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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应用实时荧光聚合酶链反应检测婴幼儿
腹泻标本中的腺病毒
郑晓群黄燕燕彭颖华科吕建新
【摘要】

目的建立实时荧光聚合酶链反应（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方法检测腺病毒，并分析浙江省温

州地区散发性婴幼儿腹泻患者不同型别腺病毒的感染情况。方法根据ＧｅｎＢａｎｋ中腺病毒六邻体基
因序列设计一对通用引物，建立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方法检测婴幼儿腹泻标本中腺病毒ＤＮＡ，并与免疫层
析法比较；同时对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方法检测阳性的标本进行ＰＣＲ产物测序和病毒分离培养及酶切鉴
定。结果建立快速、特异检测婴幼儿腹泻标本中腺病毒ＤＮＡ的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技术。１５７份婴幼儿
腹泻标本中免疫层析法检测阳性３份，阳性率为１．９ｌ％；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检测阳性５份，阳性率为３．１８％
（５／１５７）；１５４份免疫层析法检测阴性标本中，有２份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法检测为阳性。５份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

检测阳性标本经测序鉴定，Ａｄ３型占１．９ｌ％（３／１５７），Ａｄ７型占１．２７％（２／１５７）；经病毒分离培养检小阳
性２例，酶切鉴定为Ａｄ３型。结论Ｒｅａｌ－ｒｉｍｅ ＰＣＲ技术结合ＰＣＲ产物直接测序分析具有敏感、特异等

优点，适用于腹泻标本中腺病毒的检测及分型。２００８年２—４月浙江省温州地区散发性婴幼儿腹泻的
腺病毒主要为Ａｄ３型和Ａｄ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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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病毒是引起婴幼儿病毒性腹泻的重要病原

相同的。为了解浙江省温州地区婴幼儿腹泻患者不

体，仅次于轮状病毒，主要感染２岁以下儿童，可通

同型别腺病毒的感染情况，建立了实时荧光ＰＣＲ

过人与人的接触传播，也可经粪一口途径或呼吸道传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方法快速检测婴幼儿腹泻标本中腺

播¨’２１。迄今为止，已发现腺病毒有４１个基因型，分

病毒ＤＮＡ，并结合ＰＣＲ产物直接测序技术对腺病毒

别属于Ａ～Ｆ ６个亚组，不同亚组的ＤＮＡ碱基构成

进行分型，现报告如下。

不同，同一亚组内病毒核苷酸序列有７０％。９０％是
１３０１：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４．０１８

基金项目：温州市科技发展计划基金（Ｙ２００６Ａ０３３）；浙江省自然科学
摹会（Ｙ２０５１８８）

材料与方法
１．材料：
（１）标本收集：收集２００８年２—４月温州医学院

作者单位：３２５０２７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郑晓群）；温州医学院

附属第二医院住院的婴幼儿腹泻标本１５７例，保存

检验医学院生命科学院（黄燕燕、彭颖、华科、吕建新）

于一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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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主要试剂或溶液：ＭｎｉＢＥＳＴ

Ｖｈ＇ａｌ ＤＮＡ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Ｋｉｔ Ｖｅｒ３．０，ＥｘＴａｑ ＤＮＡ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ＤＮＡ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Ｖｅｔ２．０和ＳＹＢＲ

Ｋｉｔ

Ｇｒｅｅｎ Ｒｅａｌ．

ｌ

ｍｉｌｌ，５５℃退火ｌ ｒａｉｎ，７２℃延伸ｌ ｍｉｌｌ，共３０个循

环，最后一个循环７２℃延伸１０ ｍｉｎ，扩增片段为
３００

ｂｐ。扩增后，取１０“ｌ反应产物经ｌ％琼脂糖（含

ｔｉｍｅ ＰＣＲ Ｋｉｔ均购自大连宝生物公司；ＨｉｎｄⅢ、ＥｃｏＲ Ｉ

ＥＢ）电泳，置凝胶分析系统观察，拍照。扩增后ＰＣＲ

和Ｓａｌ Ｉ等核酸内切酶购于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

产物，使用大连宝生物公司的ＤＮＡ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司；腺病毒免疫层析检测试剂盒为比利时ＣｏＦｉｓ

