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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和生物素探针对HFRSV的检测和分型的探讨 

唐家琪 李越希，／李先富 潘秀珍 郭恒彬 张 云 
--————，一 r— ————一 V 

饵r京军区军事医学研兜所，南京 21~092) R 修≥ 

提要 分析比较肾综台征出血热病毒(HFRSV)75／l18株和It2：株的按苷馥序列，根据引物设计原则 

及检测分型的目的，设计并台唬了3对弓f物。1对弓f物取于两毒株间的高嗣源区段，作为共同引物和 

外引材·另两对弓f物取于两毒株阿的低同源区段．分别作为野鼠型引物、家鼠型引物和内弓f物。建立 

了DNA聚合酶链反应(POt)和l~cst PCR方法 ，并用l~cst PCR台成了两种型特异的生物素探针． 

PCR检测 7B／l13、 、陈、It2、Rn5个毒株，用外弓f物时均扩增出 1条约3O0bp的条带 ；用内弓f物的野 

鼠型引物时 ，除如 株之外 ，其余 4株均扩增出 1条约 70bp的条带。斑点杂交试验证实了PCR检测 

尔干姬 

鼠型、小鼠型 6个血清型[】]。我国的HFRSV称为流行性出血热病毒(HHFV)，分为野鼠型、家鼠 

型两个血清型。其野鼠型代表毒株有 A。株等，与朝鲜出血热代表毒株 76／i18株等同届姬鼠 

型·其家鼠型代表毒株有 2株等，与日本SR—II株同届大鼠型。HFRSV的正确分型，对流行病 

学调查，疫苗研制、临床治疗均有重要意义。由于二者抗原关系密切，交叉反应严重 ，用免疫学 

方法分型很困难[2 ]。许多学者对单克隆抗体分型寄予希望，应用单克隆抗体的RIP和 West． 

era-blot可以证实两型HFRSV G 和NP蛋白分子量存在差异口]。由于抗原漂移及毒株问基因 

重组造成的表型差异，有些分型结果可能含糊不清．HFRSV为负链RNA病毒 ，由L、M、s3个 

基因片段组成嘲，zs／ns、sR—l1、R∞等毒株的M、S片段序列已研究清楚口 。本文在详细分析 

比较上述 3株IfFRSV基因编码特点和核苷酸序列的基础上，设计、合成了共同引物、型特异引 

物 ，用RNA逆转录及DNA聚合酶链反应(PCR)对 HFRSV进行检测及分型。 

材料和方法 

l 引袖的设计与合成 用计算机基因组程序处理分析76／118、It2：、SR-11 3十代表株的核苷酸序列．根据引 

物设计原则和检测分型的目的，—对共同引物(外引物)选于M片段，其左侧引物同讶c于 76／118株cDNA3239 
— 3256段 ，为 TAAATGGGAI~I"TCTGAG-3~I其右侧引物互补于 76／118株cDNA3535--3522段，为 — 

TGTTAGATATrAĜ G一3，，扩增段全长为298 ．型特异引物(内引物)选于 M片段扩增序列当中，其左僵I引 

物同源于3451--3466段，右侧引物互补于3521--3503段，扩增片段全长为 71bp。其巾野鼠型引物根据 76／118 

株序列设计，左储引物为5r-GCT从 A'ireTGTGAC T．3，．右侧引物为 5f-TATACTGGA ATATA-3 ；家鼠型 

引物根据 Pm株序列设计，左侧号『物为 一AATOCTACCCATTAA T．3I．右侧引物为 5'-CCAGGT--TAAGTT 

，本文于 1933年3月 15H收到 ，6胃28日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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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o3'。上述引物用B 州 Ⅻ 381A合成仪合成． 

2 毒辕和菌株 }Ⅱ删 的 株、R 株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所杭长寿研究员惠赠．上述毒株均在 

