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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与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病

相关的血清/血浆外泌体miRNA标志物，本发明所

述外泌体相关miRNA分子标志物及其引物在制备

用于诊断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病的产品中的应

用，可以缓解现有技术中存在的对房间隔型先天

性心脏病相关的特定miRNA研究尚有不足的技术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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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与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病相关的血清/血浆外泌体miRNA标志物，其特征在于该

标志物为miR-451a。

2.权利要求1所述的血清/血浆外泌体miRNA标志物的引物。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引物，其特征在于，所述引物序列为：SEQ  ID  NO .1和SEQ  ID 

NO.2。

4.权利要求1所述的血清/血浆外泌体miRNA标志物、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血清/血浆外

泌体miRNA标志物的引物在制备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病诊断或辅助诊断试剂盒中的应用。

5.一种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病诊断或辅助诊断试剂盒，其特征在于该试剂盒用于检测

血清/血浆中外泌体miR-451a。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诊断试剂盒，其特征在于该试剂盒含有血清/血浆外泌体

miRNA中miR-451a的引物。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诊断试剂盒，其特征在于该试剂盒含有权利要求3所述的血

清/血浆外泌体miRNA标志物的引物。

8.根据权利要求6或7所述诊断试剂盒，其特征在于该试剂盒还可以包括PCR反应常用

的酶和试剂。

9.根据权利要求6或7所述诊断试剂盒，其特征在于试剂盒检测所用样本为血清或血

浆。

10.权利要求5～7任一项所述的试剂盒在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病诊断或辅助诊断中的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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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与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病相关的血清/血浆外泌体miRNA

标志物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生物技术和诊断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与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病

相关的血清/血浆外泌体miRNA标志物及其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病是常见的先天性心脏畸形之一，是原始房间隔在胚胎发育

过程中出现异常，致左、右心房之间遗留孔隙。房间隔缺损可单独发生，也可与其他类型的

心血管畸形并存。先天性心脏病约占出生缺陷的0.8-1.2％。目前，我国约有200万先天性心

脏病患者，总体发病率8‰左右，每年约有12万～20万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出生。在美国，每

1000个活产儿中大约有8-10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每年大约有4万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就全球

范围来看，房间隔缺损可占到先天性心脏病总量的10％，是比较常见的先天性心脏病畸形

之一。由于心房水平存在分流，导致相应的血流动力学异常，易引起反复呼吸道感染、发育

迟缓，并且有可能出现充血性心力衰竭、肺水肿、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等并发症，故应该

早诊断，确诊后实时监测，及时手术治疗。

[0003] 鉴于多数房间隔缺损患者儿童期除易患感冒等呼吸道感染外，可无其他症状，活

动也可不受限；10岁到20岁之间的患者不出现或只有轻微的劳力后气促或心悸，但是大多

数房间隔缺损严重的成年人会出现疲乏、锻炼不耐受、心悸、气促、浮肿等症状；一般40岁以

后绝大多数病人症状加重，并常出现心房颤动、心房扑动等心律失常和充血性心衰的表现。

手术缝合房间隔缺损有效抑制疾病自然进程，但是未治疗的大继发孔缺损明确缩短生存

期。研究报道，房间隔缺损患者前20年年均死亡率较低(第一个10年为0.6％/年，第二个10

年为0.7％/年)，第40年死亡率增至4.5/年，而第60年死亡率达到7.5％/年。因此，早发现、

早诊断、早治疗是改善预后的最佳方式。

[0004] 目前，大多先天性房间隔缺损患儿是通过心脏听诊发现，胸片、心电图检查提示异

常才进一步行超声心动图检查明确诊断，但胸片及心电图检查仅在心脏出现解剖学变化时

可见改变。超声心动图是诊断房间隔缺损的首选检查手段，可以检查缺损部位、大小和血流

动力学改变。二维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可以描绘缺损部位、大小和血流方向，虽然准确率

高，但是费用较高并不能作为广泛筛查的方法。此外，MRI可以描绘房间隔缺损并且定量分

析血流动力学指标。稳态自由旋进成像是目前测量左室容积和功能的金标准，而相速度可

以精确定量肺循环/体循环血流比，但是MRI通常不应用于单纯继发孔或原发孔缺损，除非

缺损部位不明；高分辨率对比CT可以在解剖结构上描绘房间隔缺损，但是该检查产生的电

离辐射增加癌症风险，因而限制了对比CT的使用，除非用于其它检查技术效果不理想的特

定患者。心导管检查基本不用于诊断房间隔缺损，大多数患者行心导管检查是为了封堵缺

损。随着对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病发展的多个阶段的深入研究以及对外泌体microRNA

(miRNA)的不断了解，发现外泌体miRNA参与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生发展，并且在诊断中起到

极其重要的作用。血清外泌体miRNA有希望作为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病诊断的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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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 外泌体是一种直径为30-150nm的囊泡状结构，广泛存在于血液、唾液、尿液、脑脊

