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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巢式多重聚合酶链反应在腺病毒检测
及分型中的应用
钱渊

邓洁

赵林清

王芳

朱汝南

孙宇

目的建立一种快速、敏感、特异的腺病毒检测及分型方法。方法根据编码腺病毒六

【摘要】

邻体基因的核苷酸序列设计一对外引物（即通用引物），扩增产物为１２７８ ｂｐ；再分别设计针对腺病毒
六邻体基因３、７、１１和２ｌ型特异性序列的４对内引物，扩增产物分别为５０２、３１１、８８０和２３７ ｂｐ。应用
多重巢式聚合酶链反应（ｎｅｓｔ—ＰｃＲ）技术将这４对引物用于同一聚合酶链反应管中，根据扩增产物在
琼脂糖凝胶电泳上的大小，即可鉴别所测毒株的型别。结果

３、７、１１和２１型腺病毒标准株和分离

株分别产生预期的特异性扩增片段，与其他常见的呼吸道病毒等无交叉反应。１１８份经病毒分离和／
或间接免疫荧光法确定为腺病毒阳性的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临床标本中，腺病毒３型占６４．４％（７６／
１１８），７型占３１．４％（３７／１１８），１ｌ型占２．５％（３／１１８），未检测到２１型；２份病毒分离和间接免疫荧光均
为腺病毒阳性的标本中，用该方法未能鉴定出型别，可能是３、７、１１、２１型以外的腺病毒，占１．７％（２／
１１８）。３３份经病毒分离和／或间接免疫荧光法均未检测到腺病毒的标本中，有３份为ＰＣＲ阳性（包括
１份７型，２份３型）。结论该方法鉴别３、７、１１、２１型腺病毒具有快速、简便、特异等特点，适用于腺
病毒型别鉴定，可以为急性呼吸道感染的临床或群体公共卫生事件提供病原学诊断依据。
【关键词】腺病毒；多重聚合酶链反应；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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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病毒（ＡＤＶ）是双链ＤＮＡ病毒，主要免疫蛋

表１

本研究中用于不同型ＡＤＶ分型的引物

白是六邻体和五邻体，六邻体含型、组和亚组抗原决
定簇，在感染中起重要作用。１ Ｊ。迄今为止，已发现
ＡＤｖ有５１个血清型，分属于６个不同的亚组心。，不
同亚组的ＡＤＶ其分子量和碱基构成不同，同一亚

组内病毒核苷酸序列有７０％～９０％是相同的，不同
组ＡＤＶ的ＤＮＡ仅有１０％～２５％是同源的ｕ。。
ＡＤｖ感染人类，可引起多种疾病，如肺炎、眼结膜
炎、脑炎、膀胱炎等∞Ｊ。某些型别的ＡＤＶ引起的肺
炎往往很严重，特别是在婴幼儿中可引起严重的甚
至是致命的肺炎或支气管炎Ｍ ｏ。在婴幼儿下呼吸道
感染病例中，有５％与ＡＤＶ有关¨ｏ，与呼吸道感染

（３）标本的收集和处理：本研究中的１５１例标本

有关的是Ｂ、Ｃ和Ｅ组，尤其是Ｂ亚组可引起严重的

来自于２００２年４月至２００６年１２月从本所附属儿

呼吸道疾病帕·。在我国引起呼吸道感染主要是３、

童医院门诊、病房收集的急性呼吸道感染的咽拭子

７、１１型等…，也有文献报道３、７、２ｌ型曾引起过严

及鼻咽分泌物标本，其中１１８例是经病毒分离和／或

重的致死性肺炎、眼结膜炎等暴发流行’７ｏ，因此我们

间接免疫荧光法确定为ＡＤＶ阳性的标本，３３例是

针对六邻体蛋白设计了３、７、１１和２１型特异性

从病毒分离和／或间接免疫荧光法确定为ＡＤＶ阴性

ＡＤＶ引物，以期对临床标本同时进行ＡＤＶ３、７、１ｌ、

的标本中选取的。

２ｌ型检测，对保存的临床标本进行回顾性研究。

（４）试剂：ＤＮＡ提取液ＤＮＡｚｏｌ，购自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
公司；Ｔａｑ酶，５ Ｕ／肛１，购自天为时代公司。