Veto-F4细胞中增殖．其中的A．株、R≈株经克隆化纯化后分别传25代和 10代。古76／118株M片段cDNA的 

质粒P腿 ，丑(转化在m l“细菌内)系军事医学科学院八所夏东翔博士惠赠．含 株M片段cDNA的质粒PUCn 

(转化在JM103细菌内)系杭长寿研究员惠赠。 

， 质粒的扩增和提取 取苗种斜面保存物少许接种LB液体培养基．37"C振荡培养过夜．将活化菌接1 接 

种量转种于三角烧瓶中培养．每瓶含 LB培养基 2O0ml(含氮苄青霉索 100~ m1)．37"C继续振荡培养 14b。收集 

培养液，离心取湿苗．用碴变性法抽提质粒．再超建离心分离出超螺旋质粒．-20"C保存． 

● 目的 片段的酶切和回收 根据计算机检索．在M片段cDI,'A上选择合适的酶切位点．用P宕【1酶将插 

在质粒 P豫； 上的 76／118株 M片段 『A切下．回收后再用EcoRV酶切．回收约 1．0kb的 cDNA片段。用 

BamHl和EcoRI双酶切，将插在质粒P【 ”上的R≈株M片段末端约 BOObp的cDt,TA切下。用低融点琼脂糖分剐 

回收上述两个目的片段c1)NA，溶于'rE(pHi．0)液中．一20℃保存，作为探讨PcR条件和制备生物索探针的模 

板。 

s }Ⅱ删 RNA的提取 取组织培养标本加等体积 40 的PEGG000．4℃作用 lh．104300r／rn~n离心20n'dn．弃 

上清。沉淀用异硫氰酸胍／酚／氯仿(AOPC)处理 ，即每份标率溶于 I)S溶液(J．0~ ／L)异硫氰酸胍 o．5 s 

cozyl~．25retool／L拧椽酸钠 7．4．0．1n'~／L2-琉基乙醇)5 中再依次加入2m(d／LNaAC(pH4．o)100)d．酚(水 

平衡)so)d．氯仿／异戊酵(49 I1)10o)．d。倒置轻摇混匀，振荡 10s，冰浴 15rain，4"C10000r／rain离心 15min．沉淀 

用75％呤乙醇洗涤．真空抽干，最后用DEPC(FlukaOa~nie．AG)处理过的H：O40~1溶解RNA，20"C保存供逆转 

录用，操作用器械和试荆均需用ⅨK 处理的HzO荡洗． 

1 逆转晕反应和 PCR扩增 所用试；f!【、教量离心管、热循环扩增仪为 PE公司产品。首先向0．5ml微量离心 

管内依次加入 25mmol／L 4)d，10×Buffer 2lL1．灭菌去离子水 1 ，lOmmol／L．dATP、dCT'p、dGTP、dWFP各 

，RNa吕eInfloW．totlpl(1u)，AMV逆转录酶 llA(2．5u)．0．15tm3ol／L左侧弓渤 1．模板2 ．总量为 2 1。混匀后 

将离心管放热循环仪内 39"C逆转录 25mir,，再作 99"C 5min．5"C 5 n处理。向原离心管加上述 MsCl~ ． 

Buff时舢 ， 0 63． ，左、右恻引物各ad，TaqDNA聚合酶 0．5~i(2．5u)，总量为 lO 1。混匀后加灭苗石腊油 

4 放热循环仅内进行扩增．通过比较不同变性条件、复性条件、延伸条件的扩增结果．确立本系统的扩增参 

数． 

T 扩增结果的检 取扩增产物 6Il1，与漠酚兰电泳上样液 2 I混匀后作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胶浓度为 

12 ，电诛缓冲液为 l×T髓 ．100V，电辣血 后取下胶块，用EB染色 l(]min，在紫外灯一F观察扩增条带的有无 ， 

并根据扩增条带与标准参比DNA的位置关系估算其 bp数． 

B 生物素探针的制备 以酶切回收的76／118株和R2：株M片段部分 cDNA为模板．以Bio-l'l—dI玎．P(s培咖) 

