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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on of Ilffeetious Laryngotracheitis Virus by Nested P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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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lraet：Two pairs of oligonucleotides flanking 33aymidine Kinase(TK)seonent of infectious laryngotracheifs 

virus(Ⅲ )were chosen as primers for polymerase chaln reaction(nested PCRj． e method of nested PCR 

W~LS．used to detect of virus DNA in ILTV infected different chorlollantoic membrane，specimens from laboratoO, 

and 7 clinical specimens from various species， m ILTV gene TK seglllent p1 d DNA as positive contro1． 

The vlms DNA was extracted by acid guanidinium thlocyanate-phenol—chloroform slngle-step method ．Th e re— 

suhs sho,a-ed that allⅡ V infected different chorloUantoic memb rane were positive．The highest detection rate 

ofⅡ Ⅳ from tracheal swabs of Iqon—hnmmtized chicken was 7／10 on the tenth day P．i．．and that from tracheal 

swal3~of SPF chickens was 8／10 on the tenth day P．i．．The best time for唧 detection in tracheal swabs 

fmm both rloii—inmmnized chickens and SPF chickens wasthefifth day P．i． detectionfrom clinical 蚋m— 

ples by nested PCR W~LS．at a rate of7／7．To~,erify the nucleotide hybridization test th TKc probe ．it suggests 

that nested PCR is sensitive，specific，rapid mad simple，and can be印 ed for study of pathogenesis on moiec— 

ular level and for early clinical diagnosis． 

Key words：Infectious laryngotracheitis virus(ILTV)；Thyafidine kinase(TK)gene；Nested PCR；．Detection 

摘要：选择鸡传染性喉气管炎病毒保守TK基因的蛋白编码区域，设计并合成了一对外引物和一对内引物，建立并 

优化了检测鸡传染性喉气管炎病毒DNA的套式PCR法。通过检测IⅡv感染的鸡胚绒毛尿囊膜、实验室病料和临 

床病料，结果表明，套式PCR法能检测出ILTV感染后的非免疫鸡胚和 SPF鸡胚绒毛尿囊膜研磨液中的被稀释了 

105倍的病毒(约 1 的Ⅱ v DNA)，攻毒后第 10天还能从非免疫鸡和SPF鸡气管拭子中检出Imv，第 1O天非免疫 

鸡气管拭子中Ⅱ爪，的最大检出率为7／10，第 10天SPF鸡气管拭子中 IⅢ 的最大检出率为8／10。对非免疫鸡和 

SFF鸡的气管拭子中IⅡv最佳检出时间均在攻毒后第5天。对临床样品中的IⅡv的最大检出率为 7／7。经过核 

酸杂交验证，套式pcR法具有很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为从分子水平探讨 Ⅱ v的发病机理、临床早期快速诊断提 

供了新的研究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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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传染性喉气管炎(1~eetious Laryngotmcheifis， 

