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 1一弓 
第g卷 第 4期 

1904年 12月 

中 国 病 毒 学 

VIROLOGICA SINICA 

Vol|9 

Dec． 

。j辞 z{ 

No．4 

l994 

应用DIG标记探针杂交检测 IBDV 

陈士友’ 陈溥言 蔡宝祥 

(南京柱业大学动物医学幕，南京210095) 

金由辛、／王德宝 
— — ． ． ． ． ． — — —  

t_『l同科学院上海生化所分于生物学国家重J占实验宣 ．上海 200031) 

张 兹 钧 

(拱北动吐物检疫局 ，珠海 519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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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率试验用地高辛(Digvx~gcnia．DIG)标记的探幸1建立丁故酸杂交检测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m- 

DV)的方法 ，并在敏感性 。面同琼脂扩散试验进行r比较。探针来源于 IBDV STC-11S和 S'FC-243 

cDNA。杂交 让的艟感性试验表明，坎酸杂交可 检测到 0 1pg的 ]BDV RIgA；与多个毒株植酸的 

杂交则显示出标记的搛针可 作 通用试剂用于1BDV早期感染的诊断；而同琼脂扩散试验的比较 

则说明．杂交方法比常规的免疫沉淀反应艘感10 倍以上．除此之外，由于杂交方法特异 及非放 ／ ； 

射性抓针操作 便， 而具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 I 

关键词ii筮 查 垂瘟痘垄，DIG标记故酸探针，扳酸分子杂交，琼脂扩散试验j= 互 挈， 标 ￡j 。 f ／ 

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LBDV)是鸡的传染性法氏囊病(IBD)的病原。IBDV感染鸡后 ，引起 

法 氏囊组织的坏死 ，破坏机体免疫系统 ，使鸡对其他病原入侵的抵抗力减低或丧失 ，并导致疫 

苗的免疫力降低剌混台感染 ，多方面的原因常引起感染鸡群的大批死亡。由IBDV引起的疾病 

自 1975年在美四特玛瓦州(Dehnarva)发现以来 ，已在世界范围内给养鸡业造成了严重的经济 

损失r 。目前 ，IBDV仍是危害田内养鸡业最严重的病原之一 。 

近几年 ．LBDV经常发生变异。变异株的出现使 IBD的发生出现了许多新特点 ，包括发病 

率 、死亡率升高 、发病 日龄区州扩大 、亚临床感染剌病变柏于不明显化等。这些变化给 IBD的 

诊断与防治造成了许多困难。 

诊断 IBD的方_}圭很多 ，如琼脂扩散试验 、ELISA、反向问接血凝、间接荧光抗体 、APAAP桥 

联酶标技术 ，生物索SPA一亲和索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电镜技术等 2_ 。其中 ，琼脂扩散试验最 

简单 ，在实践中也是最常用的方法 ，但琼脂扩散试验的敏感性低 ，i『l『且主要用于检测血清中的 

抗体 ，因此 能在感染的早期诊断出 IBD。免疫酶系列方法虽然敏感 ，但由于其涉及的因索太 

多 。结果不稳定．有时与琼脂扩散试验诊断的结果 吻台 ，因此也不是理想的方法。 

车文于 1993午 【0 2f d收到．1994{F{．【；22 H修回 

车 题获高接博士学H点々 受上海分子生镗J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时研基盘资助 

·现在JI‘鼠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上海 2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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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 ，核酸探针技术越来越多地被用于诊断病毒性疾病．IBDV的探针 

杂交试验国外已有应用 1 2，但用Digoxigenin(DIG)标记的探针检测IBDV的方法尚未见报 

道 ，而且也很少有人将杂交方法与血清学方法进行比较 本试验用 DIG标记的IBDV STC一119 

和 STC-243 cDNA片段作探引‘建立了检测 IBDV核酸的方法并同琼脂扩散试验进行了比较。 

材料与方法 

l 材 料 

1．1 STC-119、STC-243 cDNA克隆 由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Daral J．Jackwood博士惠蹭． 

