的玻片 

 玻片標示 

 選擇不會掉色與脫落的標籤貼紙，可以先將檢體識別資料

列印好，方便在抹片製備時核對 

 建議使用鉛筆 

 不建議使用蠟筆，因為蠟筆在染色過程容易剝落，造成判

讀困難以及偽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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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片製作 

 製備抹片時避免先將玻片並排一起，避免檢體噴濺造成

偽陽性 

 抹片大小、厚薄 

 1 X 2 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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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m 

1cm 



染色品管 
螢光染色 
 當有新批次(new batch)入貨及每次(each run)操作螢光
染色時，都應執行染劑的品管。 

 處理過的臨床檢體沉澱物/臨床菌株/標準菌株 

陽性品管:M. gordonae 
 McFarland 0.5菌液經連續稀釋後作成抹片(價數為2+) 

陰性品管: E. coli  

 抹片可事先整批製作後置於4℃冰箱保存。 

複紅染色 
 當有新批次(new batch)入貨及每天(daily)操作複紅染色
時 

 品管抹片製作方式同螢光染色，亦可利用每天的螢光染色
品管抹片進行複染時確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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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片水質 
 染色沖片時所使用的水建議為 RO 水，因為一般自來水

容易有非結核分枝桿菌的污染。 

 沖片時應該注意抹片之間的距離，避免將不同抹片上的

菌落污染。 

 

34 



抹片判讀 
 抹片複閱 

 陽性結果應由第二位醫檢師確認後始可發出 

 陰性片應該依照比例，每批抽取10%由第二位醫檢師複閱 

 為確保醫檢師對閱片的熟悉度 

 建議負責閱片者每週閱片數應該在15片以上 

 實驗室閱片量不足500片/年，建議外送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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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指標 
抹片陽性率 

 依檢體來源與檢體數量而有所差異 

 實驗室應依照長期累積資料建立平約值 

 若陽性率低於平約值時，應檢視作業程序是否異常，

而且陰性抹片抽閱率應提升至20% 

抹片時效 

 從收件算起24小時發出報告 

36 

陽性率過高時，應即時處理，避免偽陽性報告發出。 



偽陽性 
原因 矯正措施 

舊的，用使用過的玻片 僅單次使用新的玻片 

陽性抹片污染到陰性抹片 使用染色架時，應注意玻片
間的距離，不可使用染色罐。 

食物的殘渣 使用其他檢體 

沉澱雜質 只使用新鮮的染料，無沉澱，
或被微生物污染。如果觀察
有任何沉澱，則須過濾染劑 

抹片上的菌落被油鏡上的油
漬帶到下一個抹片造成污染 

觀察到陽性抹片後，將鏡頭
上的油漬擦拭後，方能觀察
下一個抹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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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陰性 
原因 矯正措施 

塗片過厚，導致染色時檢體被沖掉 使用適當量的消化過之檢體。避免
抹片太厚 

塗抹面積過大，使得塗片太薄 製作1X2-cm2 面積的塗片 

沒有染色或染色不良的AFB 染料須放在暗色瓶中；塗片放在紫
外燈下照射、染色時沒有避光、塗
抹熱固定時溫度過高、沖片時自來
水中的氯，都會影響螢光染色結果 

不正確的烘片溫度 溫度設在65-75°C及每週要監測 

閱片不完整 一個視野接一個視野，左右三次來
回或上下九次來回，共約300 個視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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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合併觀察 
抹片陽性培養陰性率 (M+ / C -) 

  服藥影響。 

  抹片污染(試劑污染 、抹片製作時污染、  

      水、染色時污染)。 

培養陽性抹片陰性率 

 CLSI：培養陽性一半應來至抹片陰性檢體。 

 NTM檢體。 

抹片製作不良，如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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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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