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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3年兴起的一项新技术称为聚合酶链锁反应 (Po]ymerase Chain Reaction，简 

称PCR)” ’，又称无细胞分．子克隆系统或特异性DNA序列体外引物定向酶捉扩增法， 

是基因扩增技术的一次重大革新。可将极撒量的靶 DNA特异地扩增上百万倍，从而大 

大提高对DNA分子的分析和检测能力，能检测到单分子DNA或对每l0万个细胞中仅含1 

个靶 DNA分子的样品，因而此方法立即在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医学及遗传学等各 

领域广泛应用和迅速发展。 目前国内外都相继将PCR用于病毒学捡验和研究，文献逐年 

增多，据 Medline CD—Rom文献光盘检索l 1987年至1989年分别为75、280和 860篇， 

1990年巳增至1697篇，美国巳出版了PCR专著。由于PCR具有敏感、特异、快速、简便 

等优点，巳在病毒学领域中显示出巨大的应用价值和广阔的发展前罱。 

一 ， PCR的曩曩和基本基序 

PCR扩增DNA的原理是l先将含有所需扩增分析序列的靶 DNA双链经热变性处理 

解开为两个寡聚接苷酸单链，然后加入一对根据巳知 DNA序列由人工合成的与所扩增 

DNA两端邻近序列互补的寡聚核苷酸片段作为引物，即左、右端引物。此引物范围须包 

括所欲扩增的 DNA片段，一般需20~30个碱基对，过少则难保持与DNA单链结合。引 

物与互~FDNA结合后，以靶DNA单链为模板，经反 链杂交复性 (退火 )，用Taq DNA聚 

合酶和 4种三磷酸脱氧核苷 (dNTP)按5 到3 方向将引物延伸，自动合成新的DNA链， 

使DNA重新复制成双链，然后又开始第二次循环扩增。引物在反应申不仅起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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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起着特异地限制扩增DNA片段范围大小的作用。新合成的 DNA链含有引物的互补 

序列，井又可作为下一轮聚合反应的模板。 如此重复上述模板 DNA加热变性——模板 

DNA一引物的复性——在DNA聚台酶作用下的引物延伸的循环过程，使每次循环后延伸 

的模板又增加一倍，亦即扩增 DNA产物一倍。经反复循环，使靶DNA得到大量扩增。 

扩增数量 (Y)，每PCR循环扩增效率 (E)与循环次数 (Ii)之问的关系如下式t 

Y= (1+E) 

设PCR扩增效率E为100 ，循环25次，靶DNA将扩增到 33554432个拷贝，即扩增3355 

万多倍J若 E为8O ，n=25，扩增数量则降~2408865个拷贝，即扩增产物约丢失93 

若E=100％，n=20，则扩增数量减为1048576个拷贝，扩增产物约减少97％。可见PCR 

primc rl s{23(+)一 Ch·LB< )一  C h．14(+ )̂  C L8．14(+)J V ~、 

T JH(一)̂  Ch．18(一)一  Ch．1̂(一)M 、Cu 8一̈ (一)— _一̂ M̂ 

At(Ld：18) B Normsl Ks y。lY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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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tit vye]e 22 0(rail]ion)vop]e g of hybrid 18q21--JH(±) 20 copleg of 18q21(+) 

●nd 20 copIe． of Jx(一 ) 

周 1 甩PCR忧扩杂交 28q21--JH DNA序列但对正常DNA序 不扩增的机理露解 

．̂由引物 18q21(+)和g【畅 JH(一)合成的杂交 18q21-JH(+)夏 ~8q21一JH(--)DNA序 

． 引钧与新台戒的杂交 18q21--IB(±)ONA序刊互补，并可反复成为B1畅的橇板。靶nNA按 

一盘式，r (1+E) 成指数扩增。其中 i-=扩增数量．E=PCR每一冼循环扩增教率．N皇循环次 

数。若E=100 qb．N=20．则最终扩增数量为2z。十拷贝。 

B．在正常染色体组型中，新音成的18q21(+)和 IH(一)DNA序 不能作为引物的楼板．其 

最终台成量按台式 yE2_X e计算．只有两个引物各20拷贝a式中 Y=扩增 (延伸 )数量．n鲁 

循环次数．e暑循环扩增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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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扩增效率及循环次数都对扩增数量有很大影响。 PCR扩增数量呈指数 累积不是无 

