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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２０１ ２年发现的新冠状病毒分子检测方法的

建立与探针优化
周为民，陆柔剑，耿合员，李辉，段希洁，杨扬，谭文杰

目的

【摘要】

建立２０１２年确定的新冠状病毒的分子检测方法，并筛选优化引物与探针。

方法依据最先发表的２０８ ｂｐ长的新冠状病毒１ｂ片段核酸序列，比对分析后设计合成常规ＲＴ—ＰＣＲ
引物１对及荧光定量ＲＴ－ＰＣＲ引物１对与ＴａｑＭａｎ探针２条（ＴＺｌ，ＴＺ２），同时合成锁核酸修饰的
ＴａｑＭａｎ探针２条（ＬＮＡ－ＴＺｌ，ＬＮＡ－ＴＺ２）。建立检测新冠状病毒感染的常规ＲＴ．ＰＣＲ方法与４种荧光
定量ＲＴ－ＰＣＲ，分析比较其灵敏度与特异性，同时参照欧洲发表的２种荧光定量ＲＴ．ＰＣＲ引物与探针
对（ｕｐＥ，ＯＲＦＩｂ）建立相应方法，以合成的阳性模板比较６对荧光定量ＲＴ－ＰＣＲ引物与探针的检出灵
敏度。结果所合成的常规ＲＴ—ＰＣＲ与荧光定量ＲＴ－ＰＣＲ引物与探针皆有较好特异性，不能扩增其
他人冠状病毒模板及常见呼吸道病毒模板，检出下限达５０～５００拷贝／反应。锁核酸修饰ＴａｑＭａｎ探
针可改善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方法的反应性能，经锁核酸修饰的ＴａｑＭａｎ探针与常规ＴａｑＭａｎ探针相
比，检出率提高ｌＯ倍左右，其中ＬＮＡ—ＴＺｌ与ｕｐＥ探针对具最佳反应性能。结论本研究所建立的常
规ＲＴ—ＰＣＲ与荧光定量ＲＴ．ＰＣＲ可用于新冠状病毒的分子检测，并推荐使用ＬＮＡ．ＴＺｌ与ｕｐＥ探针对。
本研究为新冠状病毒分子检测方法应用与改进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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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９月在全球确认了两个发生在中东地

１

区的新冠状病毒感染病例，１例死亡，１例重症，两人

材料
引物、探针与模板及主要试剂ＰＣＲ引物与

的临床表现都是急性重症呼吸道感染合并肾衰

１．１

竭¨引。科学家们通过对从患者体内分离的病毒进

探针及包含靶基因的阳性模板质粒（表１）合成委托

行基因测序发现，该病毒基因组全长３０

ｂｐ

上海辉睿生物公司完成；经检测确证的其他人冠状

ｎｕｍｂｅｒ：ＪＸ８６９０５９），基因组结

病毒（ＨＣｏＶ．２２９Ｅ，一０Ｃ４３，－ＮＬ６３，．ＨＫＵｌ）及常见呼

（（ＧｅｎＢａｎｋ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构从５’端到３ ７端依次为：５
（ｆｏｒｍｅｄ

１１８

７－ＵＴＲ－ＯＲＦｌａｂ－Ｓ－ＯＲＦ３

吸道病毒（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Ａ，ＲＳＶ，ｐｉｃ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ＨＭＰＶ，ＰＩＶ－

ｄ）一Ｅ－Ｍ－Ｎ－３’一ＵＴＲ。

１，ＰＩＶ．２，ＰＩＶ．３，Ａｄｅｎｏｖｉｒｕｓ，ｂｏｃａｖｉｒｕｓ）阳性的样本为

从系统发生上看，该病毒与ｂａｔ．ＣｏＶ．ＨＫＵ４和ｂａｔ－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采集的鼻咽拭子（本室保存）。Ｔａｑ酶