液等生物体液中。其主要来源于细胞内溶酶体微粒内陷形成的多囊泡体，经多囊泡体外膜

与细胞膜融合后释放到胞外基质中。外泌体的外膜为脂质双层结构，其内包裹有特异的蛋

白、信使RNA和非编码RNA等。外泌体中的非编码RNA以miRNA为主，且种类丰富，其可以影响

干细胞分化、器官形成、造血作用、肿瘤发生以及新陈代谢等诸多生理活动。

[0006] miRNA是广泛存在于生物体内的19-25nt的非编码单链小分子RNA，其通过与靶基

因mRNA的互补配对降解靶mRNA或抑制其翻译。研究表明，miRNA在心脏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

用，miRNA很有可能成为先天性心脏病治疗和诊断的新途径。miRNA与靶基因mRNA的非编码

序列(3′-UTR或5'-UTR)存在着一对多的关系。在先天性心脏病病例中经常发现miRNA群表

达失调的现象，而这些miRNA表达的改变与先天性心脏病发生密切相关。而且外泌体miRNA

能以稳定的形式存在于人类的体液如血清、血浆中而不易被降解，与循环miRNA相比，具有

优势。

[0007] 然而，到目前为止，相关miRNA研究大多致力于先天性心脏病的大方向，包括室间

隔型先天性心脏病，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病，动脉导管未闭以及法洛氏四联症，房间隔型先

天性心脏病的特异性miRNA研究甚少。因此，目前先天性心脏病相关的miRNA对房间隔型先

天性心脏病的诊断特异性较低，增加了诊断的假阳性，不能作为特异性诊断房间隔型先天

性心脏病的标志物。外泌体相关miRNA作为分子标志物用于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病诊断中

的应用报道几乎没有，现有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病诊断标记物均没有针对疾病中外泌体

miRNA表达变化的特点。但是外泌体miRNA在血液循环中的稳定性及便利性，是一类微创且

有效的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病标志物。

[0008] 有鉴于此，特提出本发明。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的首要目的是针对上述技术问题，提出一种与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病相关

的血清/血浆外泌体miRNA标志物。

[0010] 本发明的第二个目的是提供上述血清/血浆外泌体miRNA标志物的引物。

[0011] 本发明的第三个目的是提供上述血清/血浆外泌体miRNA标志物及其引物在制备

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病诊断或辅助诊断试剂盒中的应用。

[0012] 本发明提供的外泌体相关miRNA分子标志物及其引物在制备用于诊断房间隔型先

天性心脏病的产品中的应用，可以缓解现有技术中存在的对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病相关的

特定miRNA研究尚有不足的技术问题。

[0013] 本发明的第四个目的是提供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病诊断或辅助诊断的试剂盒。以

缓解现有技术中存在的对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病外泌体相关miRNA分子标志物的检测特异

性不够强的技术问题。

[0014]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1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血清/血浆外泌体miRNA分子标志物，其可制备用于诊断或辅助

诊断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病的产品。

[0016] 本发明所述外泌体miRNA分子标志物包括在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病外泌体中增量

表达的miRNA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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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所述外泌体的来源包括体液和/或细胞；所述体液包括但不限于血清、血浆、唾液、

痰液、胃液或尿液中的一种或多种。优选地，所用体液为血清或血浆。

[0018] 本发明所述外泌体miRNA分子标志物为miR-451a。

[0019] 本发明还提供所述外泌体miRNA分子标志物的引物。

[0020] 本发明提供一种外泌体miRNA分子标志物的引物，为SEQ  ID  NO.1和SEQ  ID  NO.2。

[0021] 本发明还提供所述所述外泌体miRNA分子标志物在制备用于诊断或辅助诊断房间

隔型先天性心脏病产品中的应用。

[0022] 本发明还提供所述所述外泌体miRNA分子标志物的引物在制备用于诊断或辅助诊

断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病产品中的应用。

[0023] 本发明所述产品为试剂或试剂盒。

[0024] 另外，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用于诊断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病的试剂盒，所述试剂

盒用于检测本发明所述的外泌体miRNA分子标志物。

[0025] 所述的试剂盒，包括检测外泌体miRNA分子标志物的PCR上下游引物，还可以包括

外泌体miRNA分子标志物标准品及miRNA两步法检测体系。

[0026] 进一步地，所述试剂盒，所述试剂盒用于检测分子标志物miR-451a。

[0027] 进一步地，所述试剂盒含有miR-451a的引物；所述miR-451a的上游引物具有如SEQ 

ID  NO.1所示的核苷酸序列，下游引物具有如SEQ  ID  NO.2所示的核苷酸序列。

[0028] 所述试剂盒还可以包括PCR反应常用的酶和试剂，如逆转录酶，缓冲液，dNTPs，

MgCl2，DEPC水和Taq酶等；还可以含有标准品和/或对照品。

[0029] 所述外泌体miRNA分子标志物的标准品的浓度可以为1013copy/μL。

[0030] 优选地，所述外泌体miRNA分子标志物的标准品在使用时稀释为梯度标准品。

[0031] 本发明所述用于诊断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病的产品的检测样本为血清/血浆。

[003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33] 本发明提供的外泌体miRNA分子标志物通过实验发现在患有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