取代d'ITP，按上述 pcR方法和车系统确定的参数进行扩增 ，分别利备家鼠型和野鼠型生物索探针。 

D 斑点杂交试验 

1 取扩增产物 1于礅量离心管 ，加 INNaOH16o．i．0．5tool／LEDTA 20v．1，加水补至 400~1，幌匀使DNA 

变性． 

9．2 硝基纤维紊膜(Set~caer and SehaeU)用2X．S~ 液授温，用点样皿在负压抽滤条件下将扩增产物点于膜 

上．80"C烘烤2h． 

9．3 将曦装于杂交袋中，按 1∞ 锄 量加入预杂交液(50 甲酰胺 ，5XS．~ ．5XDeahardt’8液，0．5m rnl新 

鲜切变的蛙鱼精于DNA，5Ommot／L礴酸钠缓冲蔽p}I 0，5retool／LEDTA)，封口，42℃顼杂交 2b。 

9．4 倾去预杂交液，加入杂交液(蚰n 蚰 新鲜变性的生物索标记 DNA撵针 ．●5 甲酰胺 ．5×ssc，l× 

b~rdt’日藏 ．2 ／L礴酸盐 pH6．5，仉z,,rdm~新鲜切变的鲑鱼精于DNA)，分别于 38℃、 O℃、42℃杂文 24h． 

9．5 倾去杂交液．用洗液(o．1XSSC，0．1 SDS)室温振荡洗涤15minX3，65℃洗涤20rain×3，每次用洗液不 

少于 250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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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将膜装入另—杂交袋 ．加3 Bŝ 4．0ml，42'C封闭 1h． 