ILT)是由鸡传染性喉气管炎病毒引起的一种以高度 

呼吸困难、喉头和气管牯膜出血、产蛋下降和死亡率 

增加为特征的呼吸道传染病⋯。TK基因是鸡传染 

性喉气管炎病毒毒力的基 因之一，它的保守性较 

强_2 J，可作为潜伏期诊断的基因_3一。本文选取 ILTV 

的TK基因，建立了适合 ILTV的快速检测 的套式 

PCR法 ，经过核酸杂交验证 ，敏感性和特异性都很 

好，具有较大的临床运用价值。 

1 材料与方法 

1．1 引物设计与合成 

参考鸡传染性喉气管炎病毒唧 632株 TK基 

因序列L4j，设计了内外两对引物，外引物上下游序列 

分别为P1 5’AGTCTAGCCCGCAGAGATG3’(位于TK 

基因DNA的 126～145位上)和 P2 5’GCIEcrWAA． 

c̈ Ⅱ￡ 固’(位于 TK基 因 DNA的 876—895位 

上)，内引物上下游序列分别为 P11 5’TrCGAGAAC． 

GATGACTCCG3’(位于 TK基因 DNA的 226 245位 

上)和P22 5’ATAG3V．ATC'I'GAACTrCCGC3’(位于 TK 

基因 DNA的471～491位上)，由加拿大真达公司合 

成。 

1 2 病料的采集殛其它材料 

非免疫鸡胚绒毛尿囊膜 唧 增殖物、SPF鸡胚 

绒毛屎囊膜 Ⅲ 增殖物为华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 

系禽病室保存。各种日龄非免疫鸡和SPF鸡的病 

料，由华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系禽病室攻毒取病料 

所得。不同品种(罗斯、来杭、乌鸡、石歧杂等)的鸡 

的病料，这些病料一般有气管、气管拭子和泄殖腔拭 

子等，来 自广东佛山、汕头、清远等地方。AIV}玎N3 

株为华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系禽病室分离并通过国 

家流感中心鉴定而获取，Im  疫苗株(中等毒力)、 

IIJTv疫苗株(弱毒)、哪 野毒株、Ⅲ 北京株、NDV 

北京株、IBDV株、IBV D株、A1V}玎N3株、A型禽多 

杀性巴氏杆菌、大肠杆菌 078、pUC18、含有 TKc(TK 

基因片段)的重组质粒 pUC18一TKc．BJ、TKc DIG标记 

探针均为华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系禽病室保存。非 

放射性 DIG标 记及检 测试 剂盒购 自 Boehringer 

Marmheim公司。 

1 3 病毒 DNA抽提 

参照姜泊等 的方法，以唧 北京株感染的 

SPF鸡胚绒毛屎囊膜增殖物研磨液(经过血清学试 

验证实含 rL11v)为抽提对象，采用异硫氰酸胍一酚 

一

氯仿一步法进行。 

1．4 套式 PCR扩增条件 

对PCR循环参数和PCR反应体系中各要素用 

量进行了选择，最后确定 PCR的循环参数为：94~C 

变性 lmin，54 退火 30s，72 延伸 2min，经 3O个循 

环后，72 再作用 5min。关于循环次数，第一次 PCR 

反应为 30次，第二次 PCR反应为 l5次较好。第一 

次PCR反应体系中各要素的用量为：10×TaqDNA 

聚合酶 Buffer 4．01zL，P1 2．5iLL(25pmo1)，岫 DNA 

4止，&NTPs(10rmno1／L)luL，P2 2．5 (ZSpmo1)， 

TaqDNA聚合酶l止，灭菌三蒸水341zL。第二次PCR 

反应体系中各要素的用量为：10×TaqDNA聚合酶 

