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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为了建立一种快速诊断呼吸遭合瞳病毒(Rsv)感染的方挂．根据 RSVN基因的棱背酸序 

刊．设计合成丁一对引橱．经 RT—PCR扩增．可检出 RSVRNA．该引橱不能检蔫流感病毒、翻流感 

病毒 RNA。应甩该法可检出疑为 RSV感染的要幼儿鼻咽分泌物中的病毒 RNA．且比病毒分离法 

敏感．特异性 与免疫荧光法一致。结果表明 RT—PCR法具南快速、敏感、特异的优点．可用于RsV 

感染患儿的临床诊断。 

关簟词呼吸道合瞳病毒 予趟憩． 
呼吸道合胞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cal Virus．RSV)属副粘病毒科的成员．它是要幼儿下 

呼吸道感染的最重要病原体⋯。由于 RSV引起反复发作性感染及具有来自母体抗体的婴儿 

感染．所以，它也是婴幼儿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I2J。刘玉韩等指出 RSV是引起我国要幼儿流 

行性喘憋性肺炎的主要病原 J。因此．建立 RSV感染的早期快速诊断方法有助于 RSV感染 

的防治研究．基于这一需要．我们建立了诊断 RSv感染的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方 

法．结果如下： 

材料与方法 

1 病毒与细胞 

RSVIx,rig株、18537株均为标准株．由英国 Glasgow大学儿童卫生系徽生物与病毒学科保存．流感病毒 

A／Eq／Tenn／5／86( N3)株购自于北京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副流感病毒己型 Tosnba株来自于美 

国疫病控{目I中心 Hep一2细胞来 自于武粗大学细胞保存中心。 

2 单克隆抗体 

RSVLong株 McAb92 llc．18537株 McAh102—10B．A一2株McAb131—2A(A／B型)来自于美国痍病 

控制中心。 

3 引物 

根据 RSV N 基 因的 桩苷 酸 序列．设 计 合成 了一对 引物．位 于 858～ 1135 Igt 。 

5 GG 

GACTGTAGT 3 。 

ATGAATATGC 3 ．下游引物序列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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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标本来曩 

要幼儿鼻啊拭子收集于英国Gl叫 大学儿童医院和湖北医科大学附二医院的仃诊和住皖虐儿。 

5 免疫簧光荣色 

标本涂于10孔镀礞玻片上，干撵后冷丙酮同定， 

加入 RSV的 McAb．37℃ 30mln，PBS{先两放．加入 

FITC标记的兔抗鼠I窖G结台物．37℃30mLn,同前{先 

杂．干爆破片，在Zdss i E日kc 荧光星徽镜下观察结 

果，绿色为阳性，无色为阴性。 

6 阳性模扳的翻备 

按参考文献[J】进行。基本程序为病毒感染细囊， 

待病变出理后．将病毒蓐染细囊用爵 一氯仿处理．提 

取病毒 RNA,经乙醇沉淀后．抽干备用。待检标车以 

同法娃理 

7 cDNA合成和PcR扩，- 

5o L反转录混合物(包括 1．35 u RNA保护剂， 

100mmol／L随机引物，10 nmx~LdN1 逆转录缓冲 

藏，2O0uMoloo~ 鼠逆转录爵)加刊筷板中。反应在 

37℃ 45mln,95℃ 5rain。 

8 PCR扩增 

PCR在 100‘d反应体积中进行。反应系统包括 5 

‘dTaq酶缓冲灌．0 125 nmao~L dNTP．300~g／mL引 

物 1和引物2．1．5 uTagDNA聚合爵，5 L cDNA和 

无菌蒸值水。反应参敷为94℃1 mln．54℃1m．山I74 

℃1mln．共 十循环。反应产物用2．5％琼脂电苏． 

电压舯～100mV．1--2 h观察结果。 

， 病毒分离 

按常规方法，每份标车接种 3支试管．7 d后无病 

毒出理即为阴性。 

囤 l MuLV逆转录酵和 TaqDNA囊台酵浓度对 RT— 

P 的髟响 

l一5分捌为 MuLV逆转 录爵 4O0 u、3O0 u、2OO u、 

100 u、5o u、Tam DNA曩台酵 2．5 u．2．0 u、1．5 u、 

1．0u、0．5 u，6为DNA分子量标准 

Fig l selec6~ ofRT—P 地 ∞Dd 

lanes1to 5isi o阻amn 【_啪 0‘400Ib 300 u．咖  

u，100 u and 50 u．巾 M vn刖 Ⅱ越哪啷 呲 and 

2 5 u．2．0 u。l 5 u’l 0 u and 0．5 u _巾 TaqDNA 

p一，m点t登 re~ectlvdy；L出 6 DNAmarke~． 

结 果 

1 阳性模板的确认 

RSV感染细胞出现特征性的病变后即收获作为厢性模板，同时甩免疫荧光法确认。在光 

镜下，病毒感染阳性细胞出现合胞体，细胞融合变大。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胞浆出现绿色片 