止境的，当作为聚合酶底物的引物一 DNA模板累积得相当多而现有酶量在额定时 间又 

不足以高效反应来进行全程延伸时，反应扩增效率即开始下降，PCR产物则呈线性而非 

呈指数累积。此外，当引物的延伸产物不能作为另一个引物的模板时。则靶 DNA不能 

按2 指数合成扩增，而每一轮次循环引物只能各沿DNA的一条链合成一个拷贝，以滤泡 

淋巴瘤病人中多见的含t(14}18)异常染色体组型的研究为例 (见图 1)，其合成量则 

按如下公式 ]l 
Y =2n xE 

A．由引物 18q2l(+)和引物 JH(一)合成的杂交 18q21一JH(+)及 18q21一JH(一) 

DNA序列，引物与新合成的杂交18q21一 (士)DNA序列互补，并可反复成为引物的模 

板。靶DNA按公式·r=(1+E) 成指数扩增。其中r：扩增数量，E=PCR每一次循环 

扩增效率，N=循环次数。若E=100％，N=2O，则最终扩增数量为2 。个拷贝。 

B．在正常染色体组型中， 新合成的 18q21(+)和J (一)DNA序列不能作为引物的 

模板，其最终台成量按公式· =2n x e计算，只有两个引物各2O个拷贝。式中 =扩增 

(延伸 )数量，*=循环次数，e：循环扩增效率。 

PCR方法根据引物不同，在复性和延伸温度、时间等略有差异外，其它操作大体相 

同。以扩增乙盱病毒DNA为例 ，其基本操作程序为 一1． 在微量离心 管中 顺次 序加 

入 t 

双蒸馏水50／zl，经处理病人血清DNA样品lOp】，10倍浓缩PCR缓冲液lO#l，DMSO 

1O 】，引物 I S1 50pM，引物 Ⅱ s2 50pM， dATP、dTTP、dCTP，dGTP各 1．5 

mmo]／L，混匀。 

2． 95℃变性 7分钟，加TBq DNA聚台酶2．5units和 石蜡油50#1。 

3． 72℃延伸 3分钟， — — — —J 
I 

4．94 变性1分钟 I 重复3—5步骤25次循环 
5． 550C复性 (退火 )1．5分钟 —— 

(最后一次循环 ) 
6． 72 0C延伸1O分钟。 

7． 扩增产物分析。可直接作电诛，核酸杂交、序列分析或分子克隆等。 

S1=5 一TcGTGTTAcAGGcGGGGTTT一8 ，对应于HBVS基因的 nt38—57 

s2=5 一CGAACCACTGAACAAATGGC一3 
， 相当于nt53l一55O互补链 

=、PCR 的特卓 

1． 特异性高·首次报导的PCR所用的DNA聚台酶是大肠杆菌的 DNA polymerase 

I的 Klenow大片段，其酶活性在90"C会变性失活，需每次PCR循环都要重新加入 K]e— 

now大片段J同时引物是在3 ℃延伸 (聚合 )，易产生模板与引物之间的碱基错配， 致 

特异性较差。1988年 Saiki等从温泉水中分离到的水生嗜热杆菌 (Stearophilus aqu~i— 

cus)中提取出遇热稳定的Taq DNA聚合酶，在热变性她理时不 牌僭 必在每次霸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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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扩增中再加入新酶，可在较高温度下连续反应，显著提高PCR产物的特异性，序列分 