材料与方法
１．材料：

２．方法：
（１）病毒ＤＮＡ或ＲＮＡ提取：选取标准株

（１）毒株来源：标准病毒株（ＡＤＶ３、７、１１、２１）来

（ＡＤＶ３、７、１ｌ、２１）和６株分离株及临床标本１５１份

自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ＣＤＣ）；巨细胞病毒

（病毒分离和／或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阳性标本１１８

（ＣＭＶ）Ａｄｌ６９和疱疹病毒（ＨＳＶ）ＳＭ４４株由中国药

份，阴性标本３３份），各取１００“ｌ，使用ＤＮＡｚｏｌ

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提供；ＥＢ病毒（ＥＢＶ）Ｂ９５—８株由

（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公司产品）提取标本中的ＤＮＡ，操作按

中国ＣＤ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提供；鼻病毒（ＨＲＶ）

说明书进行，最后用２０肚ｌ

１４型标准株１０５９株来自美国ＣＤＣ，由首都儿科研

ＲＳｖ、ＩＮＦ．Ａ、ＩＮＦ—Ｂ、ＰＩＶ病毒株使用Ｔｒｉｚ。ｎ提取

究所张霆研究员赠送；呼吸道合胞病毒株（ＲＳＶ）、甲

标本中的ＲＮＡ，再经反转录为ｃＤＮＡ。

型流感病毒（ＩＮＦ—Ａ）株、乙型流感病毒（ＩＮＦ—Ｂ）株和

副流感病毒（ＰＩＶ）分离株为本研究组分离鉴定。
（２）引物：根据文献中ＡＤＶ的核苷酸序列设计

８

ｍｍｏｌ／Ｌ ＮａＯＨ溶ＤＮＡ。

（２）巢式多重ＰＣＲ扩增：①第一次ＰＣＲ扩增：
２５“ｌ反应混合液包括上述ｃＤＮＡ合成反应液
２．５肚ｌ，５０ ｍｍｏｌ／Ｌ

ＫＣｌ，０．１％

Ｔ“ｔｏｎ

Ｘ—１００，

ｌ对外引物ＡＤ—Ａ和ＡＤ—Ｂ，为３、７、１１、２１型的通用引

１０ ｍｍｏｌ／Ｌ（ｐＨ值９．０）Ｔｒｉｓ—ＨＣｌ，１．５ ｍｍｏｌ／Ｌ

物，用于第一次ＰＣＲ的扩增，预期扩增一个１２７８ ｂｐ

ＭｇＣｌ：，加入２００弘ｍ０１／Ｌ ｄＮＴＰｓ，Ｔａｑ酶ｌ Ｕ，引物

的片段；利用不同型别在六邻体基因的核苷酸序列

ＡＤ—Ａ和ＡＤ—Ｂ各０．２肛ｍｏｌ／Ｌ，样本ＤＮＡ

的差异，合成能分别扩增３、７、ｌｌ、２１型ＡＤＶ特异

反应条件为９４℃１

的４对内引物（Ａｄ３ａ、Ａｄ３ｂ、Ａｄ７ａ、Ａｄ７ｂ、Ａｄｌｌａ、

增３０个循环，７２℃延伸７ ｍｉｎ。②第二次ＰＣＲ扩

Ａｄｌｌｂ、Ａｄ２１ａ、Ａｄ２１ｂ），用于第二次ＰＣＲ，预期扩增

增：取第一次ＰＣＲ反应产物ｌ“１进行第二次ＰＣＲ，

产物分别为５０２ ｂｐ（Ａｄ３）、３１ｌ ｂｐ（Ａｄ７）、８８０ ｂｐ

反应体系与第一次ＰＣＲ相同，所不同的是引物为

（Ａｄｌｌ）和２３７ ｂｐ（Ａｄ２１）的片段（表１）。其中３、７、

Ａｄ３ａ、Ａｄ３ｂ、Ａｄ７ａ、Ａｄ７ｂ、Ａｄｌｌａ、Ａｄｌｌｂ、Ａｄ２１ａ、

２１型３对内引物参照文献［７］设计，通用引物和１１

Ａｄ２１ｂ，各０．２肚ｍ０１／Ｌ，反应条件为９４℃１ ｍｉｎ，５６℃

型引物为本研究根据序列自行设计。引物由

１ ｍｉｎ，７２℃１

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公司合成。

取ＰＣＲ产物５弘ｌ在含０．５ ｐｇ／ｍＩ溴化乙锭（ＥＢ）的

ｌ肛ｌ。ＰＣＲ

ｍｉｎ，５２℃１ ｍｉｎ，７２℃９０ ｓ，扩

ｍｉｎ；扩增２５个循环，７２℃延伸７

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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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的琼脂糖凝胶中电泳，紫外灯下观察扩增后的

