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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PCR法检测献血员单个核细胞中的CMV—DNA 

孟潞英 周 宗海‘ 张文炳 彭华国 

(第一置医大 学微生物学教研室 

提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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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O7份 自愿 献血者新鲜血标本 和22份 库存血标本分 别用PcR 捡测单 个核细胞中 巨细胞 

病毒DNA(CMV—DNA)和用ELIsA捡测其血 浆中cMV—IgG。 结 果 CMV—DNA 阳性率达 

80．4帕和77．3帕．CMV—lgG阳性 率为65．9师。其 中cMV—IgG阳性 者 ．基本 上都携带cMV— 

DNA；CMV—lgG阴性 者，亦有部 分携带cMV—DNA。因此 认为 献血 员血液中 CMV高带毒 

宰应 引起临床有 关部 门的矗度重视 ；PcR是筛 选无传播 CMV危 险性 血 l碴制品 的最可 靠方 

法。 

关键词：自愿献血者人口细胞病毒 聚合酶链反应 靳後 锄  
输血是传播巨细胞病毒 (C ytom egalovi rus，CMV)的重要途径，经输血感 染 CMV 

可致早产儿和新生儿严重痰患甚至死亡 ，对血清抗体阴性的免疫力低下病人、孕妇和 

器官移植受体也具有极大的威胁： 。判断献血员和血液是否具传 播 CMV的危险性，以 

前因检测手段有限，主要采川血清学方法。近年来有报道甩DNA杂交法探讨献血员血液 

中cMV带毒状况 ”。我们用聚台酶 链 反 应 (Polyme rase Chain Reaction，PCR)检 

测了】0 份献血 员新鲜血标本和22份血库血标本单个核细胞中CMV—DNA，亦比较CMV一 

】gG检出结果 ，从DNA分子水平揭示了献血员血液中 CMV的带毒状况，为血源 的应 用 

及质 量的提高提供新的理论 指导。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 标本 ：南方 医院血库当 日献血者新鲜抗 凝血 107份 和血库库存血22份 ．每份 l一 2 ml。用 

淋 巴细 胞分离 液 (密 度1．077g／ml，上海 试剂二厂 )分离单 个 核细胞屠 ，继之抽提DNA：加 10弼 

sDs至终浓度为0．5师，37℃水 浴 30mln，先后用等 体积水饱和重蒸 酚和氯仿／异 戊醇 (24：1)抽 

提 2次，去 蛋白；加 1／10体积NaAc(3mol／L，pH5．2)和2．5体 积无水 乙醇沉 淀DNA；用 75帕乙 

醇洗 涤 卫次 后真 空抽千 ，加 50P．1 TE(10mmol／L Tri s—HC1， 0
． 1mmol／L EDTA—Na 2，pH8．0) 

溶 解DNA。 

本文于1e91年 1月29日收到，199．~年 7月30日修 回。 

} 第一军医大学附属南方医院烧伤科，广州51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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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PCR试 验： 引物对 的设 计与台成 均同前 【51： 

P1： 5l_dGCA GAGCTCGTTTA GTGA ACC一3’ 

P2． 5’一dGGCACGGGC A ATCCGCGTTCC一3 

在 0．5ml Epp endorf管中加入 下刊 试剂(总量50 1)： 引物一1(P1，60ng／~1)1 ．引 物一2(P2， 

60ng／ 1)IN-l，dNTP(2mm01／L)5 1．10×buffer 5 P-I，待铡样品5 l，无菌三蒸东 补足至50 l。上 

述混台 物 100℃煮 沸10min~ lTaq DNA聚台酶 (Promega Corp．USA)1．25e／管 再加一滴 无菌石 

蜡 油覆 盖液面 。用 PCR仪 (ER1COMP INC．USA)扩增 ，循环温度 时问为 94℃ 60S~55 qC 45S 

．．72℃ 90S，共进行 35个循环 ，最 后 一个循环 时 72℃延 长 5min。 

取 10 1扩增产物 进行3嘶琼脂糖凝 胶 电泳 ，溴化乙锭 (1~g／m1)染色 后 紫 外灯下观察特异 的 

DNA带 (133bP)。 

三 、对照 ：FICMV阳性对 照为人 胚肺 二倍体细胞 培养的CMV—AD-·9标 准株DNA； 田性对 照为 

单 纯疱疹病毒 (HSV )DNA、EB病毒 DNA和正 常人胚肺细 胞 (FIEL DNA。 

四 ELISA试 验：每份血 液标本在 分离 单个核细 胞吼前 取血清用 ELISA Kit(北京解 放军302 

医院病毒室 )检测其CMV—lgG，方 洼参照试 剂盒说 明。 

结 果 

一

、 CMV—PCR的特异性和敏感性 

在 巳建立的实验条件下 ，用PCR仪进行试验，获得 良好的特异性和敏感性结果。 

所有 阴性对照 (HSV-DNA、 EBV-DNA、 HEL—DNA)扩 增后 均未 见 电泳带 ， 只 有 

阳 性 对照 CMV—AD B。DNA扩增 后产生 特 异的 133bp DNA电泳带。 用 HCMV—AD 。。一 

DNA—EcoRl J片段定量检测，PCR最小检 出量为0．1fg DNA片段，相 当于 6个基因拷 

贝。 

二 、PCR~DELISA检 测献 血 
者新鲜血标本结果 寰

T 

PCR

⋯

~ EL ISA

。 。 

PCR检测 107份献血者新鲜 fr0m bl。。d d。⋯ 。hT PcR and ELIsA 

血液单个核细胞中cMV—DNA的 ——————————— ——一  

阳性率为80．4％(s~／lo7)J同时 PCR(Dete⋯ct；”ng cMV D r*A)总 计 

检测22份血库 库 存 血 的 。MV一 — ——— 一 T 1 

DNAm傩率为77．3％(17／22)。两 (Positire)(Negatlve 

者之间无明显差异。ELISA检出 —— 1A——— —— ————— ——— 一 
CMV—IgG阳 性率为 65．9 (7ol (捡 cMv—IEG)P。 im。 