析证明其扩增的 DNA序列与原模板 DNA一致 。扩增过程中， 单核苷酸的错误掺入 

(Misincorporation)程度很低， 其错配率一般只有约万 分之一， 足可供作 特异性分 

析” 。选用各型病毒相对的特异寡核苷酸引物，PCR能一次确定病毒的多重感染。如用 

HPVll和 HPV16型病毒引物检测 病妇宫颈刮片细胞， 可发现部分病人存在HPV u和 

HPV16两型的双墓感染” 。 

2． 高度敏感I理论上PCR可按2 倍指数扩增DNA十亿倍以上，实际应用已能将被 

认为是不可捡出的极微最的靶 DNA成百万倍 以上地扩增到足够检测分析量的 DNA 。 

能从 100万个细胞中检出一个靶细胞，或对诸如病人嗽口液等只含一个感染细胞的标本 

或仅含0．01pg的感染细胞的特异片段样品中均可检测⋯。 

3． 快速及无放射性；一般在 4小时内约可成完30次以上的循环扩增，加上用电泳 

分析、杂交或序列分析等，只需 1～ 3天便可完成。对检品纯度要求低，不用分离提纯 

病毒，DNA粗制品及总RNA均可作为反应起始物，可直接用临床标本如捧液、血液， 

嗽洗液、脱落毛发，细胞、活体组织等粗制的DNA提取液来扩增检测，省去费时繁杂的 

提纯程序 。扩增产物用一般电沐分析印可，不一定要用同位素， 无放射 性，易 于 

推广应用。 

4． 简便t扩增产物可直接供作序列分析和分子克隆，摆脱繁琐的基困库法'可直 

接从总RNA或染色体DNA中或部分 DNA巳降解的样品中分离目的基因，省去常法中须 

先行克隆后再作序列分析的冗繁程序。巳固定和包埋的组织或切片亦可检测。如在PCR 

引物5，蜡事先构建一个内切酶位点，扩增的靶DNA可直接克隆到M13mp19等有相应酶切 

位点的载体中n ]̈。 

5． 可扩增RNA或cDNAl先按通常方法用寡脱氧胸苷引物和逆转录酶将 mRNA转 

变成主链 eDNA，再将得到的单链 eDNA进行PCR扩增。即使mRNA转录片段只有100ng 

eDNA中的0．01 ，也能经PCR扩增1 g有242碱基对长度的特异片段 。有些外显子分 

散在一段很长的DNA中，难以将整段DNA大分子扩增和作序列分析，若以 mRNA作为 

模板，具IJ可将外显子集中，用PcR一次便能完成对外显子的扩增并进行序列分析。 

三、PCR在舞●学领域的应用 

1． 用于病原诊断和病毒基础研究·迄今病毒性疾病前诊断主要依 蜿 疫学方法、 

病毒培养朝核裴分子杂交等，前两种方法敏感性较羞，费时， (感染病毒后要经一段时 

间才产生抗体，培养及动物接种需时3周以上)、但阴性较多J而用爵位素标记桉酸探 

舒作分子杂交则有放射性。操作繁杂l如用非同位素标记探针则一般敏惑性较差。由于 

PCR具有高度敏感、特异、快速和简便等优越性，立即在病毒学及各方面迅速推广应用 

和引起激；}!{竞争．被认为是病毒捡测技术的一次革命，其最大市场是用在病毒性疾病的 

诊断上。据美国 Cetus和杜帮公司称t仅传染宿翦体外诊断l9BB年世界市场即迭12亿美 

元“”。而Cetus公司1988年将PcR用于AIDS诊断约达 4万次，每次费用约145美元，191~9 

年约为1150万次，每次费用降至lo美元，可见PCR有巨大的潜在市场。目前国内外都相 

饕用PcR素捻阚备{蝻 毒(见表 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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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免疫缺陷崭毒(HIV 
— l，2) 

人暗T群巴细胞寨毒(HT 

LV一 1．2) 

^啃B港E细强寅毒(日B 

LV) 

乙型肝j踅崭毒 

腮腺嶷崭毒 

脊髓囊厦毙崭毒 

^巨细胞崭毒(nCMV) 

单纯疤密寅毒 

E-B病毒 

^乳头抗癌崭毒(HPV·1 
-

． 5．e．8．12．13．1e． 

18．3O．31．32．柏) 

鼻崭毒 

置道崭毒 

风瘩病毒 

B19细小崭毒 

非甲非己肝炎翥毒 

B- 和，-c崭毒 

雅致免疫缺陷崭毒(SLY) 

篮舌崭崭毒 

plebe扣-拄堑旁角体崭毒 

(NpV) 

AIDS及血友崭患者血稚、 

精液、HIV感染的细胞培养 

物、经固定 石蜡包埋 的标 

本及血禳制 品辱 

慢性进行性脊■崭和淋巴细 

胞自血崭患者血液 

A JDS患者血禳，B淋巴细胞 

瘤 

乙肝患者血液 

骑脊椎．咽分泌物 

临床崭毒分离株 

AIDS及肾移植患者等柏血 

{良 碌及临床病毒分离株 

皮肤红斑组织及石蜡包埋皮 

肤标本 

肺移植患者肺组磬{S]osren 

综台征腮腺 

官颈癌．富颈非典型增生组 

织爰石蜡包埋组 磬{ 

患者鼻洗液 

患者粪便 

感染细胞培养物 

胚胎 胎盘及血清 

患者粪便 

器官移植童者瞄组织及尿 

血液 

分离崭毒株 

对虾瑚  

Sig．· 匠．o,rt B区 88 l3 

-- 107bp 

Pz(tI1)、pol区08一舶e-P 

，oJ，pZVH14区135----186bp 

S preS及CX区120"--820． 

$8— 550 b， 

F区，l11 bp 

ll T1． 97． 1lSbp 

B区 糖蛋白基因区．MIE及 

u 抗原基因I3o—l52．118． 

4l5 ，400--435． 157-- 2877bp 

复制蓐基因医．92 bP 

B‘mW 肘区 ．207-2矗2-p 

El基因．LI．off废 79bp 

全长“o—l50bp(HPV一1-。 

6420"-6539． 5：6940"-70"~4 

11：6749"-- B暑粕 ． 18 ：Be2l 

—

eT4B辱) 

