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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式 PCR检测婴幼儿巨细胞病毒感染。 

．堕全查 严明 鲁晓道 邱定红 
(南京铁道医学院生物教研室，南京 210009) 

提要 本文采用套式 PCR(N~oa po!ymera~chain reaction)技术对 6l倒要 

7 ／Z尹『7 
儿肝炎综台征( onat 

fjtiB)患者进行了HCMV(Human eytomeg~oviruB)检测 ，结果表明，当其用一对弓『物l进行 PCR时， 

检出 33倒患者为HCMV阳性，阳性检出率为 54．1 I而采用套式PCR后·有47倒为HCMV阳性， 

阳性检出率提高到 77．0 ．可见套式 PeR方法的阳性检出率明显高于 一PCR．并远高于目前使 

用的其它方法。同时也说明HCMV是导致肝炎综台征的主要病原体之一。此外。灵敏性和特异性试 

验表明．套式PeR技术的敏感度高、特异性强、简单快速，在临床检}|j和 戳  ，． 
族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其基因组约为 

240kb的双链 DNA，是一类广泛传染的病原体。HCMV感染可导致新生儿巨细胞病毒包涵体病 

(Neonatal cytomegalovirus inchisiorl body)、先天畸形 、问质性肺炎(Pneumocystis pneumonia)、早 

产、死胎等多种疾患。其先天性感染 新生儿或婴儿感染的临床表现尤为严重 ，如HCIvlV感染 

所致的肝炎综合征等常留下智力低下、发育迟缓等永久性后遗症 ，严重影响儿童的身心健康 

因此，对受感染儿童进行诊断和防治具有重要的意义。传统的病毒分离、包涵体检查或血清学 

诊断等方法有的十分繁琐费时，胄的阳性检出率较低．难以满足临床捡测的需要[1 ：。近年来发 

展起来的RCR技术为HCMV的检测和诊断提供了一个快速、敏感和特异性强的方法【3 ：。本文 

采甩套式PCR技术对 61例患有肝炎综合征的儿童进行了检测，以探讨肝炎综合征患儿中 

HCMV的感染情况及套式 pcR技术在 HCMV的临床检测中的潜力。 

材料与方法 

l 对象 被检测的肝炎综台征患儿主要由车市儿豪医硫病毒室提供．部分患儿由事院小儿科提供．共收集病 

人 BI例 患儿出现明显黄疽、肝睥肿大或伴有其它瘟状．临床疑似 HCMV感染(排除甲乙型肝炎) 

2 巨细胞病毒 PCR引物 本文所用的HCMV引物序列为：套外引物 C-5 TGAGGATAAGCGGGAGATG]L3 

和D-5~AC'PGAGC／CAAGTTCTGCAGT-3 I套内引橱A— AGCTGCATGATGTGAGCAAG一3 和 B-5 GAAGGCT 

GAG'FI'Cq~GGTAA-3， 均在本室391型DNA台成仪(ABI公司)卜台成．可扩增HCMV基因纽fIf的即刻早期抗 

原基因[{i的第 个外显于的保守序列嗍．其套外引物扩增的特异性 1DNA片段长度为242bp，套 弓f物可扩增 

146t~的 DNA 片段。 

车文于 1 993年 6月7日收到．9月3日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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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本处理 抽取病人血 0．5ml，放入加有肝索或 ACt)抗凝剂的洁净离心管-I ．取 1 00ul全血，加等体{}【 

