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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多重逆转录一聚合酶链反应快速检测
登革病毒及其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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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建立登革１～４型病毒的多重逆转录一聚合酶链反应（ＲＴ－ＰＣＲ）快速检测及分型

方法。方法

参照登革ｌ～４型病毒核酸序列设计多重ＲＴ—ＰｃＲ引物，并检索国际基因序列数据库初

步验证其特异性，随后对ＰＣＲ反应条件进行优化，以同属于黄病毒科的黄热病毒、流行性乙型脑炎病
毒为对照，验证其特异性。并对２００３年３０份临床疑似登革患者血清标本进行了检测，阳性片段克隆
测序验证扩增片段特异性。结果采用多重ＰＣＲ引物对登革ｌ～４型病毒进行扩增，分别获得２９５、
２３７、１１８、３４７

ｂｐ片段，与设计相符；而黄热病毒及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均无非特异性扩增条带，对引

物的相关性实验结果表明引物之间不会因相互干扰而出现假阳性结果，３０份疑似患者血标本ＲＴ—
ＰＣＲ扩增阳性率为８３．３％（２５／３０），其核酸序列与登革１型病毒柬埔寨株以及中国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流行
株ＧＤｌ４／９７、ＧＤ０５／９９同源性分别为９７％、９７％、９８％。结论

实验证明，所建立的多重ＰＣＲ方法能

够快速地检测和鉴定登革ｌ～４型病毒，为登革病毒的检测及分型提供了一种方便易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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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病毒（ｄｅｎｇｕｅ ｖｉｒｕｓ，ＤＶ）是一种急性虫媒

血清型的致病性、临床症状、流行范围均不相同，我

传染病的病原体，可导致登革热（ＤＦ）、登革出血热

国以ＤＶ １型及２型为主。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ＤＨＦ）和登革休克综合征（ＤｓＳ），而ＤＨＦ和Ｄｓｓ死

对外经济交往和人员流动逐年增大，ＤＦ爆发的频率

亡率高，严重危害人民的健康。根据ＤＶ抗原性的

越来越高…，探讨特异、敏感的Ｄｖ早期诊断手段对

异同，可将其分为４个血清型（ＤＶ ｌ～４型），４个

ＤＦ的预防、治疗与控制具有重要意义。

基金项目：全军医学科研“十五”计划重大课题资助项目
（０１２０１４）；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０４００１６１８）
作者单位：５１０５０７广州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微生物研究室

材料与方法
１．材料：实验中所用Ｄｖ １型（Ｈａｗａｉｉ株）‘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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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型（ＮＧＣ株）∞１、ＤＶ ３型（Ｈ８７株）Ｈ Ｊ、Ｄｖ ４型