5 端非编码区．179--588bp 

E1区 糖蛋白基因．124bp 

Pst I片段 3187--3290 

多角体蛋白基因区 

l‘ 

J5． 16 

‘． I7 

10 

19 

9． 2O 

2l 

22 

23 

PCR是病毒性痰病早期诊断的极有力的工具，尤其是对难以进行病毒培养和血清学 

检验的病毒蒜染的诊断有巨大作用。如用PCR检测AIDS病人外周血单核细胞(PBMCs) 

的HIV—l基因序列，在血请抗体阳性而细胞培养阴性的同性恋者中有“ 格出HIY—lI 

在血清和细胞培养均阳性的同性恋患者中 100 检出HIV-I~而在血请朔培养均阴性的 

对照者中PcR检诗亦为阴性。整个捡调在 3天内完成，而病毒分离需 3～4周 】。有报 

告用PCR检测HIV DNA可比血清检验提前35个月作出诊断。 

Larzu]等对PCR程序作了改进，采用相差l6℃的二步法检溯乙旰病毒。选择对Iq~BV 

基因组特异的l6对引物 Gc含量为31 ～73 ，引物长度为 15~31个棱苷酸，使扩增 

“ 舫 外 船 押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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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与HBV全基因组一致J同时从病毒颗粒琥慢性活动性肝炎病人旰脏提取DNA进行 