I．2 IBDV病毒株 青岛株由拱北动植物检疫局的张兹钧老师提供．荷兰株CB~7)由南京药坎厂提供 ，上诲株 

由上诲农学院谈建明老师提供 ，其他株均由南京农业大学提供． 

1．3 IBDv抗原、阳性血清(IBDS)和驯往血清均由甫京农业大学传染病组妊供． 

1．4 限制性内切砖 HindⅢ和 E RJ为 BRL产品。 

1．5 DIGDNA标记和检测试剂盘为 Buc~ringcrMaanhe2tm公司产品。 

2 IBDVRNA的制备 发病鸡和健康鸡的法氏囊备lO个匀浆．氯仿抽提 3次，用IBDS沉淀病毒，然后接常规 

方法抽提病毒拔酸。 

I IBDV eDNA探针的制备 将STG-I19和STC~243分别甩HitldⅡ和 F．~oRJ 化，甩低融点琼脂惦凝胺电泳 

法回收两个eDNA片段．然后将两者混台起来作探讣和阳性对照． 

‘ 用DIG标记1BDV cDNA片段 按试剂盘说明书介绍的方法进行． 

s Dot blot豆固定 将 IBDV校酸样品、正常法氏囊抽提物(阴性对照)和探针f昆古物(阳性对厢)分别放入 印 

nd。rf管|II，100~C5分钟后 ．立即转^冰浴5分钟．接一定顺序每样品点 1 于尼龙膜上．并在长波紫外灯下 

照射8分钟 ．80C真空烤膜 2小时． 

● 杂交、洗膜殛检测 均按试剂盘l【I介绍的方法进行。 

T 微量琼指双扩散试验及凝胶絷色 参照殷震介绍的方法进行‘ ． 

结 果 

1 杂交方法的敏感性 将浓度为 】3ngt．n的纯 IBDV RNA用 pH8．0的 TE缓冲蔽稀释至每微 

升含 IBDVRNAI3ng、lng、l00pg、10pg、lpg、0．1pg，分别点 1 l于尼龙膜上 ，固定和杂交后发现， 

该方法可检出 0．1Pg的 IBDV RNA(图 J)。 

(罅 》 (pg) 

0 l 

圈i DIG标记的eDNA探针杂支柱测IBDV RNA的敏感性 

Fi& j Scnsitlvity ot iaybridizatlon lll~ay wilh DlG—I曲cⅫ eDNA pr0bc dc●cc山l暑IBDV RNA 

2 核酸探针与多个毒株RNA的杂交 提取 IBDV青岛株、 海株、荷兰株和SW 株、马群株、 

SHT株的 RNA。】0个法氏囊中提取的棱酸最后溶于 5 J TE中．经变性后各点 】 于尼龙膜 ， 

以正常鸡法氏囊提取物作阴性对照 ，来标记的 STC一11 91243片段作阳性对照。用 DIG标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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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NA与上样品多次杂交后发现．探针能与试验所用的 IBDV的所有毒株杂交，并呈现很深的 

杂交斑点(图 2)。 

A 孽 e D 

● 、 

图2 D10标记的cDNA探甘同多十 IllD 毒株RNA的杂交 

A{青岛株．B：上拇株．C；BB7株 D sw株，B一马群株．F—SliT株 。一正常法氏曩抽提物。H·探针屁合物 

． 2 |lybr DIG—lahe．1~ with RNAflora l 

Al 0maao~rain}B．S nBh strain}C：H盯 m I D|Sw g饥曲 E|M岫LII- 岫  FISPIT 嘶  0}曲 ∞ from nar眦  

l Hl Ir~xtur= probod ^ 

3 核酸探针杂交与琼扩试验比较 用于琼脂扩散的法 氏囊匀浆 12ml，按前述方法抽提核酸 

后 ，溶于 30̈I TE(pH8．0)中 核酸对原液作 400倍浓缩．将其按 8X 10。、8X 10～、8×10-2⋯8 

×lO 稀释．100~C5分钟变性并按相同方法杂交 ．结果在 8X10-5时，仍能出现杂交斑点。琼扩 

试验的结果是 ：法氏囊匀浆(z 1)在 l；1—1，4时有沉淀线出现(图 3)。 

一 图3球瞻扩散试验检铡UIDV的敏碴性 中央孔 IBDV 抗原．周边孔：血清1．1_1}2，1l 2l 3．1i 4 4。1i 8l 5． 阴性对黑 6． 性对雕 Fig．3 scr~vity 嘶∞础u 峙t in蛳【．州【 I~IDV．CeJ,tral well：UIDV anti~n_Peri~na wAl：1BDV rm“ 1．1}1 2。li 2 3。1 i 4}4．1 i 8 5．mB em n日
I 6． i control 

琼脂扩散试验在用20̈I法氏囊匀浆时·出现沉诧线的最大稀释倍数为l；4·说明检测IB 
DV所需的匀浆原液最低 能少于 5̈I。杂交方法是在浓缩 400倍后开始检测的 ，因此杂交方法 