ＡＤＶ，Ｆ３１王、Ｆ４５４为１１型ＡＤＶ，选取１株３型

ＤＮＡ条带。

ＡＤＶ分离株（Ｈ９０４９）、１株７型ＡＤｖ分离株（Ｆ３７９）

（３）多重巢式ＰＣＲ特异性检测：分别取ＡＤＶ３、

和１株１１型ＡＤＶ分离株（Ｆ３１１），分别用３、７、１１型

ＡＤＶ７、ＡＤＶｌｌ、ＡＤＶ２１、ＣＭＶ、ＨＳＶ和ＥＢＶ株的

特异性引物进行扩增，扩增产物进行序列测定。序

ＤＮＡ，ＲＳＶ、ＩＮＦ—Ａ、ＩＮＦ—Ｂ、ＰＩＶ的ｃＤＮＡ，用合成的

列分析显示，Ｈ９０４９与ＧｅｎＢａｎｋ序列ＡＤｖ３

ＡＤＶ基因引物进行多重巢式ＰＣＲ扩增试验。

（ｘ７６５４９）比较，核苷酸同源性为９６．７％，Ｆ３７９与

（４）ＡＤＶ分离株ＰＣＲ扩增及测序：首先将６株

ＧｅｎＢａｎｋ序列ＡＤＶ７（ｚ４８５７１）核苷酸同源性为

ＡＤＶ分离株进行多重巢式ＰＣＲ分型筛选，再选取

９４．５％。Ｆ３１ｌ与ＧｅｎＢａｎｋ序列ＡＤＶｌｌ（ＡＣ

不同型别的ＡＤＶ用本研究设计合成的型特异性引

００００１５）比较，核苷酸同源性为９７．６％，说明该分型

物进行ＰＣＲ扩增，其扩增产物进行测序鉴定。

引物确实能扩增到相应型别的病毒。

（５）ＡＤＶ质粒的制备：选取３型和７型ＡＤｖ分

３．ＡＤＶ克隆及质粒提取：３型ＡＤｖ分离株

离株各１株，用本研究设计的通用引物ＡＤ—Ａ和

（Ｈ９０４９）和７型ＡＤＶ分离株（Ｆ３７９）分别用ＡＤ—Ａ和

ＡＤ—Ｂ进行ＰＣＲ扩增，扩增产物经琼脂糖凝胶电泳

ＡＤ—Ｂ进行ＰＣＲ扩增，得到１２７８ ｂｐ核苷酸片段，与载

纯化后，与载体ＰＣＦ—Ｔ进行连接，连接产物转化大肠

体ＰＣＦ—Ｔ进行连接，连接产物转化大肠埃希菌ＤＨ５ａ

埃希菌ＤＨ５ａ感受态细胞，用ＰＣＲ筛选出阳性克

感受态细胞，用ＰＣＲ筛选出阳性克隆，对阳性克隆

隆，作为临床标本ＰＣＲ检测时的阳性对照。

进行了质粒提取。

（６）临床标本ＰＣＲ检测：对１５１份临床标本

４．多重巢式ＰＣＲ检测临床标本：１１８份经病毒

（１１８份ＡＤＶ检测阳性，３３例阴性）进行多重巢式

分离和／或间接免疫荧光法确定为ＡＤＶ阳性的标本

ＰＣＲ分型检测，分别以ＡＤＶ质粒和无菌水作为阳

中，经本方法检测有１１６份为阳性。其中ＡＤＶ３型

性和阴性对照。

７６份，占６４．４％（７６／１１８）；ＡＤＶ７型３７份，占３１．４％
结

果

１．ＰＣＲ特异性检测：用ＡＤＶ基因特异引物经

（３７／１１８）；ＡＤＶｌｌ型３份，占２．５％（３／１１８）；未检测
到ＡＤＶ２１型。２例经病毒分离和间接免疫荧光检
测均为ＡＤＶ阳性的标本中，用本方法未能鉴定出