Buffer 4． 山，10mmol／L d~FPs l ，P11 2．5tzL，P22 2． 

5 ，第一次 PCR产物的 DNA 5 ，灭菌三蒸水 

36tLL。 

1．5 扩增产物的特异性鉴定 

取5uL PCR扩增产物与 1vL上样缓冲液混合 

后，经含溴化乙锭(EB)2％的琼脂糖凝胶电泳(5w 

一)分析，以DNA片段长度标准物为参考，电泳观察 

并拍照。取 luL PCR纯化产物与TKc DIG标记探针 

进行杂交。 

1．6 对禽的相关病毒和细菌的扩增 

传染性喉气管炎引起的禽的临床症状容易与禽 

流感(AI)、新城疫(ND)、传染性支气管炎(IB)、传染 

性法氏囊病(IBD)等病毒病和 A型禽多杀性巴氏杆 

菌、大肠杆菌等细菌病混淆。AW、NDV、IBD和 IBV 

为 tlNA病毒，分别从相应的SPF鸡胚尿囊液增殖物 

(经过血清学试验证实含相应病毒)中提取总 RNA， 

用 ILTV的外引物的上游引物进行反转录，然后进行 

套式PCR；分别从 A型禽多杀性巴氏杆菌、大肠杆菌 

的肉汤培养物(经过血清学试验证实含相应细菌)中 

分离总DNA，然后进行套式 PCR，并设阳性对照。将 

上述扩增产物与TKc DIG标记探针进行杂交。 

1．7 PCR方法的敏感性、重复性和稳定性检测 

1．7．1 敏感性 将 删 感染的 SPF鸡胚绒毛尿囊 

膜研磨物(EⅢ50为10" ×0．2mE)分别做5个梯度的 

10的倍比稀释，每个浓度取5o0 液体，用一步法 

进行核酸抽提，然后进行扩增，将扩增产物与 TKc 

DIG标记探针进行杂交。 

1．7．2 重复性 以扩增为阳性的 IuY 北京栋、 

ⅡTv中等毒力株、删 弱毒株、【LTv野毒株的 DNA 

为模板重复扩增三次，将扩增产物与 TKc DIG标记 

探针进行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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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稳定性 将参与套式 PCR反应的试剂分别 

在一加℃放置 3O、6o、90、120、150和 180d时取出 以 

ⅡJ1v北京株的DNA为模板进行扩增，将扩增产物 

与TKc DIG标记探针进行杂交。 

1．8 套式 

对以下四组样品进行了检测，它们分别是：a． 

rv北京株的非免疫鸡胚绒毛尿囊膜增殖物(已做 

5个梯度的 l0的倍比稀释)；b．分别以ILTV(北京 

株)、岍 (北京株)+A1V(H7N3株)、ILTV(J~京株) 

+NDV(北京株)、AⅣ(H7N3株)+I岍 (北京株)+ 

NDV(d~京株)进行了攻毒后的非免疫鸡中采取的不 

同时间的不同组织样品(每组中的种毒均分别以灭 

菌生理盐水 1：10稀释后取0．2mL滴鼻、点眼进行接 

种)；c 分别以mTV(J~京株)+AD／(H7N3株)、ILTV 

(北京株)+NDV(北京株)、,MV(H7N3株)+IIl1v(北 

京株)+NDV(北京株)进行了攻毒的 SPF鸡中取的 

不同时间的不同组织样品(每组中的种毒均分别以 

灭菌生理盐水 1：10稀释后取0 2mL滴鼻、点跟进行 

接种)；d．7份随机临床病料。将扩增产物与 1 

DIG标记探针进行杂交。 

2 结果 

2．1 特异性 PCR产物的鉴定 

用设计的 P1和 P2、PII和 P22双引物，对提取 

的 DNA和重组质粒 pUCI8一TKe一13J分别进行套式 

PCR，反应产物经琼脂糖凝胶电泳结果显示，可扩增 

出一条约 265bp的特异条带，与理论预计值(大小) 