嘣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ｉｔ Ｖｅｒ２．０（按说明书进行操作）试剂盒

ＢｉｏＣｏｎｃｅｐｔ公司产品，其他常用试剂均为国产试剂。

纯化ＤＮＡ，送上海捷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测序。

（３）主要细胞株：Ａ５４９细胞株（人肺癌上皮细

（５）病毒的分离培养：六孔板中Ａ５４９细胞接种

胞）购自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库，使用含１０％ＦＢＳ的

于含１０％胎牛血清，及双抗（抗生素终浓度：青霉素

Ｆ１２培养基（购自Ｇｉｂｃｏ公司），在３７℃、５％ＣＯ：细胞

１００

培养箱中培养；Ａｄ７型腺病毒由本室保存。

５％ＣＯ：条件下培养。待细胞长成单层后，吸弃原有

Ｕ／ｍｌ和链霉素１００ Ｕ／ｍ１）的Ｆ１２培养液中，３７℃

（４）主要仪器和设备：ＡＢｌ２７２０型ＰＣＲ仪；

培养液，加入腹泻标本（ＰＣＲ检测阳性）的上清滤过

ＡＢ７５００型荧光定量ＰＣＲ仪；ＤＹＹ－Ⅲ５型稳压稳流

液５００¨ｌ吸附１．５ ｈ，每１５ ｍｉｎ轻轻晃动培养液一次，

电泳仪等。

以混匀，之后再换以５％胎牛血清的培养液维持。

ｏ．５

２．方法：

３７℃，５％ＣＯ：条件下培养，并逐日在倒置显微镜下

（１）腺病毒免疫层析检测：将腹泻标本移人加有

观察细胞生长情况。一般在感染后５～７ ｄ即可看到

ｍｌ抽提液的试管中，搅拌溶液直至均匀并孵育

明显的细胞病变（ＣＰＥ）现象。当繁殖病毒的细胞出

ｍｉｎ，将试剂条按红色箭头方向浸入，反应５～

现８０％～１００％的ＣＰＥ时，收获并反复冻融三次使

ｌ一２
１０

ｍｉｎ观察结果，具体操作见试剂盒说明书。

细胞破裂释放出病毒，４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１０ ｍｉｌｌ，取其

（２）标本中病毒ＤＮＡ提取：患儿腹泻标本反复冻

上清，所得病毒上清液用于进一步酶切鉴定。

融３次，８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１０ ｍｉｎ，取上清液。上清液经

（６）病毒ＤＮＡ的限制性内切酶分析：病毒上清

过滤（ｏ．４５ ｕｍ滤器）后用于病毒ＤＮＡ提取和细胞培

液中加人等量的ＰＥＧ一８０００（２０％，１ ｍｏＹＬ ＮａＣｌ）４，℃

养。病毒ＤＮＡ提取的具体操作参照ＭｉｎｉＢＥＳＴ

过夜，１２

Ⅵｍｌ

４００¨ｌ蛋白质裂解液（５％ＳＤＳ，２０ ｍｍｏｌ／Ｌ

ＤＮＡ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Ｋｉｔ

Ｖｅｒ３．０试剂盒说明书。提

取的病毒ＤＮＡ溶液，一７０。Ｃ保存，用于ＰＣＲ检测。

５０

（３）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扩增及融解曲线分析：用于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的一对寡核苷酸引物位于腺病毒六