ＣｏＶ．ＨＫＵ５的亲缘关系比较接近，基因组相似性都

试剂盒（ＱＩＡＧＥＮ）购自北京奥科迪公司；核酸

为７０．１％，而与ＳＡＲＳ－ＣｏＹ基因组相似性为

Ｍａｒｋｅｒ、各种限制性内切酶、小量质粒提取试剂盒均

５４．９％，为一种新的人冠状病毒（命名为ＨＣｏＶ－

购自日本ＴａＫａＲａ生物公司；其他化学试剂均为国

ＥＭＣ／２０１２），属于Ｂ类冠状病毒的２ｃ亚群。

产分析纯产品。

ｔｏ

ＯＲＦ３ａ，３ ｂ，３

Ｃ，３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５日，英国科学家最先在网上发

１．２方法

布了一段２０８ ｂｐ长的新冠状病毒序列¨１。２０１２年

１．２．１

９月２８日欧盟科学家首次报道了针对该病毒的荧

取：依据引物对所包含靶区合成ＤＮＡ片段，克隆至

光定量（ＲＴ．ＰＣＲ）检测方法”’。为尽快在我国建立

ｐＧＥＭ．Ｔ载体，１７启动子下游。酶切线性化后用

筛查新冠状病毒感染的实验室检测方法，本研究组

ＭｅｇａＳｃｒｉｐｔ

在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６日依据最先发表的新冠状病毒

ＲＮＡ模板的合成，经ＤＮａｓｅＩ消化处理后纯化并定

ｂｐ长的核酸序列，比对分析后设计合成了常规
ＲＴ．ＰＣＲ引物１对、荧光定量ＲＴ．ＰＣＲ引物１对与

量稀释，并计算其拷贝数。

ＴａｑＭａｎ探针２条（ＴＺｌ，ＴＺ２），同时合成锁核酸修饰

病毒感染样本为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采集的鼻咽拭子（本

的ＴａｑＭａｎ探针２条（ＬＮＡ－ＴＺｌ，ＬＮＡ－ＴＺ２）。建立了

室保存），待检样本各取１４０“ｌ，采用ｖｉｒａｌ

检测新冠状病毒感染的常规ＲＴ—ＰＣＲ方法与４种荧

Ｋｉｔ（Ｑｉａｇｅｎ）提取ＲＮＡ后溶于５０斗ｌ ＤＥＰＣ纯水中备

光定量ＲＴ—ＰＣＲ，并与随后欧盟科学家报道的２种分

用。

２０８

阳性模板的体外转录与样本适用于ＲＮＡ提

Ｔ７体外转录试剂盒（Ａｍｂｉｏｎ公司）进行

作为特异性验证的其他冠状病毒与常见呼吸道

子检测方法进行了分析比较。
表１用于常规ＲＴ．ＰＣＲ及荧光定量Ｒｔ．ＰＣＲ检测新冠状病毒的引物及探针
Ｔａｂ．１

Ｔｈｅ ｐｆｉｍｅｍ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ｅ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注：ＬＮＡ修饰碱基以黑体下划线表示
Ｎｏｔｅ：ＬＮＡ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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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ＲＴ．ＰＣＲ方法检测：阳性模板为倍比