5tool，L的Nal溶液 ．振荡20秒．再加等体积的氯仿／异戊醇(24 】)．振荡 20秒“ 10000转／分离心 5分钟 ·取 

上清液，加0．6倍体积的异丙酵 ．离心后的沉淀溶于5O山的n：中。 

‘ PCR扩增 第一次PCR反应：在 0．5ml的Epp。r．dorf管中依庆加入PCR匣应缓冲液和终浓I蔓为 20 m‘，l／ 

L的dATP、dGTP、dCTP．椰 加入套)l'ql物 C和D．每条引物的最终浓度 0．5~mol／L，取样品DNA约 一加 

2个 位的TaqDN̂ 多聚酶 ，加水到总体积为 5 1．I-．面疆盖5 I的石蜡油。反应条件为：94℃变性 35秒 ， 

60"C遢火30秒，72℃延仲45秒．反应35个循环。取第一次PCR反应产物2 ．在一新的0．5ml的Eppcadorf管 

中． 同样的条件再用套山引物 A和B进行第二扶PCR反应，反应20个循环 

5 特异性和敏感性试验 以HOAV-DNA探针为摸板．按 l0倍梯度稀释 成以下浓I蔓：从 l0 崛 到 l0”嵋／ 

。 从每个稀释管中取 l 用于PCR检测，先采用套外弓f物C和D或套 引物 A和B进行 一PCR扩增，然后 

取经C和 D引物扩增后的单一 PCR产物 2 ，再用套内弓f物 A和B在相同条件下进行套式PCR反应。 

B PCR产物的检测 取 1O山的PCR扩增产物，在2％的琼脂糖凝腔l1I进行电泳 ．以演化己锭染也．在紫外灯 

下观察和照相。 

结 果 

1 病人中HCMV—PCR结果 附表是所有被检病例的PCR结果．当采用单一PCR方法时，在 

所检查的 6l倒病 人中．有 33例为HCMV阳性 ，占所检测病 人的 54．I ；而采用套式 PCR后 ． 

育 47例表现为HCMV阳性 ，阳性检出率为77．0 。图 1是部分病饲的HCM'V一套式 PCR(+)的 

电泳结果。可见这些病例与阳性对照一致 ，均出现了 1 46bp的扩增带。阴性对照是无HCMV病 

毒感染的人胚肺体外培养的细跑 ，PCR反应后无带型出现。 

2 HCMV—PCR敏感性与特异性结果 图 2是单一 PCR与套式 PCR敏感性与特异性试验及 

其 比较结果 。所用模板为不同稀释度的 1．95kb的HCMV探针 DNA(由英固Sindar博士惠赠)， 

位于 HCMV立即早基因(Earlyimmediate gsns)区。罔 2A是 用引物 C和 D进行单一 RCR的扩 

增结果，网2B是甩引物A和B在同一条件下进行单一PCR反应的结果，罔 2c是将C—D单一 

PCR的扩增产物再用引物A和B进行套式PCR的扩增结果。可见．C—D或A—B单一PCR均可 

检测出 10-9ug即 】fg的 HCMV—DNA，敏感性 已很高 ，但套式 PCR能检测出 5×1 0 fg的 HCMV 

探刳。DNA，相当于 2～3个靶序列，比单一 PCR鬻高出 1 00倍以 卜。此外，从罔中可见．PCR反 

应只出现 242bp或 1 46bp的 HCMV特异性 DNA片段 ．无其它非特异性带型出现 ，显示了 PCR 

技术的高度敏感性及所用引钩的高度特异性。 

襄 6 Hk-WIV一单一和套式PCR结果的比较 

Table O哪 阻 曲n of re 曲 曲掘 in 6l c~ldrca i~tiems wilh 

n~onatsi b,cpatiti~时 B -and nc~lcd-P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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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1 部分曼JL肝炎综台征患儿的套式 P( 检 结果 ．M，pOEM一7ZL—DNA(~)／№e 111分于量标准IV：HcMV阳性对 

照Ic 阴性对照．无HOVlV蒜染的体外培养的^胚肺细胞l146t~示HCMV—DNA扩增片段． 

F 1 Nest~l P(R~ ication ofHCMV—DNAin∞m ~asca wi【h r：~onatal hepaI ．M}pGEM一7zf(+)DNA／Hae111}V：Poe 

ilive control}c：Nega~ve~onlroll 148bplA扪叫fjcati∞ th-asm~nt HCMV-DNA- 

图2 单一P( 和套式pcR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结果的比较。A：用c_D 0I物进行的单次PcR试验‘B： A-B日I物进行的 

单扶m 试验iCj D／̂：B套式P(R试验l242bp：c-D引物扩增的HcM —DNA片段‘146b~, A R引物扩增的HCMV—DNA片 

段。 

-2 Comp~rlson scm i~ivity and spoclficily by and r~tcd PCR．A： - PCR with M  pIIir C-D{H：Single PCR 

wilh pr 竹 pair A-B~Ct№ 酣 p wllh椰 p C-D／A—B)M：pGEM-?Zf(-k)DNA／Hac● 

讨 论 

HCM'V感染被认为是肝炎综台征患儿的主要病因之一．大多敬为隐性感染．显性感染只占 

1 0％，以婴幼儿为主。先天性 HCMV感染儿可引起黄疽 、紫癫 、溶血性贫血、月千脾肿大等症状 ， 

后期症状可出现小头畸形、智力低下 、发育异常甚至死亡。同济医科大学方锋等 人报道[ ：，对 

27名患HCMV肝炎的新生儿追踪研究，在发病的 1 4一加 个月中．2名(7．4 患小头畸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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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18．5 )患感觉 神经性耳聋 ；四肢瘫痪 、智 力迟钝 、室问隔缺报 、牙 敞损 各 1名(各占 