邻体基因高度保守区，扩增片段长度为３００ ｂｐ：Ｈｅｘ
Ｆ：５’一ｇｅｃ ｇｅａ
ｃａｇ

ＣａＣ

ｇｅｅ

ｇｔｇ ｇｔｃ ｔｔａ ｃａｔ ｇｃａ ｃａｔ ｃ一３’。Ｈｅｘ Ｒ：５

ｇｅｇ

ｇａｔ ｇｔｅ

ａａａ

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３０ ｍｉｎ，去上清，沉淀溶于
ＥＤＴＡ，

ｔｔｇ／ｍｌ蛋白酶Ｋ），５６０Ｃ水浴ｌ ｈ后，常规酚、氯仿、

异戊醇抽提腺病毒基因组ＤＮＡ，分别用ＨｉｎｄⅢ、
ＥｃｏＲ

Ｉ和Ｓａｌ Ｉ内切酶进行酶切，产物用０．７％的琼

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７一

ｇｔ－３’；采用ＴａＫａＲａ公司

结

果

Ｋｉｔ，在ＡＢ７５００型荧光定量ＰＣＲ仪上扩

１．腺病毒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检测方法的建立：本研

增并实时检测。反应体系为２５山，各成分参照试剂

究建立的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体系能特异性扩增腺病毒六

说明书配置。ＰＣＲ循环参数为：９５℃１ ｍｉｎ预变性；

邻体基因片段，特异性扩增曲线见图１；融解曲线图

９５℃变性５ ｓ、５５℃退火ｌＯ ｓ、７２。Ｃ延伸３５ Ｓ并检测荧

只有一个ＰＣＲ产物融解峰，其Ｔｍ值约为８１℃，无非

光信号，共４０个循环；ＰＣＲ扩增结束后，产物先降温

特异扩增产物融解峰。ＰＣＲ产物经琼脂糖电泳后，

到６５℃，然后以每秒０．２ｃｃ的速度连续加热到９５℃，

在紫外灯下可出现一条３００ ｂｐ的清晰条带（图２）。

ＳＹＢＲ ＰＣＲ

同时监测获得荧光信号，进行融解曲线分析。
（４）ＰＣＲ产物直接测序：对于有阳性结果的标本，
用上述引物扩增腺病毒目的片段。反应体积为５０山，
含１０×ＥｘＴａｑ ｂｕｆｆｅｒ
５“ｌ，２５

５ ｔｔｌ，２．５ ｍｍｏｌ／Ｌ ｄＮＴＰ

ｍｍｏｌ／ＬＭｇＣｌ２

ｏ．５“ｌ及１．５

Ｕ

２．５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ｍ，引物Ｈｅｘ Ｆ和Ｈｅｘ Ｒ各

ＥｘＴａｑ酶中加入２

ｐｌ

ＤＮＡ提取液，其

余用ｄｄＨ：Ｏ补至５０ ｐｌ。反应在ＡＢｌ２７２０型ＰＣＲ仪
上进行，反应条件：９５℃预变性５ ｍｉｎ，９４℃变性

图１腺病毒ＤＮＡ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扩增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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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检测均阳性；１５４份免疫层析法检测阴

性标本中，有２份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检测为阳性，可能是
标本中病毒含量低，用常规方法不易检出之故。
３．ＰＣＲ产物直接测序分析：５份ＰＣＲ检测阳性标
本经产物直接测序，结果经Ｂｌａｓｔ比对后显示其中３份
为Ａｄ３型，主要与ＮＣＢＩ上发表的Ａｄ３全基因组序列
注：Ｍ：Ｍａｒｋｅｒ １００ｂｐ；１：阴性对照；２：Ａｄ７阳性对照；３：临床标本

