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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用于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检测的DPO引物

组、含有该引物组的试剂盒及其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猪传染性胃肠炎病

毒检测的DPO引物组、含有该引物组的试剂盒及

其应用。所述的用于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检测的

DPO引物组由上游引物和下游引物组成。此外，本

发明采用该DPO引物组结合实时荧光定量PCR方

法，建立了一种特异、快速检测猪传染性胃肠炎

病毒的DPO‑real  time  RT‑PCR检测方法，该方法

简单、特异性强、灵敏度高，能够实现现有检测技

术所无法完成的定量、快速、特异、敏感的结果判

定。因此，本发明的提出为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

的快速准确检测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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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检测的DPO引物组，其特征在于由上游引物和下游引物组

成，所述的上游引物以及下游引物的序列如下所示：

上游引物：5’CTGTTCTTGCCGCACTTAAAAIIIIIGGTGTTGAC3’

下游引物：  5’TAGCTCCATAAAATCTTGTCACATCIIIIITACCTGCAG3’

其中，I表示次黄嘌呤核苷。

2.权利要求1所述的引物组在制备检测或诊断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的试剂中的用途。

3.一种用于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检测的DPO-real  time  RT-PCR试剂盒，其特征在于含

有权利要求1所述的引物组。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试剂盒，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荧光染料、反应缓冲液、dNTP、

RNasin、随机引物、反转录酶、阳性标准品、阴性对照以及无RNA酶水。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试剂盒，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反转录酶为M-MLV，所述的阳性标准

品为含有猪传染性胃肠炎N基因序列第32-212位的质粒，其中猪传染性胃肠炎N基因的核苷

酸序列如SEQ  ID  NO.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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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检测的DPO引物组、含有该引物组的

试剂盒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检测的引物组、含有该引物组的试剂盒

及其应用，特别涉及一种用于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进行定性、定量检测的双启动寡核苷酸

(DPO)引物组、含有该引物组的试剂盒及其应用。本发明属于生物检测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猪传染性胃肠炎(Transmissible  gastroenteritis)是由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

(TGEV)引起的一种高度接触性、急性消化道传染病。以呕吐，严重腹泻和脱水为特征，危害

严重，是影响养猪业发展的主要病毒性传染病之一，且该病经常与猪流行性腹泻与猪轮状

病毒混合感染。病猪和带毒猪是主要传染源，经粪便、呕吐物、乳汁、鼻液和呼出的气体排出

病毒，污染饲料、饮水、空气、车辆、工具和环境，经消化道和呼吸道传染给易感猪，死亡率

高，严重危害猪业发展。

[0003] 目前常用的临床诊断的方法包括病理学检查、血清学检测和RT-PCR检测等，例如

王劭等(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RT-PCR检测方法的建立，王劭等，动物医学进展，2007，28

(11)：12-16)公开了一种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RT-PCR检测方法，但RT-PCR检测引物设计过

程复杂，需要对引物参数进行反复优化，有时即使反复优化过后仍然避免不了非特异性扩

增及引物二聚体的存在。而且特异性差，避免不了非特异性扩增的出现。为解决此问题，本

发明利用双启动寡核苷酸引物，即DPO引物，通过对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特异性N基因序列

DNAMAN比对，选取其高特异性序列进行DPO引物设计，建立了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DPO 

real-time  RT-PCR检测方法，DPO引物特异性高，退火温度范围宽，避免了传统方法中反复

优化反应的麻烦。

[0004] 本发明检测方法特异强、敏感高，显着提高了对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的检测效率

及其敏感性，为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的检测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能够特异的、灵敏的检测猪传染性胃肠炎

病毒的DPO-real  time  RT-PCR检测方法。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以下技术手段：

[0007] 为建立特异、快速检测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的DPO-real  time  RT-PCR检测方法，

本研究针对测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的N基因设计了一对双启动寡核苷酸(DPO)引物，建立了

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DPO-real  time  RT-PCR检测方法。试验结果显示，本发明方法的检测