扩增，观察PCR扩增的特异性和效率，结果在HBV基因序列的XlX、C区和前S区即MD 

24／MD26、MD27／MD31及MD19／MD18的3对引物获得满意的扩增效率。用X区特异的 

引物对，有 1个分子的H BV DNA都可检出。这种自动PCR程序在105分钟内可进行tO次 

扩增循环，操作简便，效果与常法PCR相同 “。 

PCR能迅速查明传染源，在接种疫苗后发生脑膜炎及腮腺炎患者的脑脊液及咽分泌 

物等分离的16株腮腺毙病毒，经PcR扩增病毒F区基因片段后作序列分析，在111个核苷 

酸的全区域中，检测出 8个可变区J在任意两株病毒之间最多的有6处发生变化，占核 

苷酸总数的5．4％。在Iery!Lyuu疫苗株和Ucabe疫苗株之间、及疫苗株与分离自非疫苗 

相关性腮腺炎患者的野毒株之间有明显区别。对照比较证实，Urabe疫苗株是那些病饲 

感染的病毒源0”。 

PCR分析不需要所放大的DNA为完整的大分子，对部分 DNA巳降解的或巳包埋的 

标本都可检测，极有利于临床诊断。Shibata等对经福马林固定和石蜡包埋的 5~10．am 

薄切片，用PCR检测人乳头状癌病毒HPV 16和HPV一18，全检验过程只需 t天，在只含 

约2O个病毒拷贝的标本中都能捡出 HPV DNA，并与HPV一6和HPV一1l无交叉反应[ 。 

如同时用多对适合多种病毒的寡核苷酸引物作PCR,能一次测出多重病毒感染。Young 

等采用对应于HPV-11和HPV一16的寡核苷酸引物检测宫颈刮片细胞的HPV DNA，可同 

时检出部分患者存在HPV一11和一16型的双重感染” 。 

Salimans等用 3种方法检阕B19细小病毒作了敏感性比较 ”，结果用缺 口翻译DNA 

探针作点杂交能检测出相当于血清中含 1O 个病毒颗 粒的 2 Pg的病毒 DNA， 放射标记 

RNA探针点杂交可测出相当于 10‘个病毒颗粒的 O．3pg病毒 DNA，而 PCR可检出少至 

lfg(=10 。g)的病毒 DNA，相当于10~50个细小病毒颗粒。 

以人巨细胞病毒AD169株的EcoRI D片段末端的130bp和152bpDNA作PCR扩增，在 

5m moJ／L的 Mg”条件下用Taq聚合酶扩增，152bpDNA片段始终高于130bp片段，只 

霈 1个AD169感染细胞或O．01pg的AD169DNA即可检出。同时用PCR和病毒培养检验37 

份尿标本，35份结果一致，有 2份仅PCR阳性。说明PCR扩增152bp DNA片段能敏感， 

特异地检测HCMV感染，可用于临床病毒分离鉴定和外周血液等标本捡验，省去分离目 

的基因需反复酶切和构建亚克隆的繁琐程序。 

由于PCR可扩增DNA．RNA或eDNA，能简易直接进行分子克隆和序列分析，对病毒 

感染的致病机理，潜伏性感染、遗传变异等病毒基础研究具有巨大作用。例如在HIV的 

多重感染患者中，有些人体细胞内有多选 种HIV遗传变异株，迄今通用的方法是用人 

细胞培养，经传代数次增殖病毒，然后挑选单株精毒扩大培养，才能进行HlV变异性检 

验，而PCR却可将单株病毒空斑无须经过进一步增殖便迅即扩增足置的特异DNA供作序 

列分析和遗传变异检验。结果表明，有的病毒基因组是不一样的，从人体分离蓟的一组 

病毒，有的可能是寐毒混台体。其中一个有意义的发现是HIV也有缺陷型，这些病毒经 

突变产生一种嵌合在编码氨基酸序列位置上的称为 “终止密码子 的短序列，有阻止病 

毒DNA在细胞内表达的功能。预期此重大发现有可能查明为什么HIV有的株系会比另一 

株系更具致病力的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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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脑脊液中mV一1原病毒和神经系统疾病的关系，Shaunak等用PCR对3l例HIV 