毒、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以及不加ＤＮＡ模板组为

（Ｈ２４１株）＂］、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中山株）哺］、黄

阴性对照，采用相同的条件进行扩增，验证多重

热病毒国际参考株Ｄ１７，均由本实验室传代保存。

ＰＣＲ的特异性。

ＤＶ

实验用乳鼠购自广州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实验动物

６．ＰＣＲ检测的敏感性试验：取ＤＶ １～４型细胞

中心，蚊Ｃ６／３６细胞由本室传代保存。血清标本采

培养液做系列１：１０稀释后，分别取３００“ｌ提取核

自２００３年广州市疑似ＤＶ患者，广州市第八人民医

酸，按前述方法进行逆转录，取逆转录产物５Ⅱｌ为模

院提供。Ｔａｑ ＤＮＡ聚合酶、ｄＮＴＰｓ、分子量标准

板进行扩增，凝胶电泳观察结果，验证多重ＲＴ．ＰＣＲ

ＤＬ２０００购自大连ＴａＫａＲａ公司，其他常规试剂均为

敏感性。同时分别采用ＤＶ １～４型病毒型特异性

国产分析纯。

引物进行单引物扩增，以对比单引物与多引物扩增

２．引物：用Ｐｒｉｍｅｒ软件，参照ＤＶ １～４型国际

敏感性的差异。

参考株序列，利用Ｐｒｉｍｅｒ软件设计多重逆转录聚合

７．疑似ＤＦ患者血清标本ＰＣＲ扩增：选择２００３

酶链反应（ＲＴ—ＰＣＲ）引物，并检索国际基因序列数

年３０例疑似ＤＦ患者发病早期的血清标本进行多

据库初步验证其特异性。引物由大连ＴａＫａＲａ公司

重ＰＣＲ扩增。
８．基因克隆、鉴定和测序：选择扩增阳性的２份

合成，引物序列见表１。
表１

ＤＶ

１～４型多重ＲＴ．ＰｃＲ引物序列及位置

标本（ＧＺｌ９／２００３、Ｇｚ２９／２００３）的多重ＲＴ—ＰＣＲ产
物，经纯化、回收后分别克隆入ｐＭＤｌ８一Ｔ载体，并
转化ＪＭｌ０９宿主菌，经ＰＣＲ及酶切鉴定后，送大连
宝生物公司测序。
结

果

１．多重ＰＣＲ反应条件：采用混合引物在各种镁
离子浓度下进行多重ＰＣＲ扩增Ｄｖ ３型结果显示，
在２．０ ｍｍｏｌ／Ｌ和２．５ ｍｍｏｌ／Ｌ反应管内可清晰的扩
增出１１６ ｂｐ目的带，并且无非特异性杂带，最终确定
３．ＲＮＡ制备：ＤＶ １～４型、流行性乙型脑炎及

镁离子浓度为２．０ ｍｍ０１／Ｌ。

黄热病毒鼠脑毒种１０。２悬液感染Ｃ６／３６细胞，２８～

２．ＰＣＲ检测ＤＶ的特异性：多重ＲＴ—ＰＣＲ对

３３℃培养，当细胞病变出现“＋＋”时，取３００肚ｌ病毒液

ＤＶ

１～４型进行扩增，分别获得２９５、２３７、１１８、

用改良的碘化钠法提取病毒ＲＮＡ∽ｊ。

３４７

ｂｐ片段，与设计相符；而黄热病毒、流行性乙型

４．ＲＴ—ＰＣＲ方法及条件优化：ＤＶ
Ｐ１、ＤＶ ３一Ｐ１、ＤＶ

４．Ｐ１等量混合（１２．５肛ｍ０１／Ｌ ｅａｃｈ）

制备上游混合引物ＤＶ
３一Ｐ２、ＤＶ

１一Ｐ１、ＤＶ ２一

脑炎病毒及空白对照组均无非特异性扩增条带
（图１）。

Ｐ１，ＤＶ １．Ｐ２、ＤＶ ２一Ｐ２、ＤＶ

４一Ｐ２等量混合（１２．５肛ｍｏｌ／Ｌ ｅａｃｈ）制备下

游混合引物ＤＶ Ｐ２。用下游引物ＤＶ Ｐ２以常规方
法进行逆转录，取逆转录产物５肛ｌ进行多重ＰＣＲ扩
增，反应液组成为：１０×ＰＣＲ缓冲液２．５弘ｌ，引物ＤＶ
Ｐ１、ＤＶ

Ｐ２各１扯ｌ、ｄＮＴＰ ２００弘ｍｏｌ／Ｌ、Ｔａｑ ＤＮＡ聚

合酶１ Ｕ，Ｍ９２＋设１．０、１．５、２．０、２，５、３．０、３．５ ｎｍｏｌ／
Ｌ

６个梯度进行优化，补水至总体积２５肚ｌ。在

ＰＥ９６００

ＰＣＲ扩增仪上完成ＰＣＲ扩增，条件如下：

９４℃３ ｍｉｎ，然后９４℃４５ ｓ，５５℃５０ ｓ，７２℃６０ ｓ，共

３０次循环，最后一次循环后７２℃延伸１０

ｍｉｎ。

Ｍ：分子量标准ＤＬ２０００；１：阴性对照；２：黄热病毒；３：流行性
乙型脑炎病毒；４：ＤＶ ４型；５：ＤＶ ３型；６：ＤＶ ２型；７：ＤＶ １型
图１

多重ＰＣＲ方法检测ＤＶ ｌ～４型结果

５．ＰＣＲ检测的特异性试验：在上述ＰＣＲ反应

３．多重ＰＣＲ检测ＤＶ的敏感性：敏感试验结果

体系中，以ＤＶ １～４型病毒为阳性对照，以黄热病

表明，ＤＶ １、２型做１：１０６稀释后，仍可见扩增条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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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７稀释后扩增条带消失（图２）；ＤＶ ３、４型做