下限为2.21×101copies/ul，在40℃-65℃退火温度范围内均可高效扩增靶基因片段，表明

该方法退火温度范围宽，同时DPO引物特异性强，PCR反应过程中不会产生非特异性扩增。利

用该方法对采集的128份样品进行检测，共计检出65份猪传染性胃肠炎阳性样品，经国标法

(SN/T  1446-2010)复验，两者检测结果一致，显示了良好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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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本发明的一种用于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检测的DPO引物组，其由上游引物和下游

引物组成，所述的上游引物以及下游引物的序列如下所示：

[0009] 上游引物：5’CTGTTCTTGCCGCACTTAAAAIIIIIGGTGTTGAC3’

[0010] 下游引物:5’TAGCTCCATAAAATCTTGTCACATCIIIIITACCTGCAG3’

[0011] 其中，I表示次黄嘌呤核苷。

[0012] 进一步的，本发明还提出了所述的引物组在制备检测或诊断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

的试剂中的用途。

[0013] 一种用于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检测的DPO-real  time  RT-PCR试剂盒，其含有本发

明所述的引物组。

[0014] 在本发明所述的试剂盒中，优选的，还包括荧光染料、反应缓冲液、dNTP、RNasin、

随机引物、反转录酶、阳性标准品、阴性对照以及无RNA酶水。

[0015] 在本发明所述的试剂盒中，优选的，所述的反转录酶为M-MLV，所述的阳性标准品

为含有猪传染性胃肠炎N基因序列第32-212位的质粒。

[0016] 使用本发明所述的试剂盒检测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时，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0017] (1)提取待测样本的总RNA

[0018] (2)反转录

[0019] 对步骤(1)提取得到的总RNA进行反转录得到DNA模板；

[0020] (3)荧光定量PCR检测

[0021] 利用阳性标准品作为对照，以步骤(2)得到的DNA为模板，使用本发明所述的引物

组进行荧光定量PCR扩增，荧光定量PCR体系为：

[0022]

[0023] 荧光定量PCR程序为：95℃10min，95℃15s，60℃1min，共进行35～40个循环。

[0024] (4)标准曲线的制作

[0025] 利用一系列不同浓度梯度的阳性标准品为模板，按照步骤(3)进行荧光定量PCR扩

增，以标准品拷贝数的对数做为X轴，Ct值做为Y轴自动绘制标准曲线；

[0026] (5)样本中病毒含量的计算

[0027] 根据建立的标准曲线分别计算样本中病毒的拷贝数。

[0028] 相较于现有技术，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9] 本发明采用DPO引物结合实时荧光定量PCR方法，因为实时荧光定量具有线性检测