107)， 比较PCR和ELISA检测献 ELISA(Dm cting 阴性 20 l 7 37 

血员血标本结果 (见表 )，发现 一 gG) g ” 

cMV—IgG阳性者 ，CMV—DNA检 总计(Tot I) 86 21 107 

出也基本阳 性(so／~o)，只 有 4 — —  

例例外 CMV—IgG~q性者，单个核细胞,CMV—DNA检测则有20／37为阳性 (占54％)， 

有l 7／37为阴性 (占46％)。 

●0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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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本文通过 PCR检测 1 29份血液标本，揭示了献血员血液中 CMV—DNA阳性率可高 

达77．3 一80．4 ，所得结果与 Stanie r(‘ 和 Morris 所做过的少量标本的类似试验相 

近。如 Stanie r用PCR检测了30份献血员血标本CMV—DNA~]性率为83％ (25／30)。也 

有人的类似研究获得 较低的 CMV—DNA检出率 。其原 因除了可能与不同地区人群差 

异有关外，主要与方法学有关 。首先PCR是至今检测病 原 最 敏感的手段，其敏感性比 

DNA杂交法高 1 0000倍 ，故张平等人用地高辛标记探针检测正常供血者自细胞中CMV 

— DNA阳性率为 48．3 (29／s0)⋯。再者，CMV感染人体后，血液自细胞为其潜伏的 

主要场所 ，而在血清中含量极少 ，故王秀坤等人用 核 酸 杂 交 法 检测献血员血清中 

CMV—DNA只获4．3％ (：／46)的阳性率⋯。由此可见，采用 PCR技术，台理地选择和 

处理标本，有利于如实反映献血员血液中CMV带毒状况。 

同时还发现献血员新鲜血液与库存血 标 本 中 CMV—DNA带 毒 率之间无明显差异 

(8 0．4％一77．3 )。虽然有人从分离培养结果推侧新鲜血比库存血更容易传播 CMV[．]， 

但 由于CMV感染可 由潜伏感染 的细胞传播，而新鲜血和库存血 CMV带毒率无异，故具 

有传播 CMV的同等危险性。 

结果显示，CMV—IgG阳性者大多数携带 CMV—DNA(66／70)，少数未能测到 CMV— 

DNA(4／7o)可能是由于抽提DNA方法不当，或其它技术问题而导致假阴性。此 外如果 

标本中待检CMV—DNA保守序列有所变化，也会导致扩增失败，出现假 阴性。故有人建 

议用两对以上引物筛选标本以防漏捡。 

另一方面，CMV—IgG阴性者，体内单个核细胞中也有2olaf携带 CMV—DNA。CMV— 

IgG阴性携带 CMV—D A者是一种带毒状态，表 明曾感染过CMV，经过一段时间后血清 

反应阴转，但CMV—DNA仍潜伏在单个核细胞中。以往筛选血清抗体阴性血液制品不能 

杜绝发生输血后 的CMV感染 ”可能 与此有关 。因此，血清学方法虽可间接地反映血液 

制品的带毒状况，但由于敏感度低，不足以筛选完全安全的血液制品，尚可用PCR法予 

以补充 

总之，本文用PCR方法从分子水平揭示了献血员血液传播CMV的危险性，建议在特 

殊需要情况下，可用PCR法筛选血制品，以降低输血后CMV感染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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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on of CytomegaloVirus DNA in Mononuclear Cells 

from Blood Donors by PCR 

M eng Luying Zhou Z onghai Zhang W enhing Peng H uaguo 

(The First M edicaf CoHege of PLA，Guaagzhou 510515) 

1 07 fresh hlo od specim eItS and 22 blood speclin ens f rOITI tbe blood bank 

we re detected by polyme rase Chain reaeti on(PCR ) and ELISA．The positive 

pe rcentage of detecting CM V DNA in the leukocytes of the blood specim ens 

by PCR is 77．3—8O．4％ ．Meanwhile the positive percentage of CMV-IgG in 

the plasma by ELISA is 65．9 ． CMV—DNA wa s always pe rsisted in the blood 

specimens that i§ fie ropositlve． W heu CM V—DNA was uegetiYe， so~3te of them 

ea r ried CM V—DNA ． It is C oncluded that people should pay m ore attention to 

the serious situation of blood p roducts carrying CM V， and PCR is the m ost 

reliable method l or sc reening CMV—DNA negative blood products． 

Key w ordsl V oluntee r Blood Donor Cytomegal ovirus(CMV) 

Polyme rase Chain Reaction(PCR) 

欢迎参加How-to函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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