物，一次扩增多个ＤＮＡ片段，从而实现多种病原体

１：１０５稀释后，仍可见扩增带。ＤＶ １～４型按Ｒｅｅｄ—

ＤＮＡ的同时快速鉴定，为临床病原体的混合感染，

Ｍｕｅｎｃｈ法计算的ＴＣＩＤ５０分别为１０。４”、１０“４８、

以及症状不明显的微生物感染的快速诊断提供了快

５０。当采用单引物扩增时，则４型病毒

速、灵敏的手段，提高了检验效率，在疾病的诊断中

１０。４ ３８、１０。４

均可检测１：１０６稀释后的病毒培养液。

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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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分子量标准ＤＬ２０００；１：阴性对照；２：１０－。；３：１０—６；４
１０一５；５：１０—４；６：１０—３；７：１０—２；８：１０一１

图２

多重ＲＴ—ＰＣＲ对ＤＶ ２型扩增的敏感性

４．临床疑似ＤＦ患者标本检测结果：用多重
ＲＴ－ＰＣＲ扩增３０份早期患者血标本，阳性率为
８３．３％（２５／３０）（图３）。２株阳性标本经克隆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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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Ｄ２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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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Ｄ０５／９９：……………………．．…………………………：２８０
Ｃ硼ｂｏｄｉａ：……．Ｇ……．……………．……………………．：２８０

：ＡｃｃＴｃｃＣ从从＾＾ｃ＾＾Ｃ＾ＴＧＧｃＴＴｃｃＧＧ觚１％６ＧＡＴｃＴ删＾１优＾＾＾ｃｃ：３３６

１型流行株同源性分别为９７％、９７％、９８％，进一步

ＧＤ２３／０３
ＧＤｌ４／９７：．…．．．．……………………Ａ．．…．．．．……．．．．．．．．：３３６
ＧＤ０５／９９：．………………………………………………．：３３６
Ｃ锄ｂｏｄｉａ：．．．．．……………．．．．．……．Ａ………………，…．：３３６

证实为ＤＶ １型（图４）。

ＧＤ２３／０３：＾ｃＴ从ｃｃ＾ＴＧ：３４６

后，与ＤＶ １型柬埔寨株以及我国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ＤＶ

ＧＤｌ４／９７：．………：３４６
ＧＤ０５／９９：．．．，．．．，．．：３４６

Ｃ硼ｂｏｄｉａ：…．．．．…：３４６

图４

１９９７、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年ＤＶ １型广东流行株及
柬埔寨流行株部分核苷酸序列

相对于普通ＰＣＲ，多重ＲＴ—ＰＣＲ的影响因素相
对较多，因多重ＲＴ—ＰＣＲ反应体系中含有多对特异
性寡聚核苷酸引物，对引物的设计和选择比常规
ＰＣＲ反应更为严格，除了常规的引物设计原则外，
Ｍ：分子量标准ＤＬ２０００；１：阴性对照；２、３、５、６：阳性结果；４、
７：阴性结果；８：阳性对照
图３

还必须充分考虑到各引物间的相关性和合理性，避
免引物对间形成粘性末端或部分双链，同样也必须

多重ＰＣＲ方法对２００３年疑似ＤＦ患者
血清标本检测结果

讨

论

排除ＰＣＲ扩增产物间可能发生的错配，并应使不同
引物对之间尽量具有相近的Ｔｍ值，否则就会导致
实验失败或假阳性结果。对反应体系中各成分的浓
度、比例、反应条件的要求比常规ＰＣＲ更为严格。