范围大、检测速度快、通量高、封闭检测无污染、灵敏度高等诸多优点，已经在核酸拷贝数定

量方面有了诸多临床应用，DPO引物具有退火温度范围广，特异性好，设计简单，避免优化反

应条件等优点。基于上述问题的考虑，本发明将登录于Genbank中高度保守的猪传染性胃肠

说　明　书 2/6 页

4

CN 107937607 B

4



炎N基因序列大量比对筛选，最终确定高度保守区以设计DPO-real  time  RT-PCR引物。从基

因水平去构建猪传染性胃肠炎标准质粒，进行标准曲线的建立，能够实现现有检测技术所

无法完成的定量、快速、特异、敏感的结果判定。

[0030] 本发明建立的DPO-real  time  RT-PCR方法设计简单、特异性强、灵敏度高，为猪传

染性胃肠炎病毒的快速准确检测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

附图说明

[0031] 图1为TGEV荧光定量PCR检测方法建立结果；

[0032] 图2为TGEV荧光定量PCR标准曲线建立结果；

[0033] 图3为TGEV荧光定量PCR灵敏度检测结果；

[0034] 注：1-7分别为2.21×10  7copies/ul-2.21×101copies/ul浓度的质粒标准品

[0035] 图4为TGEV荧光定量PCR特异性检测结果；

[0036] 1：TGEV-N阳性质控；2：TGEV  cDNA；3～10：PRV  cDNA、PEDV  cDNA、BVDV  cDNA、IBDV 

cDNA、IFNV  cDNA、BRV  DNA、FIPV  cDNA、阴性对照；

[0037] 图5为Real-time  PCR常规引物与DPO引物特异性比对结果；

[0038] 图5A中，1：TGEV-N3基因/TGEV-CG引物；2：TGEV-N3基因/TGEV-DPO引物；

[0039] 图5B中，1：TGEV-N5基因/TGEV-CG引物；2：TGEV-N5基因/TGEV-DPO引物；

[0040] 图5C中，1：TGEV-SN3基因/TGEV-CG引物；2：TGEV-SN3基因/TGEV-DPO引物；

[0041] 图5D中，1：TGEV-SN5基因/TGEV-CG引物；2：TGEV-SN5基因/TGEV-DPO引物；

[0042] 图6为DPO引物与已发表引物特异性对比结果。

[0043] A)TGEV-P引物；B)TGEV-DPO引物。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下面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验证，所有实施例仅用于例证本发明，

不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本领域技术人员知晓对于本发明权利要求内所做的更改或等效

变更，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0045] 实施例1用于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检测的DPO引物组的设计与合成

[0046] 通过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生物信息分析，确定了N基因作为本发明的目的基因。根

据Genbank中登录的猪传染性胃肠炎N基因序列，使用DNAMAN比对诸多序列筛选出高度保守

区，具体为编码N基因的第32-212位。根据该保守区设计并合成了用于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

检测的DPO引物组，包括上游引物和下游引物，具体序列如下：

[0047] TGEV-DPO-F：5’CTGTTCTTGCCGCACTTAAAAIIIIIGGTGTTGAC3’

[0048] TGEV-DPO-R:5’TAGCTCCATAAAATCTTGTCACATCIIIIITACCTGCAG3’。

[0049] 其中，“I”表示次黄嘌呤核苷。

[0050] 实施例2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检测方法的建立

[0051] 1、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检测方法的建立

[0052] (1)提取待测样本的总RNA

[0053] 取约100mg  TGEV阳性、阴性样本组织或已知阳性TGEV病毒细胞培养物于冰浴匀浆

器中，加入1ml  Trizol(Invitrogen,USA)，迅速研磨成匀浆液，加入200μl氯仿，震荡30S，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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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放置5min。4℃，12000rpm，离心10min，取上层水相转移至另一1.5ml离心管中，加入等体

积的异丙醇，颠倒混匀，-20℃静置2h。然后4℃，12000rpm，离心20min，弃上清，加入1ml 

75％乙醇，轻轻混匀，4℃，12000rpm，离心10min，吸净上清液，于室温下晾干，加入20μl 

DEPC处理的去离子水溶解沉淀，-80℃保存备用。

[0054] (2)反转录

[0055] 使用试剂盒(Promega，USA)对所述总RNA进行反转录得到cDNA模板。反转录反应液

组成如下表1所示：

[0056] 表1反转录体系

[0057] 试剂名称 用量

5×RT-PCR反应液 5ul

dNTP(10uM/ul) 2.5ul

RNasin(20U/ul) 2ul

RNA 8ug

随机引物(0.1ug/ul) 1ul

M-MLV(5U/ul) 6ul

无RNA酶水补足至 25ul

[0058] 42℃反转录50min，95℃5min灭活反转录酶。

[0059] (3)荧光定量PCR检测

[0060] 以反转录得到的cDNA作为模板，分别根据表2和表3的程序与体系，使用DPO引物进

行荧光定量PCR实验，每种样品做三个平行样。结果如图1所示，结果可见，TGEV阳性、待检样

本出现扩增，阴性样本未出现扩增曲线。从溶解曲线上看，阳性样本与已知阳性TGEV病毒细

胞培养物为单峰且无非特异性峰出现，表明本方法有很好的特异性。

[0061] 表2Real-Time  PCR反应体系

[0062]

[0063] 表3Real-Time  PCR反应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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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0065] 2、标准曲线的制作