巢式ＰＣＲ扩增后，只有３、７、１１和２１型ＡＤＶ毒株

型别，可能是除３、７、１１、２１型以外的其他型（１．７％，

产生预期的５０２、３１１、８８０和２３７ ｂｐ的特异性片段，

２／１１８）。３３份经病毒分离和间接免疫荧光法均未

而ＣＭＶ、ＨＳＶ、ＥＢＶ、ＨＲＶ、ＥＶ、ＲＳＶ、ＩＮＦ—Ａ、

检测到ＡＤＶ的标本中，有３份经多重ＰＣＲ检测为

ＩＮＦ—Ｂ、ＰＩＶ和ＭＶ株均未见到扩增条带，说明该方

阳性（包括１份７型，２份３型），但是凝胶电泳检测

法特异性好，与其他常见呼吸道病毒等无交叉反应

时条带较弱，可能是因为标本中的病毒含量低，用常

（图１）。

规方法不易检出之故。
５．ＡＤＶ感染与临床症状之间的关系：在１１８例
患儿的ＡＤＶ阳性标本中，１１４例有明确诊断。其中

支气管炎、扁桃体炎等急性上呼吸道感染４９例
（４３．０％），肺炎、毛细支气管炎等下呼吸道感染６５
例（５７．Ｏ％）。在７６例ＡＤＶ ３型患儿的标本中，７４
例有明确诊断，其中３８例为上呼吸道感染

（５１．４％），３６例为下呼吸道感染（４８．６％）；在３７例
注：Ｍ：ＭａｒｋｅｒⅡ；１：ＡＤＶ３；２：ＡＤＶ７；３：ＡＤＶｌｌ；４：ＡＤＶ２１；

５：阴性对照（水）
图１

ＡＤＶ

７型患儿的标本中，３５例有明确诊断，其中１０

例为上呼吸道感染（２８．６％），２５例为下呼吸道感染

ＡＤＶ标准株的多重ＰＣＲ扩增产物在２％
琼脂糖凝胶上的检测结果

（７１．４％）；３例ＡＤＶ １１型患儿的标本均为下呼吸
道感染，且均为年龄小于１个月的新生儿。

２．分离株鉴定：分离株Ｈ５６９５、Ｈ９０４９、Ｆ３１１、

６．多重巢式ＰＣＲ与病毒分离和／或免疫荧光法

Ｆ４５４、Ｆ３７９、Ｆ５２１经多重ＰＣＲ分型，初步确定

的阳性符合率：在１１８份经病毒分离和／或免疫荧光

Ｆ５２１、Ｈ９０４９为３型ＡＤＶ，Ｈ５６９５、Ｆ３７９为７型

法检测为ＡＤＶ阳性标本中，１１６份经多重巢式ＰＣ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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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分别为３、７或１１型ＡＤＶ，２份ＰＣＲ阴性的标

定的局限性，还有待于检测更多临床标本进一步验

本也可能是除外３、７、１ｌ、２１型的其他型别ＡＤＶ，二

证。在３３份经病毒分离和／或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

者的阳性符合率至少为９８．３％（１１６／１１８）。

为ＡＤｖ阴性的标本中３份ＰＣＲ为阳性，提示ＰＣＲ

讨

论

方法比病毒分离和间接免疫荧光法更为敏感。因为

病毒分离受细胞状态、标本保存和运送等诸多条件

Ｂ组ＡＤＶ可以引起婴幼儿严重的甚至是致死

影响；间接免疫荧光法也与标本取材有很大关系，相

性呼吸道感染，但由于ＡＤＶ感染与其他呼吸道病

比之下ＰＣＲ方法就显得更为敏感和特异。但值得

毒甚至细菌感染难以区别，而不能得到及时准确诊

注意的是需要小心操作，避免实验室污染而出现假

断和治疗，因此对其进行早期诊断十分必要旧。。目

阳性。

前，ＡＤＶ感染的实验室诊断主要依靠病毒分离或免

本研究所建立的方法可为临床诊断和早期治疗

疫荧光法检测。由于病毒分离费时费力，不能提供

提供病原学依据，避免滥用抗生素；同时还适宜对分

快速的病原学诊断，其临床应用受到限制；免疫荧光

离到的病毒株进行回顾性研究，提供流行病学资料，

快速检测则需要采集鼻咽分泌物标本，对年龄较大

更可以为急性呼吸道感染暴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及时

的儿童和非住院患儿难以采集。多重ＰＣＲ在呼吸

提供病原学依据。

道病毒检测中灵敏度高、特异性好，并能同时对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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