状荧光。 

2 RT—PCR条件的选择 

分别以 50 U、100 u、200 U、300 U和400 UMuLV逆转录酶以及 0．5 U、1．0 U、1．5 u、2．0 U、 

2．5 UTaqDNA聚合酶完成一个RT—PCR循环，结果 MuLV逆转录酶浓度在 100U至 300U、 

TaqDNA聚合酶浓度在 1．0u至2．0u时．扩增效果较好，产物带清晰(见图 1)，故选择200u 

MuLV逆转录酶和 1．5 U Taq DNA聚合酶进行一个 RT—PCR反应。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12 中 国 病 毒 学 第 12卷 

3 RT—PCR的特异性 

为了确定 RT—PCR方法的特异性，同时扩增了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RSV。并设立未感 

染病毒的 Hep一2细胞和 RT—PCR试剂对照，结果显示仅 RSV RNA扩增阳性 ；其他均为阴 

性，这说明该法是特异的。 

4 不同方法对临床标本的检测 

用RT—PCR、IFA和病毒分离三种方法对疑为 RSV感染的患儿鼻咽拭子进行了病原学 

检测，结果见表l。从表 l可知，三种方法检测临床标本中RSV的敏感性有显著差异．但就特 

异性而言，病毒分离和 IFA检测阳性的标本，RT—PCR亦均为阳性。病毒分离和 IFA检测阴 

性的标本．RT—PCR检澍均为阴性。 

寰 1 三种方法对‘库括奉中 RSV的检蔫比较 

Table1 C加巾虹_蛐  柚elI岫 forthe detection 0IRSV _m sampks 

=13．21．P<0 01 

讨 论 

目前用于诊断 RSV感染的方法主要是病毒分离和免疫学方法．但病毒分离所需时间长． 

敏感性低．而免疫学方法、特别是抗体检测仅是反映感染的一个间接指标．不能替代直接的病 

原学检测。PCR技术的问世为 RSV感染的诊断提供了可能．并具有快速、敏感、特异的优点， 

国外已有较多的报道。根据 Cane等的报道_51．我们建立了诊断 RSV感染的 RT—PCR，结果 

表明该法特异、敏感。表现在：(1)本法只能检测 RSV—RNA．不能检测本属病毒成员的副流感 

病毒RNA和正常细胞 RNA；(2)在临床标本的检测中．本法较病毒分离、免疫荧光法敏感，且 

特异性一致。这一结果也表明所建立的RT—PCR技术可用于RSV感染的早期快速诊断。 

阳性模板的确认是建立本法的前提与关键。我们在病毒接种细胞后的第4天左右，感染 

细胞出现特征性的病变。细胞肿胀、变大．出现合胞体，免疫荧光检查感染细胞的胞浆出现绿 

色荧光，才将其作为阳性模板。结果显示本法只能扩增 RSV RNA，而不能扩增其他病毒 

RNA，表 1显示病毒分离阳性和免疫荧光阳性标本．PCR扩增亦为阳性均证明了我们所制备 

的模板是特异的。 

RT～PCR反应的条件选择也是决定本法成功与否的关键。结果表明逆转录酶浓度在 

100 u至 300 u时。TaqDNA聚合酶浓度在 1．0 u至2．0 u时扩增效果较好(图 1)。因此．我们 

选择逆转录酶 200 u、TaqDNA聚合酶 1．5 u，进行一个 RT—PCR反应．对临床标本进行检测． 

证明这种条件是适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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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Method for Detection of Respiratory syncyticai 

Vires RNA Using Reverse-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mn Reaction 

Yang Zhanqiu XiaoHong W en Lie et al 

(Viru~ResearchIgstitute．HubeiMedlcalUniccrsity．Wuhan 430071) 

A method of rever~ 一tr~ lption p0】yfne瑚Ise chain reaction(RT—PCR)was established 

for detection of resph~tory syncytical vlrus(RSV)RNA genome．The primers were designed 

based on the nucleotide sequenceofRSV N l e．The results showedthatthe primers can t arn— 

plify the genomes of influenza virus and parainfluenza virus，but it carl detect RSV gerlome in rla— 

sopharynaeal aspirate samples in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This method is better than virus iso— 

lation,Its specificity is simlhr to assay．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RT — 

PCR for RSV RNA is specific，rapid and sensitive．It is suitable clinical diagnosis of RSV in— 

fection． 

Key wolds RSV，RT —PCR，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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