[0066] (1)猪传染性胃肠炎质粒标准品的构建

[0067] 通过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生物信息分析，确定了N基因作为本发明的目的基因。根

据Genbank中登录的猪传染性胃肠炎N基因序列，使用DNAMAN比对诸多序列筛选出高度保守

区，具体为编码N基因的第32-212位。然后，将含有该片段的N基因的PCR产物回收纯化克隆

入pMD19-T载体，构建的质粒命名为pMD19-T-N。

[0068] (2)标准曲线的制作

[0069] 利用一系列不同浓度梯度的目的基因标准品质粒绘制标准曲线后，分别计算样本

中各自标准品的拷贝数。本方法采用2.21×108copies/ul-2.21×101copies/ul不同的8个

稀释度样本作为模板，使用ABI7500荧光定量PCR仪根据表2，表3完成扩增。检测后，生成动

力学曲线图，并以标准品拷贝数的对数做为X轴，Ct值做为Y轴自动绘制标准曲线。结果显

示，相关系数R2可达0.999，斜率M＝-3.557，证明该标准曲线在2.21×108copies/ul-2.21×

101copies/ul  8个不同浓度范围内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标准品可用(图2)。

[0070] 3、灵敏度检测

[0071] 利用一系列10倍稀释浓度梯度的目的基因标准品质粒做模板，按照表2、表3中的

程序与体系、DPO引物，进行荧光定量PCR实验。每种样品做三个平行样，避光条件下进行。得

出本发明建立的荧光定量PCR方法能够检测出的最低拷贝数。

[0072] 结果如图3所示，实验证明最低可检测限度为2.21×101copies/ul。

[0073] 4、特异性检测

[0074] 利用所建立的方法检测猪轮状病毒、猪传染性胃肠炎、猪流行性腹泻病毒、牛病毒

性腹泻病毒、牛轮状病毒、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传染性造血器官坏死病病毒、牛细小病

毒、猫传染性腹膜炎病毒，阴性对照。只有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得到阳性结果，结果如图4所

示。

[0075] 实施例3对比试验

[0076] 1、猪传染性胃肠炎Real-time  PCR  DPO引物与常规引物设计与比较

[0077] 将上述重组质粒pMD19-T-N基因进行点突变，分别采取①3’端突变三个位点(命名

为TGEV-N3，SEQ  ID  NO.2所示)；②5’端突变三个位点(命名为TGEV-N5，SEQ  ID  NO.3所示)；

③3’端突变五个位点(命名为TGEV-SN3，SEQ  ID  NO.4所示)；④5’端突变五个位点(命名为

TGEV-SN5，SEQ  ID  NO.5所示)；⑤未突变N基因(命名为TGEV-N，SEQ  ID  NO.1所示)。分别比

较常规引物TGEV-CG与本发明设计的DPO引物的特异性，引物序列见表4。

[0078] 表4引物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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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9]

[0080] 注：“I”表示次黄嘌呤核苷。

[0081] 以上述突变基因为模板，按照各自的反应体系以及反应条件进行RT-PCR比较实

验，结果如图5，从图5结果可以看出，DPO引物扩增明显受到了抑制，其特异性优于常规引

物，说明DPO引物特异性良好。

[0082] 2、猪传染性胃肠炎Real-time  PCR  DPO引物与已发表文献(王劭等发表)所用引物

特异性比较

[0083] 使用6种病毒的细胞培养物cDNA(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猪流行性腹泻病毒、牛病

毒性腹泻病毒、牛轮状病毒、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传染性造血器官坏死病病毒)使用王

劭等(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RT-PCR检测方法的建立，王劭等，动物医学进展，2007，28(11)：

12-16)公开的引物以及本发明的DPO引物进行特异性比较，引物序列如表1所示，结果如图6

所示，使用DPO引物只有TGEV有扩增曲线，其余无扩增信号(图6B)；使用TGEV-P引物有假阳

性出现(图6A)，证明DPO引物有较强的特异性。

[0084] 实施例4用于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检测的DPO-real  time  RT-PCR试剂盒组成