一 1阳性病人的脑脊液中有核细胞检测HI、0l原病毒的gag和env序列，并与盱占床和放射学 

检验比较。结果 2l例查到原病毒．其中2O人的神经系统有异常。在另外 6例设查到原 

病毒的患者中，全部神经系统正常，跟踪随访 8～12个月，有 4例的神经系统一直银正 

常。表明PCR检测病人脑脊液中有核细胞的HIY—l原病毒序列，可早期、快速和直接提 

供神经系统受损的证据 。 

选择从AIDS病人中分离出的嗜B淋巴病毒中高度保守的pol片段的135 bp作引物进 

行PCR扩增，可鉴定与Mason-Pflzer猴病毒 (MPMV)和猿反转录病毒 1高度相似的非 

特征性的反转录病毒““。 

在无脊椎动物病毒方面，已报告选用昆虫杆状病毒属的苜蓿银纹夜蛾多粒包埋核垄 

多角体病毒 (Autographiea ealiforniea multiple nuclear polyhedrosis virus。简称Ac_ 

MNPV)的多角体蛋白基因序列的高度保守区核苷酸作引物．进行PCR扩增。以检测主 

要侵害海水养殖对虾的 Plebeju s杆状病毒 (vBv) ”。 所选 AeMNPV多角体蛋白基因 

片段与其它有关的昆虫杆状病毒相对应的基因序列只有 5个以下的棱苷酸不同，差异极 

少。 一 

在病毒基础研究中，PCR可摆脱繁琐的基因库法，通过设计不同的引物可构建一系 

列点突变、插入突变、缺失突变及重组体等来进行基因表达调控研究，表达产物的结构 

功能研究等，亦可使PcR引物的5 端含有某些酶切位点，启动子或标记引物，扩增片段即 

可用于重组、转录或制成探针，供作快速、特异检铡和病毒鉴定。国内也巳合成了与意 

义链和反意义链核苷酸157--2877、1846--2877之间互补的两对HCMV DNA~I物，从含 

HCMV B基因的重组质粒pBHI DNA中扩增和分离B基因编码区段 (2．7kb)及其产物糖 

蛋白 52kDa抗原决定簇 编码区段(1kb)，以研究HCMV B基因片段编码产物的功能tt。]。 

2． 用于肿瘤 的病毒病因研究；对于宫颈癌．肝癌和鼻咽癌等与病毒密切相关的肿 

瘤，可用PCR检测有关病毒在细胞基因中的整合状态和位点，研究病毒和肿瘤的关系。 

如取宫颈癌细胞以PCR检测HPV DNA，发现大部份病例 的癌细胞中只存在HPV-16a， 

而不见HPV一1曲，表明肿瘤除与某些型别病毒有关外，与病毒的亚型有重要关系。 

肿瘤基因突变以点突变最多见 ，从基因水平上捡满较困难，应用PCR分析砸0易解决。 

如 肿瘤基因e—ki—rB$的激活是因第l2位氨基酸的密码子GGT突变为 TGT，着 以人结腭癌 

细胞DNA为模板，用PCR扩增e—ki—rys的第l2位氨基酸密码子上游31bp至其下游76bp处 

的1 08bp DNA片段，进行序列分析，或利用等位基因特异性寡核苷酸探针 ASO-GIy和 

ASO-Cys与PCR产物作分子杂交，即可检查基因是否发生点突变 ]。 

PCR亦可用于抗癌基因的作用机理研究。最近研究表明，病毒基因的某些产物可与 

能抑制肿瘤形成的抗癌基因 (Anti—oncogene)一Rb基因产物P53结合，从而干扰抗癌基 

因的活性，导致细胞转化。如多癌病毒的LT或MT基因、腺病毒的 EIA基因、人乳头状 

瘤病毒 (HPV一6、HPV一16)的E7基因产物都能和 Rb基因产物结合，能抑制其抗癌活 

性 ，引起细胞转化。 因此可用 PCR来 观察病毒基因对抗癌基因的作用、变化和影响。 

3． 用于病毒免疫学研究：PCR是研究病毒核酸、抗原和抗体三者之间的关系、研 

究病毒与 自身l竟疫性疾病的关系的有力工具。Farzadegen等对l椤l无症状同性恋患者，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宿 毒 学 杂 志 第6卷 

甩ELISA厦免疫吸印法检测HIV—l抗体阳性后在6～12个月转阴，其后两年半抗体持续 

阴性，其血清HIV—l P24厦外周血单按细胞HIV—l培养_亦均弭性，但用PCR进行HIV一1基 

因检测，在抗体转阴后6～18个月的患者外局血单核细胞中均检出HIV一1前病毒 DNA””。 

另有报告在 1例经ELISA、免疫吸印法和放射免疫沉淀法检查HTLV一1抗体均阴性，用 

Southern吸印法检查瘤组织DNA的HTLV-l亦为阴性、而被误诊为何杰金氏病的HTLV- 

相关淋巴瘤病人，以 PCR从其淋巴瘤组织DNA中检出 HTLV-1基因。此外，曾报告在 

sjogren综台征患者腮腺及外局血淋巴细胞中用PCR检出EB病毒序列，认为EB病毒在其 

中噫性感染，可能使这些组织成为免疫攻击的对象 ’ 

PCR还可用于检测血液制品及疫苗，亦可利用巳知特异抗原蛋白基因片段，经 PeR 

扩增后表选出所需的抗原蛋白(融合蛋白)，用于血清学检验，以解决由于抗原成份复 

杂而致血清学检验结果不规律的问题。 

4． 用于抗病毒药物研究l近年抗病毒药物的筛选由过去带有一定盲目性的台成转 

为舒对病毒复制周期的各个分子程序为攻击靶点柏设计台成，其焦点是发展能阻断病毒 

感染或致病环节的新药物。其中抑制病毒基因组复制是重点研究之一。目前巳知病毒基 

因组复制的酶、三磷酸核苷的形成和利用、病毒RNA或DNA摸板、基因组延伸等，均 

是可被抗病毒药物攻击的重要粑点。如人工台成的寡核苷酸可与病毒核酸模板结合或相 

互作用而阻止病毒基因组的复制I将校苷类似物掺入病毒基因组，使病毒 DNA突变或断 

裂，干抗 DNA合成等。因此可利用 PCR检测和研究抗病毒药物的作用效果I用PCR分 

折用莉后 DNA的突变或扩增用药前、后受试标本的病毒DNA，以观察药物对病毒复制的 

变化，亦可将病毒RNA反转录成eDNA后再扩增，然后观察药物对病毒转录的影响。 

四，譬一PRC的有关因素夏其处理 

1． 相对特异性l PCR产物的特异 性主要取决 于引物链的特异性。 由于存在同源 

序列，睦意设计的引物链，其 PCR产物在电淋分析时可能出现多条电泳带。 因此在设 

计引物链要考虑其绝对特异 性和相对特异性。前者指两条引物链的核苷酸序列只与靶 

DNA片段互补I后者是指两条引物链的核苷酸序列及两者之间的DNA长度对靶DNA片 

段是特异的，但亦可与其它区域的 DNA片段互补，而其PCR产物的长 度与粑 DNA片 

段的扩增产物的 长度明显不同。应根据引物 1和 引物 2之间的DNA片段长度， 预计 

PCR产物的大小，井与电泳分析的 DNA片段大小比较，或用寡聚核苷酸限制性内切酶 

片段分折 (Ollgomer restriction analysis，又称 OR分析 )，或用分子杂交，核苷酸序 

列分析来测定。 

2． 复性温度与时间t 引物与变性 DNA的复性 (退火)温度对 PCR的特异性有影 

响。复性温度由引物的碱基成份决定，可由下式计算t 

Td=4(G+C)+2(^+T) 