起点所用核酸相对应的匀浆量 比琼扩试验沉淀线出现的最低匀浆量高 8O倍．杂交的结果则是 

核酸在 8×10 时 ，仍有较清晰的斑点出现 ，说明杂交方法比琼扩试验的敏感性至少高出 lO‘ 

倍 。 

讨 论 

核酸探针杂交技术由于具有很高的特异性和灵敏度而被广泛用于鉴定特定的核酸。本文 

建立的杂交方法可 检测剖 0．】1)g的核酸，显示出DIG系统的高度灵敏性 ，加上其避免了同位 

索的放射性 ．因此 会对 人体产生危害和给环境造成污染 ，在实际应用中容易推广。整个杂交 

过程只需 24小时 ，因此可以在感染早期 ，快速对法氏囊病作出诊断。 

在实验中发现，有两个因素对杂交结果影响较大。一是标记反应所用探针的量，作者曾对 

l一3̈g和小于 】 B的探针作过标记 ，结果发现 ．用后青作杂交 反应 ，其信号和灵敏度均较低。 

丽 1—3 g的探针标记后 ．杂交效果特别好 ，可以检测到 0．1p县的核酸。低浓度探针杂交效果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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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标记时模板少 ，引物相对较多 ，其结果是除所得标记探针本身的浓度低外 ， 

探针的长度也较短，自然不能获得理想的结果。二是所用杂交膜的性质 ，试验发现 ，尼龙膜比 

硝酸纤维紊膜的敏感性高许多 尼龙膜若用紫外线固定效果最好，但由于我们没有特制的紫 

外辐射箱 ，因此只能在长波紫外灯下试照 ，结果发现在长波紫外灯下 10c,m处照射 8分钟 ，然 

后在 80"(2下烤2小时可以获得理想的结果。硝酸纤维索膜灵敏性差的原因是大部分的桉酸没 

有被固定上 ，在预杂交和杂交时被洗了下来。 

STC--243和 STC一119分别是 IBDV基因组 A片段和 B片段的一段序列 ，将它们混在一起 

制备的探针能与囤内的青岛株，上海株、SW株、马群株、SHT株及荷兰的B87株杂交，说明该 

探针的序列在 IBDV基因组中的保守性较高 ．很有希望成为诊断 IBD的通用试剂。由于标记的 

探针可 在一20℃保存一年 ，而且一次标记的探针可以检测 1 000个样品，从整体计算 ，甩杂交 

方法还是比较廉价的。 

IBD的诊断虽然有许多方法 ，但 目前主要还是依赖琼脂扩散试验 ，它的简单和方便是其它 

任何方法不能比拟的。但由于它的灵敏度比较低 ．因此在实践中对组织中低浓度的 IBDV不能 

检测出，尤其是在感染早期 ，病毒量不太多而鸡体内叉没有产生抗体的时候就显出其不足 杂 

交方法的高灵敏度正好弥补这一缺陷。试验发现 ，用 DIG标记的探针所建立的杂交方法 比琼 

脂扩散试验敏感 l0．-陪以上 ．不能不说是一个振奋 人心的结果。根显然 ，将杂交方法用于 IBDV 

感染的早期诊断 比常规方法准确得多 ，困而对于及早控制疾病 ，减少经济损失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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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Hybridization Assay with 

Nucleic Acid PrObe幻 Detect IBDV and 

Comparison witIl Immunodiffusion Test 

Chen Shiyou Chert Puyan Baoxiang 

( 加麟f } 妇 盯 ，Naaji~2 。／~w／／,ura／ 曲 ，Naming 210014) 

Jin Youxin W ang Debao 

(尉 In~tlZule Bk,chemi,~ry．A,．xnlet：da s t岛 200031) 

Ztmng Zijun 

( 口6 血Ⅲ“ ＆ ~．arwdbw血Hl删 ，Zh~&ai 519020) 

The hybridization assay with digoxigenin(DIG )一l~helod probe was developed for detection of．山 

fectious bursal dise0．se virus(IBDV)and it's san~itivity was compare~1 with that of inununed iffusion 

test in this experiment．IBDV STC-I]9 and STC一243 eDNA fragments used as probe were prepared 

from recombinant poc D1a．~lid with HindⅢ and EeoRI an d la 1。d with DIG．IBDV RNA was e 

tracted from IBDV purified fro m chicken bursa which were homogenized followe~l by extraction with 

chloroform ，precipitation of virus with immune serunl，digestion with protei／lasa K and reeovesy of 

IBDV RNA with et[mnol precipitation．The reaults show timt 0．1 Pg of IBDV RNA caIl bc positively de, 

tected by this meflmd mad the mixed probe  were able to hybridize with RNA from several IBDV isolat~ 

and can be used for diagnosis of infectious bursal&sease in the ear stage of infection．The com~．rison 

with immuned iffusion test reveRi。d that the fornler 1 0‘trm％ more~nsitive than the 1ater．M叫 

over，the specificity alld the~ llvenience of nonradioacfive probe make the hybridization assay a very 

useful metlzod in veterinary diagn~ tic laboratory． 

Key words Infectious bursal disease virus，DIG 一~tbe led nucleic acid probetHybridiza tion，Iam~unodff． 

fusion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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