[0085] 该DPO-real  time  RT-PCR试剂盒包括：反转录PCR反应液、dNTP(10uM/ul)、RNasin

(20U/ul)、随机引物(0 .1ug/ul)、M-MLV(5U/ul)、FastStart  Universal  SYBR  Green 

Master、DPO引物对(10uM，实施例1)、阳性标准品(pMD19-T-N质粒)、阴性对照以及无RNA酶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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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 序列表

[0002] <110> 东北农业大学

[0003] <120>  用于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检测的DPO引物组、含有该引物组的试剂盒及其

应用

[0004] <130>  KLPI170888

[0005] <160>  5

[0006] <170>  PatentIn  3.5

[0007] <210>  1

[0008] <211>  234

[0009] <212>  DNA

[0010] <213>  TGEV-N

[0011] <400>  1

[0012] aataacaaga  aggatgacag  tgtagaacaa  gctgttcttg  ccgcacttaa  aaagttaggt  60

[0013] gttgacacag  aaaaacaaca  gcaacgctct  cgttctaaat  ctaaagaacg  tagtaactct  120

[0014] aagacaagag  atactacacc  taagaatgaa  aacaaacaca  cctggaagag  aactgcaggt  180

[0015] aaaggtgatg  tgacaagatt  ttatggagct  agaagcagtt  cagccaattt  tggt  234

[0016] <210>  2

[0017] <211>  230

[0018] <212>  DNA

[0019] <213>  TGEV-N3

[0020] <400>  2

[0021] aataacaaga  aggatgacag  tgtagaacaa  gctgttcttg  ccgcacttaa  aaagttagat  60

[0022] ctttacacag  aaaaacaaca  gcaacgctct  cgttctaaat  ctaaagaacg  tagtaactct  120

[0023] aagacaagag  atactacacc  taagaatgaa  aacaaacaca  cctggaagag  aactacggtt  180

[0024] aaaggtgatg  tgacaagatt  ttatggagct  agaagcagtt  cagccaattt  230

[0025] <210>  3

[0026] <211>  230

[0027] <212>  DNA

[0028] <213>  TGEV-N5

[0029] <400>  3

[0030] aataacaaga  aggatgacag  tgtagaacaa  gctgttattg  ctgcacttca  aaagttaggt  60

[0031] gttgacacag  aaaaacaaca  gcaacgctct  cgttctaaat  ctaaagaacg  tagtaactct  120

[0032] aagacaagag  atactacacc  taagaatgaa  aacaaacaca  cctggaagag  aactgcaggt  180

[0033] aaaggtgata  tgacaatatt  ttatgcagct  agaagcagtt  cagccaattt  230

[0034] <210>  4

[0035] <211>  230

[0036] <212>  DNA

[0037] <213>  TGEV-  S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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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400>  4

[0039] aataacaaga  aggatgacag  tgtagaacaa  gctgttcttg  ccgcacttaa  aaagttacat  60

[0040] gctagcacag  aaaaacaaca  gcaacgctct  cgttctaaat  ctaaagaacg  tagtaactct  120

[0041] aagacaagag  atactacacc  taagaatgaa  aacaaacaca  cctggaagag  aaccgtatga  180

[0042] gaaggtgatg  tgacaagatt  ttatggagct  agaagcagtt  cagccaattt  230

[0043] <210>  5

[0044] <211>  230

[0045] <212>  DNA

[0046] <213>  TGEV-  SN5

[0047] <400>  5

[0048] aataacaaga  aggatgacag  tgtagaacaa  gctgttcatg  cagctcctaa  agagttaggt  60

[0049] gttgacacag  aaaaacaaca  gcaacgctct  cgttctaaat  ctaaagaacg  tagtaactct  120

[0050] aagacaagag  atactacacc  taagaatgaa  aacaaacaca  cctggaagag  aactgcaggt  180

[0051] aaaggtaatt  tgagaagatt  atatgaagct  agaagcagtt  cagccaattt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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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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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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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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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A

图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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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C

图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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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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