相符(图 1)。经斑点杂交，证实为特异产物 

2．2 对相关病毒的扩增结果 

如图 1和圜 2所示，LLTV的引勘对不同的／LTV 

毒株均扩增出了特异性产物，而对其他病原的扩增 

均为阴性结果，表明这两对引物能特异地扩增出 

Ⅱ v的TK基因片段。 

2．3 敏感性 

用一步法抽提不同稀释度的 Ⅱ (EIDs0为 

10 ×0．2nL)感染的SPF鸡胚绒毛尿囊膜 DNA，套 

式 PCR可检出 10 稀释度的 州 DNA(约 lfg)。 

2．4 重复性和稳定性试验 

将每个样品重复测定三次，P1和P2、Pll和P22 

双引物可扩增出岍 北京株、州 野毒株、Ⅱ爪，疫 

苗株(中毒)、Ⅱ 疫苗株(弱毒)的 DNA的特异条 

带(长度为265bp)(图 1)，经探针杂交，证实这些条 

带均为特异产物(图2)。 

将参与 PCR的反应成分分别放置 3O、6O、9o、 

120、150、2OOd时取出，Pl和P2、PI1和 F22双引物均 

可扩增出 州 北京株 DNA的特异条带(长度为 

265bp)(图 1)，经探针杂交，证实这些条带均为特异 

产物(图2)。 

图 1 式 PcR扩增结果 

．̂pUC18·TKc BJ；B，pUCI8；C．正常尿囊渡；】)．正常绒毛屎艇辩 

磨物iE．正常肉场培养摹；F。A型寓多系性巴瞳杆菌；G 大肠轩 

菌 078；H、]BV D株；I．A1V H7N3株；】，]FIDV株i K．NDV北京栋； 

1．ILTV辐毒株；M 皿 lv北京株超遵离心物；N，[【' 野 株；0， 

Iu 中等毒力株；P，100bp DNA La矗 (分子量 M~ker)、 

Fig 1 口咖 h呷既 帅出 n~ttxl W21{psxtuct．． 

A，pLC18一TKe·BJ；B pUC18；C，Nemad chi,．ken目 a]lantoic flu· 

id；D，c n ar n 随nel~tle'．k E ∞ I hu~th；F、̂⋯ E 

teu~liainullocidⅡi G．Escherichia cdI~．ram 078；H．[BV stram lI 

1． l̂V姐  n m J．1B叫 稍 d胀 un；k HⅡV n B 、 1． 

ⅢYV m【enu ed strain；M．Pr．duet of UjⅡ 棚廿1 剐t-0n of 1U1V ~rail- 

B嘶呜 ； ， V wild B ；O．!I middle一 c呲 曲Ⅱn P．1OOb? 

r ^ I derfMaA er】 

匿2 DIC标记探阜1法检测套式 PER扩增产物 

al，ILI~'弱毒株 ；a2，Iuv野毒株； ，IL~X'中等毒力株； ． 

L0 一10 s稀释度的 n ； ，Ⅱ』v北京栋超速离心物 ． c18一 

TK 耐；aS-al0．II 1v北京株越速离心物(参与 PCR的反应成分分 

剐放置 30d 120d、2O0,／后)：b2 NDV北京椿；b4 1BDV野毒栋； 

b6，IBVD株；b8．AW mN3拌；bl0．太晒杆荫078；c2．A型禽多杀 

性巴氏杆菌的DNAI ．正常绒毛尿囊脱研磨物；c6、正常肉衡培 

养基；cg．正常尿囊液；cl0，pUCI8。 

Fig．2 ’Ik det~ed b T蚓  PCRu0虹 b bv dot hybfidiratlm 

a1．ILl"V t肌“m 81~ n；a2．ILTV Ⅵ l【I n n：a3：lIl middI 一 

]em sⅡ锄n； ，】L ，出luted at1 删d v；a6．Pn let of 

U1tr 朗耐 t；o兀 ⅡJⅣ str．Ea Be／jing；a7．pUC18—1k tljJ；a8一a10． 

Product of删忉 】 “m of皿 洲 n雎1l1ng(PcR i％~]ientⅥ 

stored 30d，120d arId 200d later respe．．fivdy)；b2．NDV slr,lin BeijingI 

1A．IBDV mld strain；b6，】BV strain Di D8，IuV strain IM／i~g；bl0， 

Eschedchia 1 n O7~,；c2．A  ̂曲 p~ eurella muh~ida； ． 

Choxid]~toic mend~rane pesded；c6： broth；c8．Nom~al chicken 

erdtryo alla~k@ fluid~clO pUC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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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套式 检查病料情况 