图２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产物融解曲线和电泳图

ＡＹ５９９８３４．１、ＡＹ５９９８３６．１、ＤＱ０８４６６．１、ＤＱ０９９４３２．４

进行比对（图３）；２份为Ａｄ７型，主要与Ａｄ７全基因序

对轮状病毒、星状病毒等阳性标本进行检测，结果均

列ＡＹ４９５９６９．１、ＡＹ５９４２５６．１、ＡＹ６０１６３４．１比对（图

为阴性，说明本法与常见肠道感染相关病毒间无交

４）。相似度均达到了９８％一９９％。
４．腺病毒的分离培养：５份ＰＣＲ检测阳性标本

叉反应。

２．临床标本腺病毒的检测：１５７份婴幼儿腹泻标

上清液感染Ａ５４９细胞５～７ ｄ后，有２份出现了典型

本免疫层析法检测阳性３份，阳性检出率为１．９１％

的细胞病变，即细胞变圆，变肿胀，聚集呈葡萄串珠

（３／１５７）；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法检测阳性５份，阳性检｝Ｉ；率

状（图５）。

为３．１８％（５／１５７）。３份免疫层析法检测阳性标本，

５．腺病毒ＤＮＡ的限制性内切酶图谱分析：２份

图３

Ａｄ３型腺病毒标本的测序比对结果

图４

Ａｄ７型腺病毒标本的测序比埘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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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抗体，免疫学检测仅依靠少量的进口试剂，有一定
假阳性，且敏感性也欠佳；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技术由于
其简便易行、灵敏特异等优点，已迅速广泛地应用于
感染性疾病病原体，即病毒、细菌、衣原体、支原体等
的检测研究。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技术是近

年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核酸检测技术ｎ】，与常规
ＰＣＲ的不同之处是在ＰＣＲ反应体系中加入了特殊
注：Ａ：正常Ａ５４９细胞（１００Ｘ）；Ｂ：Ａ５４９细胞感染后７ｄ（１００Ｘ）

的荧光染料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通过其发射的荧光信号直

图５腺病毒感染Ａ５４９细胞后的细胞病变效应

接检测ＰＣＲ扩增产物，省去了琼脂糖凝胶电泳等步

细胞培养阳性标本，分别提取病毒基因组ＤＮＡ，通

骤，不需打开反应管，便可给出结果，从而减少了造

过一系列的内切酶水解作用后，病毒基因组ＤＮＡ的

成污染的机会；同时提高了检测的灵敏度、特异性及

酶切图谱与报道的图谱相比【引，进一步鉴定细胞培

整个操作的自动化程度。

养阳性标本为Ａｄ３型腺病毒（图６）。

本研究选用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引物是根据人腺病
毒ｈｅｘｏｎ的保守序列设计的，能扩增所有型别№１，并
与可识别腺病毒Ａ、Ｂ、Ｃ、Ｄ、Ｅ和Ｆ组共同抗原的免
疫层析检测方法比较。本次检测１ ５７份婴幼儿腹泻
粪便标本，结果表明，免疫层析法检测腺病毒阳性检
出率为１．９ｌ％，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法阳性检出率为
３．１８％。１５４份免疫层析法检测阴性标本中，有２份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检测为阳性，提示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法比

免疫层析法更为敏感。另外，５份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阳
性标本中，只有２份经分离培养和酶切鉴定为Ａｄ３
注：ＭＩ：１５ ０００ｋｂ ＤＮＡ Ｌａｄｄｅｒ；Ｍ２：ｋＤＮＡＨｉｎｄｌＵ；Ｅ：ＥｅｏＲ ｌ；
Ｈ：ＨｉｎｄⅢ；Ｓ：Ｓａｌ Ｉ

图６腺病毒病毒基因组ＤＮＡ的酶切图谱

讨

论

型，这说明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检测的灵敏度也高于病毒
分离培养。ＰＣＲ产物经纯化后测序，结果经Ｂｌａｓｔ比
对鉴定后３份为Ａｄ３型、２份为Ａｄ７型腺病毒，表明
２００８年２—４月间浙江省温州地区散发性婴幼儿腹

婴幼儿腹泻是儿童巾的常见病、多发病。据临

泻的腺病毒主要为Ａｄ３型和Ａｄ７型。因此，本研究

床资料表明，婴幼儿感染性腹泻中病毒感染占

建立的腺病毒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快速检测方法，对于婴

８５％一９０％，细菌及其他感染占１０％～１５％。因此，

幼儿肠道腺病毒感染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制定治

病毒性腹泻在急性感染性腹泻中占有重要地位ｎ工】。

疗及预防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临床上腹泻患儿的病原学检查主要集中在轮
状病毒，然而其他病原体的检测并未引起足够的重
视，以致于相当一部分腹泻患儿病因诊断不明。因
此，对非轮状病毒引起的腹泻患儿进行其他病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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