9-7 倒出封闭液，按生物寨试剂盘(军事医学科学院二所)使用说明先后加人亲台寨一硷性辞酸酶．洗涤、显 

色、终止反应． 

结 果 

l PCR量佳条件的探讨 。 

以回收的76／118株M片段部分cDNA为模板，进行PCR，共循环 40次 变性条件为9d℃ 

lmin，延仲条件为 70'Cmin，比较不同复性条件的扩增结果可见：复性温度高于 38"C时，电泳未 

能见条带}复性温度为 38"C时，电泳可见一条约 300bp的条带(眉外引 物)或约 70bp的条带 

(用内引物)I复性温度低于 38"C时，电泳可见两条以上的条带。 

在变性条件为 94"C lmin，复性条件为 38"C lmin的条件下．比较 64"C、68"C、70"C、72℃延 

伸 lmin的扩增结果可见：70"C延伸时电泳条带最浓、最整齐。 

复性条件为38"C lmin，延仲条件为70"C 1rain，变性温度低于 94℃时，电泳未能见到条 

带。 

因此t本系统的扩增参数确定为94℃lmin，38"C lmin，70"C 1rain，共循环 40次，最后一个 

循环 70℃延伸 5min。 

2 RNA逆转录条件的探讨 

HFRSV感染的组织培养物经PEG浓缩后分别用 AGPC法及NP-40／PZ法提取 RNA并以 

其为逆转录模板，用上述确定的扩增参数作PCR。电泳结果显示AGPC法产生的电泳条带清晰 

度，重复性优于NP一40／PK法。 

以 AGP,C法提取的 RNA为逆转录模板 ，用同一批号 AMV逆转录酶分别作 37"C 60rain和 

39"C 25rain逆转录 ，然后进行 PCR，电泳结果表明 39"C 25min法区带较浓。 

因此 ，确定本系统标本处理用 AGPC法 ，逆转录条件为 39℃ 25m／n。 

3 杂交条件的探讨 

将PCR产物点于膜上，用两型特异生物索探针在甲酰胺浓度为 45 的杂交液中，分别于 

38"C、40"C、42'C杂交 24h。结果显示：36"C杂交的非特异性显色深，40"C和 42"C杂交的特异性 

显色浅，38"C杂交的特异性显色最好。故本系统的杂交条件确定为杂交液含 45 甲酰胺，38"C 

杂交 24h。 

I 敏感性 

测定酶切回收的76／l18株M片段部分 cDNA的含量，然后 10倍系列稀释，分别作为模 

板，用确定的参数进行 Nest PCR 电泳结果表明，当模板含量≥10ps时，均可见到扩增产生的 

条带。 

用上述模板点膜 ，与生物索标记探针进行杂交。模板含量≥lpg的斑点均可见到杂交信 

号 。 

5 PCR对 m Ⅳ代表株的检测和分型 

分别用 AGPC法从 76／118株，A9株、陈株、Rz株、R∞株感染物中提取 RNA．以提取的 

RNA为模板进行逆转 录，然后用外引物进行PCR。再从每株PCR产物中取 2份5 l作模板，分 

别与两种内引物进行第二次PCR 比较每个毒株 3份PCR产物的电泳结果可见：用外引物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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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PcR时 ，HFRSV的 5个代表株均可扩增出 I条约 300bp的条带 ；用野鼠型 内引物进行 Nest 

PCR时 ，除R 株外 ，其余 4株均扩增出 1条约 70bp的条带 ；用家鼠型内外物进行 Nest PCR时， 

仅有 R 株产生 l条约 70bp的条带(图 1) 

图 1 用kb'71l物进行 PCR时 、所测的 5十毒 

株均产生一条约 30069的条带． 

】．E 【}IH】0l，2．76／118株，3． 株 ，4．G1K 

CO HILDNA标准 ，5．陈株 ，6．R≈株 ，7．R：2 

株 ，8．vcro细胞培养菠 

F 1a H州 rcph ℃sis analysis on pcR products 

arap~ iod wi tb．t 叫 tcr pr[racr sct．2、3、 

5、6、7 show B 300bp DNA lanc． 

1．R coilHB10l，2．76，118 strain，3． s(mEn． 

4．GIBCO B[C DNA markers，5．chert~train。8． 

central of vero cell~ulprre morea． 

图 1b 用lj=I引物进行 PCR的结果．1～5 j1j家 

鼠型内引均扩增时仅5(Rzz)显示一条 

约 70bp的条．11r‘J1j野鼠型内引物扩增 

时 ．7‘76，118)，8(AO)、0(陈)、】0(R2) 

均显示 条约 ?0bp的条- ，而 ji 

(Rz2)未显示条带。6为 B1BCO BIL 

DNA标 

Fie,-1b 日 mm  b analys~al PCR products 

amplyficd wi|hthe NET primer蝌 of 

hc~ne-rattypc J&~4FV(J～ 5)．a刚 瞳 

field-rm typc EHFV (7～ 11) W ith 

holne-ra【typc primer 3c“ only b(R2： 

m)s~ows ?Obp DNA bl {wilb 

fⅢ 一rm type primcr 7(76／]18 

slr吐1)、8(As~rain) 9(‘ m ) 

10 CRz L『l ull have u ?Obp DNA 

lⅢ10 

图2 生物紊探针斑点杂交结果 

a．家鼠型探针 野鼠型探针 

Fig．2 DO hybrJdizat[~ of t0ur strtd~ of 

EHFV with bJo／iny[aled DNA 

prob~  

Ⅱ．bo⋯ rat【vpc  probe 

J h f~ld=rm type pro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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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5个毒株第2次PCR产物点膜两张，分别与两型特异的生物索探针杂交，7B1118株、A9 