其中 rd为复性温度。 在低温度 (如37℃ )下复性， 可出现比扩增 DNA序列长的 

非特异扩增带I而在55～6O℃复性的扩增带一般是特异的。复性时间过长或过短 (应≥ 

30秒 )都会增加非特异 的扩增。 

3． Taq DNA聚合酶扩增的特性性受 PCR循环次数及延伸时间与温度的影响t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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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次数太多使延伸时间拖长和 Taq DNA聚台酶单位用量增大，可能导致非特异 DNA扩 

增J循环次数太少，则不能得到充足的扩增产物。温度不适宜会影响扩增产物数量，故 

延伸温度一般应高于复性温度。 

4． 标本中存在某些杂质如细菌蛋自质和 Taq DNA聚合酶抑制因子。 痕量污染物 

即足以抑制 Taq酶活性，须注意避免污染和 去除标本中杂质，如将标本加热煮沸使抑 

制因子与 DNA分离，并过Sephadex G一50柱以除去抑制因子。 

5． 细胞和细胞器的崩解、核酸酶的激活等均可使待检的DNA降解，降解的DNA 

是 Taq酶作用的良好底物，能与靶DNA竞争，从而扩增大量非特异 DNA，这种非特异 

性结台会使背景干扰 (hack gro~md noise)超过了前景信号 (fore ground s gM1)量宝 

响PCR循环扩增效率，减少特异性DNA扩增产量。 

此外，不适宜的反应条件如二价离子不适台、引物、酶及盐的浓度不 当等也能降 

低PcR循环扩增效率。 

6． 污染质粒 DNA或在标本处理操作过程伴随污 染阳性物质 。 由于 PCR产物能 

作为底物并可反复成为复制的模板，扩增的产物可能续传污染 (Carry o er)， 由一个 

反应带进另一反应a在操作中因骤开反应管 时产生的空气 溶胶可能导致 PCR产物在实 

验室识聚，典型的可由PcR扩增达百万至十亿倍。 为避免续传污染影响结果或出现假 

阳性，可考虑用套巢引物对 (nested primer pairs)[s73。 即先用外；l物扩增 40次循环 

后，将一部分反应液加到含有同外引物相对应的内引物对的第二反应液中，然后继续进 

行扩增反应。这样在实验室中由内引物积聚的物质就不能成为起始抖引物对的模板，所 

延伸的扩增产物便为 内引物对所限定的区域片段 

判断 PCR阳性结果是否由于质粒 DNA污染所致， 可选用跨越病毒 DNA克隆进载 

体的位点的引物对。如果一引物与寤毒序列互补，另一；f物与载体序列互补，其扩增的 

唯一底物就是重组质粒。所以若出现 PCR阳性结果，表明标本是受质粒 DNA污染。另 
一 方法是选用抗 污染引物对 (anti—contaminat Jolt primers)，更适用于环状分手的靶 

DNA序列 (如 papovavirus基因组 >。此引物所扩增的是跨越病毒克隆进载体的位点。 

其区段只存在于完整的病毒粒子 DNA中， 而重组质粒在克隆位点连接处被 分 成 两 区 

段。因此，如果重组质粒污染了反应混合物，也不能扩增，或即使出现扩蜡，其产物也 

不会是预期的大小。只有病毒粒子 DNA才能生成正确大小的产物。 一般在选择阳性对 

照时应慎重，避免使用重组质粒DN'A作PCR的反应指示。 

7． 假阴性l Hart等用 PCR检铡21侧 HIV阳性血清，发现 1例的DNA和 R'NA蚜 

阴性。0u等也发现儿例阳性血清标本中有 6倒是 PCR检测 HIV阴性 。 作者建议使 

用多对引物对来避免假阴性。结果，当用 3对引物时，有的标本对其中一对或两对引物 

出现阳性，对阴性结果可用无病毒存在来解释。 对用 PCR检剩 HIV， 亦可选择基因组 

的保守区序列如 SK38／SK39及SK68／SK69作引物对，来避免假阴性。 

8． 注意实验室工作隔离，将PCR前处理和后反应操作分开，使待测 DNA与产物 

DNA分开。最好将{(1)标本处理 、 (2)反应混台物制备和 PCR酶扩增、 (3)产物分 

析及(4)其它分子生物实验操作如翩备重组质粒等分开，设专用超净工作台。同时加强 

实验管理，小心操作，处理 PCR标本和试剂瘦像处理传染因子一样严格} 使用进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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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样，避免用一般空气驱动的吸管操作，造成气溶胶污染。 