Table l The dd州 r ·f p,tdlol el 岛 by nestc~]Pc【t 

筇 1n 

lhe n~zledPC R一 1e ed hybfidlzatio~t 

2．5 套式 PCR方法的应用结果 

对 感染后获取的非免疫鸡胚绒毛尿囊膜、 

非免疫鸡组织样品、SPF鸡组织样品以及临床病料 

进行了套式 PCR检测并通过斑点印迹杂交验证。 

结果表明，套式 PCR可检出 10 稀释度的非免疫鸡 

胚绒毛尿囊膜增殖物中的 Ⅱ v DNA(约 l )。 

IⅡv攻毒的非免疫鸡和 SPF鸡在攻毒后第 lO 

天还能从气管、气管拭子中检测出 Im ，对 I 、 

州 +．MV、NDV+ⅡTv和 NDV+Ⅱ +AIV攻毒的 

非免疫鸡 ，第 10日龄气管拭子的检出率均为 7／1o， 

对 NDV+ⅡJw 、AIV+Ⅱ 和 NDV+州 +．Mar攻 

毒的 SPF鸡，攻毒后第 10天气管拭子的检出率分别 

为7／10、8／10和 7／10。对非免疫鸡和 SPF鸡的气管 

拭子中 I【lTv最佳检出时间均在攻毒后第 5天 对 

临床样品中的气管、气管拭子IL1v的虽大检出率均 

为 7／7。 

3 讨论 

目前在传染性喉气管炎的检测上已有病毒分 

离 、AGP_6J、ELISA E73和 PCR[副等报道．尚未见套式 

PCR检测试验报道。套式 W．R通过内外引物进行 

两次扩增，大大提高了敏感性，也提高了反应的特异 

性。有报道表明，套式 PCR比一次 PCR至少敏感 

1(30倍 J。本文对套式PCR的敏感性进行了初步测 

定。一般来说，检测 DNA的敏感性很难找到一个客 

观指标，因为在被检样品中用于检测的实际棱酸量 

受到本身含量偏低、不稳定等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首次证明用套式 PCR法检测 IL 感染 

的有效时间为感染后 1～10d，为 PCR技术诊断 T V 

感染的研究和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实验表明．对 

经过ILTV、NDV+IL 、I +AIV 和 NDV+IUl V+ 

AIV攻毒后的非免疫鸡，采用套式 PCR可以在攻毒 

后的第 3、5和 8天从气管拭子和气管样品中捡 出 

IⅡv DNA。此外，套式 PCR还可检测出SPF鸡攻毒 

后第 1和 10天的 Ⅱ ，DNA。WiUiams等0 用 次 

PCR法检测人工接种 Ⅱ』v鸡的气管拭子，在按种后 

3～10d内均能检出 IL1v DNA，我们的这 结果与之 

相吻合，但更灵敏。用 McAb-ELISA可在接种 IL 

后 7d内从鸡气管中捡出抗原，8d内可从气管中分 

离出病毒lI 。我们用套式 PCR跟踪检测人工感染 

SPF鸡和非免疫鸡喉气管中 IL 的动态分布，检_uJ 

时间比 McAb．ELISA和病毒分离方法早，并且套式 

PCR比一次 PCR法_I 敏感。由此，可初步判断 自然 

感染鸡气管中 II 1v出现时问大约为 I～lOd ：套 

式 PCR检测中，攻毒后第 1O天还能从非免疫码和 

SPF气管拭子中检出 IⅢv，第 1O天的非免疫玛和 

SPF鸡气管拭子中IⅡv最大检出率分别为7／10和 

8／10。通常，Ⅱ_1、 的潜伏期分别为2～6d J，我们 

的套式PCR法在 SPF鸡和非免疫鸡被相应病毒攻 

毒后第一天均能检测出该病毒。由此可见．套式 

PCR法对检测呈潜伏感染状态的这种病毒可能具有 

较大意义，这对于进出 口检疫和 SPF鸡群的监洲具 

有重要价值。以上实验还表明，多种病毒混合感染 

对鸡的病原检测的影响不大。我们设计混合攻毒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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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是基于临床病料往往是混合感染，所 按设计的 

方法攻毒后进行检测更有针对性。当然，PCIt有时 

会出现假阳性或假阴性的结果。为了避免这两种情 

况出现除了注意引物设计特异性和操作的细心外， 

最好能辅助以探针杂交法、电镜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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