株、陈株、R #与野鼠型探针杂交阳性 ，R 株与家鼠型探针杂交阳性(图 2)。 

上述结果表明 ，76／118株、A9株、陈株 、R 株可能为一种型别的毒株 ，Rzz株可能为另一种 

型别的毒株。 

讨 论 

基因分型的关链是型特异引物的设计 型特异引物应满足以下条件 ：1．同型毒株问，相应 

区段的同源性应>75 ，31端与同型各株相应位点均应同源，以确保对同型毒株均可通过扩增 

而检测 ；2．异型毒株间相应区段的同源性应<30 ，3，端与异型各株相应位点均不同源，以确 

保对异型毒株不能扩增}3．长度为20bp左右，3，与5，端不互补，G+c比例约占50 。通过计 

算机检索 ，761118株 、R 株、SR一11株的S片段和 M 片段编码区不存在符合上述条件的区段。 

M 片段非编码区 3，末端为汉坦病毒属各型共同的保守序列，可反映该属的共性 ；5s末端为各型 

相对保守序列，可反映型特异特征，本研究在此段选择到型特异引物的序列。。其左、右侧引物 

野鼠型与家鼠型同源性分射为 s／16(31 )和 3／14(22 )，家鼠型问(R≈株与 SR—lI株)同源 

性分别为 12／16(75％)和 13／14(93 )。 

影响PER结果的因素很多。就扩增参数而言 ，最重要是确定适当的复性温度。经验表明， 

复性温度偏低 ，会发生非目的DNA的扩增 ；复性温度高，会影响模板和引物的结合。本系统最 

初在 40—55X2范围选择复性温度 ，一直没能扩增出目的DNA；只有将复性温度设定为 38X2 

时，才扩增出一条清晰的条带。这个温度 比一般文献报道低得多，主要因为引物设计得较短，A 

+T比例较高所致。 

用两对型特异引物对 5株 HFRSV分型 ，其中 76／I18株、A9株、陈株 、R 株为一种型别 ， 

R 株为另一秤型别。李德新等曾根据Gz、NP蛋白分子量差异将Rz株与R 分为同型[ 。这两 

个毒株虽然均自家鼠中分离，但 R 株抗原性更接近于野鼠型。本研究分型的毒株数还太少 ，用 

这两对引物是否可将我国流行的HFRSV完全分型，尚需对更多毒株进行研究。 

由于 HFRSV RNA的 M片段 31端属于高度保守区 ，根据该段序列设计的共 同引物可以检 

测汉坦病毒属的所有毒株嗍。这样就可以通过外引物 PCR对 HFRSV进行检测 ，再用内引物作 

N t PCR，对被检毒株进行分型。PCR的敏感性很高，Nest PCR进一步提高了PCR的敏感性。 

这将为检测微小媒介昆虫感染、携带HFRsV提供手段，有关研究正在进行。 

致谢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所杭长寿研究员 、李德新大夫为本研究提供基因序列资料 

及毒种 ，致以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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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ng Lnd Typing of HFIlSV with 

PCR and Biolinylated Probes 

Te．n8 Jjaqi LiY~exi U X anfu d 

(肌啪 埘 剧 如 a自时雠 咖 ，腑 删M ，Ⅳ删曲 210002) 

By analys缸and c0倒pa 0f n~[eotides~luenees of HF1 76／l18 and R吐strains，three 

paj撂 0f plim脚 we∞ d igned and s)m曲 i刚 ．One pair of primer lying in the high homologous region 

be r6／118~tmin and R乱s n WIII~uged a墨C~ OI1 afld ollter pr“ne描；th0 other two pajrs of 

im啦 were iII the low h。md0gous regi~ ，船 the帅 e一 ific and inner primers- 

Using above pI 晴盥andR~PCRteetmeque，Wereeducatedfive strains ofHFRSV，76／118，A9， 

Q碡n，R!，aT R篮．W hen u 1s me ollt~r primers，a1I of th0 five strairts pr~lueed one DNA lan0 0f 

300bpfll：；insthefield-t'~ ty1)einner 证嘟 air str~ns butR钍strain ptodueed oneDNA tan0 of 70bl~ 

and lIsil1s血e b咖 e_rat type inner pr缸lefs，only R龆strain pnxluced 0ne DNA lane of 70bp． 

Part ofM ha咖 ceDNA af 76／118 andR也stra ；wag used respect e 船 templat0，twotype— 

s!~effie I~otmylated probed were 叫 Iesised by nest PcR teetmeque，the probes were used hyI~'idlza． 

tiOn with theRT_PC鼠 僻 oduc担 of the矗ve g嘶 ns，也e r倒 lts~ cwed：R r_PCR tecb．neq~ae may be ’ 

used t0 tho detecting and typillB 0f HFI1SV，and Ilad g咐 t accL1￡acy，the sensitivity of dot hybrjd 

t 啪 biotmytat~  was1— 1Opg of eDNA． 
．  

Key w甜出 H FRS，PcR，Dot blot hybridization．HFllNV-ty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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