ＲＴ．ＰＣＲ验证，并比较了３种退火温度。结果（图１）

稀释的体外转录ＲＮＡ（１０ｎｄｏｎ２０５），阴性对照为

显示：引物Ｆｌ与Ｒ１可扩增出预期特定大小条带，

ＰＢＳ，引物序列见表１。反应体系为２５¨ｌ，包含：

在退火温度为６０℃时，其灵敏度最好，检出下限为

５×ＱＩＡＧＥＮ

ｏｎｅ．ｓｔｅｐ

ＲＴ－ＰＣＲ ｂｕｆｆｅｒ：５ Ｉｘｌ ｄＮＴＰ：１

５０拷贝／反应。在同上条件下采用引物Ｆ１与Ｒ１进

ｐｌ；ＱＩＡＧＥＮ

ｏｎｅ－ｓｔｅｐ

ｅｎｚｙｍｅ

ｍｉｘ：１斗ｌ；引物（５

行ＲＴ．ＰＣＲ，以本室前期保存的其他冠状病毒

ｍｍｏｌ／Ｌ）：２斗ｌ（Ｆ一１与Ｒ一１各ｌ斗１），加水至２０斗Ｉ

（ＨＣｏＶ－２２９Ｅ，一０Ｃ４３，一ＮＬ６３，一ＨＫＵｌ样本各４份）及

后，每反应管中加入模板５¨ｌ。扩增条件设定为：

常见呼吸道病毒（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Ａ，ＲＳＶ，鼻病毒，ＨＭＰＶ，

Ｓ，６００Ｃ（或

副流感病毒１，２，３，腺病毒与博卡病毒样本各２份）

１．２．２

５０℃，３０ ｍｉｎ；９５℃，１５

ｍｉｎ，９４０Ｃ，３０

１０

鼻咽拭子样本核酸提取物作为模板，皆不能扩出特

ｒａｉｎ。反应结束后取５斗ｌ产物在２％琼脂糖胶电泳，

定大小条带。表明引物Ｆ１与Ｒ１用于新冠状病毒

观察结果。

检测具有较好特异性。

５５℃，６８℃）３０

ｓ共４０个循环，７２。Ｃ

ｓ，７２０Ｃ，４５

１．３荧光定量ＲＴ－ＰＣＲ方法检测

荧光定量ＲＴ．

２．２荧光定量ＲＴ－ＰＣＲ方法检测

以体外转录并

ＰＣＲ检测在ＡＢｌ７０００仪器上进行。阳性模板为１０

１０倍稀释的阳性ＲＮＡ为模板对引物Ｆ－２与Ｒ．２及

倍稀释的体外转录ＲＮＡ（１０ｎｄｏｎ２０５或Ｅ０１９５），阴

４种ＴａｑＭａｎ探针（ＴＺｌ，ＴＺ２，ＬＮＡ—ＴＺｌ，ＬＮＡ－ＴＺ２）进

性对照为ＰＢＳ，引物与探针对参见表１。反应体系

行荧光定量ＲＴ－ＰＣＲ验证，结果显示引物Ｆ．２与Ｒ－２

ＲＴ－ＰＣＲ ｂｕｆｆｅｒ：１２．５ Ｉｘｌ；２５×ＲＴ—

及４种探针皆可扩增出靶基因，其中锁核酸修饰的

ｍｉｘ：ｌ斗ｌ；引物（５ ｍｍｏｌ／Ｌ）：２斗ｌ；探针

ＴａｑＭａｎ探针（ＬＮＡ－ＴＺｌ，ＬＮＡ．ＴＺ２）反应性能与检出

为２５斗ｌ，包含：２
ＰＣＲ ｅｎｚｙｍｅ

Ｘ

（５ ｍｍｏｌ／Ｌ）：０．５

Ｉｘ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ｅｎｃｈａｎｃｅｒ：１．６７¨ｌ；

下限（５０拷贝／反应）优于常规ＴａｑＭａｎ探针（ＴＺｌ与

加水至２０山后，每反应管中加入相应模板５斗ｌ。

ＴＺ２，检出下限为５００拷贝／反应）。我们随后参照

扩增条件设定为：４５℃，１０

ｍｉｎ；９５℃，１０ ｍｉｎ；９５℃，

欧盟科学家报道的引物与探针及靶基因（ｕｐＥ，

ｓ，共４０个循环。结果判

ＯＲＦｌｂ）进行合成，并复建相应荧光定量ＲＴ．ＰＣＲ检

定：ｃｆ值≤３７时为阳性。ｃ￡值在３７与４０之间需重

测方法，将其反应性能与检出下限与我们建立的基

复并用另一靶位的其他方法复合验证。

于锁核酸修饰的ＴａｑＭａｎ探针进行了分析比较（表

１５ Ｓ，５５℃，１５

２

２．１

Ｓ，６０。Ｃ，４５

２）发现：４种方法检出下限皆为５０拷贝／反应，但从

结果

反应性能来看，ＬＮＡ－ＴＺｌ与ｕｐＥ最佳，明显优于
常规ＲＴ－ＰＣＲ方法检测

以体外转录并１０

ＯＲＦｌｂ及ＬＮＡ．ＴＺ２。

倍稀释的阳性ＲＮＡ为模板对引物Ｆ１与Ｒｌ进行
ｂＤ

Ｍ

１

２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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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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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退火温度为５５ ｏＣ；Ｂ：退火温度为６０℃；Ｃ：退火温度为６８℃
ｌ至５孔为不同浓度阳性模板（依次为５０ ０００，５０００，５００，５０，５拷贝）；６为阴性对照孔；Ｍ为相对分子质量标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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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应用不同引物及探针对进行荧光定量检测时的平均ｃ‘值
Ｔａｂ．２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 ＲＴ—ＰＣＲ ａｓｓａｙｓ ｕｓ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ｉｒｓ ｏｆ ｐｒｉｍｅｒ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ｅ

以本室前期保存的其他冠状病毒（ＨＣｏＶ．

迄今为止，经实验室检测确定的２０１２年新冠状

２２９Ｅ，．０Ｃ４３，．ＮＬ６３，．ＨＫＵｌ样本各４份）及常见呼

病毒感染只有２例，还没有证据表明新冠状病毒能

吸道病毒（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Ａ，ＲＳＶ，鼻病毒，ＨＭＰＶ，副流感

够在Ｘ－ｑ），ＺＩ司进行传播‘３‘。因临床资料有限，其

病毒１，２，３，腺病毒与博卡病毒样本各２份）鼻咽拭

生物学性状、传播特性、致病性及分子流行病学有待

子样本核酸提取物作为模板，在同上条件下进行荧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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