3．7％)。由于婴儿肝 炎综合征还与乙型肝炎病毒 、风疹病毒 、柯萨奇病毒和 EB病毒等几种病 

原体的感染有关 ，其症状多种多样，故很难将 HCMV及其它病原体所致的肝炎综合征 区剐开。 

目前的实验室诊断主要依靠病 原体分离及血清学实验诊断方法 ，但道些方法检出率低 ．或 芹 

培养时间过长 ，不利于临床检测和诊断。近年来 ，应用聚合酶链反应(PCR)技术盛行体外基因 

扩增 ，可以从 DNA水平上直接检测 巨细胞病毒 DNA，可更准确地确定 HCMV的感染情况 ，而 

且 PCR技术特异性强 和灵敏度高 ，应用于 HCMV的临床检测和诊断 ，较大 程度地提高了 

HCMV的阳性检出率 ，使 HCMV的临床检测和诊断在速度 、敏感性和特异性方面达到一个新 

的水l甲。这对检查孕妇怀孕前和怀孕后的感染情况及胎儿的产前诊断和防止先天性HCMV感 

染儿出生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对 61谢肝炎综合征患儿进行了巨细胞病毒的PCR检测 ，发现 

有 33谢患儿为 HCMV阳性 ，阳性 检出率为 54． ，采用套式 PCR后 ．阳性检 出率 提高到 

77．0 。王思智等采用病毒分离法所得的阳性检出率为 23．8 ，而采用 CIvlV—IgM检测 ，其阳 

性检出率达到 拈．4％，但均明显低于本文的阳性检出率。可见．HCMV—PCR使肝炎综合征患 荠 

的 HCMV阳性检出率明显提高 。这也说明HCMV在婴儿肝炎综合征中的感染率是较高的。从 

我们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试验分析 ，单一 PCR技术能检测出 10 g-9(1理)的 HCMV探针 DNA，而 

套式 PCR能达到 5×1 fg。此外，由于套式PCR产物中的第二次PCR是以第一玖 PCR产物为 

横板的，这 只有当套外引物扩增的 PCR产物为 HCMV-DNA片段时 ，第二移(PCR才能正确地 

发生，从而避免了假阳性结果的出现，使特异性大为提高。而且采用PCR法从标本收集到结果 

分析只需几个小时便能完成 ，远远快于细胞培养进行病毒分离的方法。血清CMV-IBM抗体测 

定法虽然敏感性有所提高 ，方法也较简便 ，但 CMV-IgM单克隆抗体较碓获得，并易出现假阴性 

或假阳性结果，与 PCR方法相比，有其一定的局限性。所以，PCR方法具有特异性强、灵敏性 

高、快速简便等优点，特别是现在已发现HCMV与近年来发现的痕疹病毒一6型出现血清学试 

验交叉反应时 ，PCR方法在 H,CM'V的临床检测中将具有不可低估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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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on of Human Cytomegalovirus in Neonatal Hepatitis by Nested PCR 

Shang Xiangnian Chen Jindong Yah M ing“ 

(1)e~rt*sa．aZ 鼬蜘  ，̂r棚向 RailavajMedical CoUeW，Ntmj／,,g 21 0009) 

Sixty—one children patien~ with neonatal hepatitis wel'e inves tigat~ for human cytomegalovirus 

(HCMV )by single PCR and nestocl douse PeR．Of the 6I patients，33(54．I )were positive for 

HCMV by single PCR，whereas 47(77．0 )were positive by nested double PCR．This showed that n 

。d double PCR is more sensitive than sing le PeR ．and also revealed that HCM V tyallt be one of the im- 

p0rta】1t agents for neonata l hepatitis·In addition，its advantage of high sensitivity and speci c ix)m- 

bined with more rapid detection sugges ts that this precedure can be a potential diagnostic and epidemio 

I,．$ica J too1． 

Key words Nes ted double PeR ，Neona tal hepatitis，Hun)an cytomegalo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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