ＤＶ的检测一般包括病毒分离、核酸杂交法、

本实验中发现，ＰＣＲ反应液中的镁离子浓度及退火

ＰＣＲ以及ＥＬＩＳＡ等方法。这些方法中，ＰＣＲ方法

温度可对ＰＣＲ反应产生重要影响，不合适条件下，

敏感、快速，所用标本量少，因此非常适合于快速早

非特异性扩增条带明显增多，可能与寡聚核苷酸引

期诊断，为ＤＦ的临床和流行病学诊断提供了一种

物的非特异性结合有关。通过各种条件的优化，建

有效手段。多重ＲＴ—ＰＣＲ技术是在常规ＰＣＲ技术

立了稳定、特异的多重ＲＴ—ＰＣＲ快速检测ＤＶ

的基础上改进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ＰＣＲ扩增技

型及其分型方法。在本实验中，多重ＲＴ—ＰＣＲ的灵

术旧１，可在同一ＰＣＲ反应体系内加入多对特异性引

敏度虽略逊于单引物ＰＣＲ，但由于多重ＲＴ—ＰＣＲ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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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了实验步骤，在对未知标本的检测及流行病学

２１１．

ｇｅｎｏⅡ１ｅ（Ｎｅｗ

在一次反应中同时对ＤＶ １～４型进行检测与分型，
４

调查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应用所建立的方法对
５

３

ｖｉｒｕｓ

ｄｅｎｇｕｅ

及其黄热病毒、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的扩增结果均

６５７５．
６

寨株以及我国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ＤＶ １型流行株同源性

ＮＩＨ

分别为９７％、９７％、９８％，进一步验证了扩增的特异
性，可用作ｆ｜缶床标本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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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增，扩增阳性率为８３．３％（２５／３０），而对阴性对照

为阴性，扩增片段克隆测序显示，其与ＤＶ １型柬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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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乙型肝炎病毒污染针具刺伤５例的紧急处理
纪永水

史春娟

张亚斌

吴成蔡森

感染科及手术科室工作人员是乙型肝炎病毒（ｍＶ）感
染高风险人群，常因被船Ｖ污染的针具、器械刺伤而受到感
染的威胁。如何正确处理此类意外伤害，避免耶Ｖ感染已
受到广泛重视ｎ。］。现将我院近年５例工作人员被船Ｖ污
染针具刺伤后紧急处理方法及效果报告如下。

２．讨论：ＨＢＶ主要是经血途径传播，１０～ｍｌ含卸３Ｖ血

液足以使人体感染。因此受耶Ｖ污染针头刺伤威胁很大。
我们的处理措施及其机理是：刺伤后迅速由周围向伤口处反
复挤压，挤出局部血液，减少进入体内病毒量。碘酊能迅速

杀灭船ｖ，在病毒聚集局部尚未扩散前，尽量杀灭之。立即

１．病例简介：５例中外科医师２例，感染科护士３例。受

注射高效价乙肝免疫球蛋白，其能随时中和进入血液ＨＢＶ，

染过程：２例外科医师均是在给血液ＨＢＶＭ呈“大三阳”患者

是迅速有效地人工被动免疫。一周后注射乙肝疫苗，其机理

做手术过程中，不慎被缝合针刺人手指，并有出血。２例护士

一是避免过早注射乙肝疫苗，其可中和乙肝免疫球蛋白，使

在给现症乙型肝炎（乙肝）患者治疗过程中，被注射针头刺人

二者均失去应有作用；二是在ＨＢＶ进入肝细胞大量复制前

手指，伤口较深并有出血；１例护士在给乙肝患者注射过程中

即刺激人体产生抗一ＨＢｓ形成主动免疫，清除ＨＢＶ。５例受

针头穿透其小手指。处理方法：①迅速挤压被刺伤手指。由

染者处理结果表明，上述处理方法是有效、可靠的。说明乙

周围向伤口处反复挤压，尽可能多挤压出血液。②２％碘酊

肝免疫球蛋白与乙肝疫苗实时序贯注射是有效保护该类伤

反复局部消毒。③尽可能早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５例中３

者重要措施。

例当天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２例第二日注射。④在注射乙
肝免疫球蛋白一周后注射一疗程乙肝疫苗（１０弘ｇ肌注，０，１，
６程序）。结果：５例伤者在上述处理后，分别于４０天及６个

月时查肝功、ｍＶＭ。４０天时仅ｌ例血抗一ＨＢＳ（＋）；６个月

时５例均出现抗．珊ｓ，１例伴抗一ＨＢｃ（＋）。５例肝功均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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