五、PCR豹应用前量 

PCR不仅用于病毒学领域，井巳用于细菌，螺旋体、立克次氏体，衣原体、原虫 

等方面的临床检验。在医学上用 PCR扩增 病理标 本中待铡 DNA片段， 分析其酶切片 

段的长度多态性 (RFLP)，或直接进行序列分析、或用等位基因杂交， 或与稀有金属 

离子螫合物寡核苷探针结合，可以筛选与某些基因病相关的等位基因，进行移植物的配 

型，对自身免疫性疾病如对人类组织相容性抗原 (HLA)作快速基 因型 多态 性分析、 

DNA分型和 T细胞受体 的基因分析，进行遗传病、传染病的诊断和鉴定分析肿瘤基因。 

检验标本范围不断扩大，用单个细胞、精液、粪便、尿液等均巳直接扩增。亦可用于捡 

弼一些不易获得的微量标本如人体活检组织，或含病原极少的标本如食品，环境及饮水 

中的微生物。利用一根头发、微量 血迹、精斑等 微量检品均 可作 DNA体外 扩增和分 

析，以作法医学中个人识别及亲子鉴定等，使法医物证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基 

因工程应用上更是潜力巨大，如用PCR进行基因克隆、确定eDNA基因整合状态、筛 

选高效稳定表达的细胞克隆株及对eDNA基因转化的细胞克隆进行鉴定等。 

近年来对 PCR的引物与应用方法不断有新的设计和改进， 形成了 一系列新技术， 

如反相 PCR、周相 PCR、应 用混 合 引物的 PCR【3 、 SOE技术 ，CCA技术 、GAWTS 

(Genomic Amplification with Transcript Sequencing)‘。”， DARTT、 PATTA 

(PCR Aided Transcript Titration Assay) ”等。 其中 QR复制酶反应 (Q—bets 

l~epliesse Reaction，简称 QBRR)被认为是 PCR的镜像但比 PCR更优越。此技术主要 

是利用 Q卢噬菌体感染大肠杆菌 QI3获得的 Q 复制酶来扩增特异性 RNA探针，按指数 

高效合成 RNA分子拷贝。其主要程序是先制备222个核苷酸长度的重组体 MDV-1 RNA 

分子模板，将选自恶性疟原虫(Plamodium faleiparum)的21个核苷酸长度的特异性单 

链 RNA序列插入，构建一 RNA探针}继而通过 RNA杂交 试验， 将未结合 的 MDV一1 

RNA洗脱，然后用具有病毒 RNA聚合酶作用的 Q,s复制酶扩增此杂交序列。 这种重组 

体 RNA分子具有既作为特异性探针与靶 DNA杂交，又可作为 Q卢复制酶模板进行扩增 

两种功能。在产物链延伸台成后，产物链和模板链又可作为下一次循环合成的模板，反 

复循环成指数扩增。QBRR开始反应时只有 0．i4fg(1．4×10 ‘g)重组体 RNA(1000 

个分子 )，经30分钟扩增，可产生129rig(】．29×10 g)重组体 RNA产物， 相当于扩 

增lO亿倍“”，扩增大量RNA产物足供不用同位素的非放射性检测如测热法、电泳等分 

析。省去一系列的热变性循环处理和检查程序。 

Taq DNA酶的使用促进了PCR反应自动化的不断改进，国外巳有每小时可作48个 

标本扩增 DNA的 PCR “Phast系统 仪器出售J Cetus公司正在推出 96孔的能 连续65 

小时作 l万 次循环的 PCR自动热循环控制装置“ ，看来在耐热 DNA聚合 酶的 研究及 

改进非特异扩增以加多 PCR循环扩增次数的应用研究可能又有新的进展 。 复旦大学遗 

传学研究所研制 的耐热 DNA聚台酶巳小试成功，发酵单 位达到 i000单位／立升， 纯化 

后比活性大于 4000单位／ml，已获美国及西德两公司认可“ ，国内的 PCR技术必 将在 

备方面得到迅速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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