病的外泌体中表达量显著，因此本发明中提供的外泌体相关miRNA分子标志物可以作为标

志物用于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病的风险预估与检测，具有灵敏度高，准确性强的优点，为房

间隔型先天性心脏病诊断方面提供了一定的应用价值，为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病的预防和

诊断提供有利的技术支持，对我国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病的筛查及治疗有很好的帮助。另

外，本发明还提供了用于诊断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病的试剂盒，包括检测外泌体miRNA分子

标志物的PCR上下游引物、外泌体miRNA分子标志物标准品及miRNA两步法检测体系。其逆转

录效率高，引物特异性强，灵敏度高，检测全面、快速、准确，应用广泛，检测结果可用于临床

诊断和治疗。

附图说明

[0034] 图1为miRNA-451a提取及纯化的电泳图；

[0035] 图2miRNA-451a  PCR产物的扩增曲线图；

[0036] 图3miRNA-451a引物的溶解曲线图；

[0037] 图4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病血清外泌体miR-451a检测箱形图；

[0038] 图5血清外泌体miR-451a检测对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病风险评估结果ROC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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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专利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详细地说明。所描述的实施

例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

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40] 实施例1

[0041] 一、实验材料与方法

[0042] 1.1病例选择

[0043] 1.1.1诊断标准

[0044] 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根据院内超声心动图检查确诊为单纯性房间隔型

先天性心脏病的患儿。

[0045] 1.2病例资料

[0046] 本研究自2015年12月-2017年12月共收集符合纳入标准的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病

患者30例，全部病例来源于南京市儿童医院心胸外科，均经病理检查确诊。患者年龄1-13

岁，中位年龄2.5岁。正常对照组(本研究中“正常”指非心脏发育畸形)29例，年龄1-11岁，中

位年龄4岁，均来自于南京医科大学大学附属南京市儿童医院儿保科健康自愿者。该研究方

案符合人体试验伦理学标准，并得到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受试者在受试前已知情，且获得书

面同意。

[0047] 1.3分组设计

[0048] 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病组VS正常对照组，为减少实验误差，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

病组和正常对照组各进行2组技术重复。

[0049] 1.4主要仪器及试剂耗材

[0050] 1.4.1主要仪器

[0051] 主要仪器：

[0052] 全温振荡器 常州菲普

[0053] 电子天平 上海天平仪器厂

[0054] 纯水系统 北京历元电子仪器公司

[0055] 自动双重纯水蒸馏器 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

[0056] 超低温冰箱 日本SANYO公司

[0057] 小型台式离心机  美国Sigma公司

[0058] 10μL、20μL、200μL、1000μL移液器  德国Eppendorf公司

[0059] 凝胶电泳电源  美国Bio-Rad公司

[0060] 4℃低温离心机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公司

[0061] QuantStudio3实时荧光定量PCR仪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公司

[0062] 生物安全柜  海尔，青岛海尔特种电器

[0063] 常规PCR仪  A100，杭州朗基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0064] 1.4.2主要试剂与耗材

[0065] 主要试剂与耗材：

[0066] miRNA标准品粉末 上海吉玛制药技术有限公司合成

[0067] T4DNA连接酶  NEB(商品号：M0202S，包含10×T4DNA  Ligase  Bu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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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8] RNA酶抑制剂  Fermentas(商品号：K1622)

[0069] 转录酶  上海英潍捷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商品号：K1622，包含RNase  inhibitor、

dNTPs、nuclease-free  water)

[0070] T4多聚核苷酸激酶  NEB(商品号：M0201S)

[0071] 无核酸酶纯水 上海英潍捷基生物有限公司(商品号：K1622)

[0072] PCR反应混合液  ABI(商品号：4398965)

[0073] 上游引物液(F  primer) 上海吉玛制药技术有限公司

[0074] 通用下游引物液(R  primer) 上海吉玛制药技术有限公司

[0075] 尿嘧啶-DNA糖基化酶  NEB(商品号：M0280S)

[0076] exoRNeasy  Serum/Plasma  Midi  Kit试剂盒  Qiagen公司(商品号77044)

[0077] 1.5实验方法与技术

[0078] 1.5.1取材

[0079] 按照本课题专用临床观察表进行临床观察记录。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入院

后，晨起后空腹取材。由经过培训的课题组专人取血样，4-5ml，常温下静置1h，3,000rpm离

心10min，收集上层血清，置于冻存管液氮保存后转至-80℃冰箱保存待用。实验时取出样

本，冰上解冻，所有检测血液样本均1次冻融。

[0080] 1.5.2血清外泌体miRNA-451a表达水平检测

[0081] 1.5.2.1实验流程

[0082] (1)样品血清外泌体miRNA-451a的提取及纯化；(2)miRNA逆转录；(3)PCR扩增；(4)

miRNA两步法分子标志物标准品配置；(5)miRNA-451a相对表达量的计算。

[0083] 1.5.2.2样品血清外泌体miRNA-451a的提取及纯化

[0084] (1)建议只使用预滤过的血清，不包括0.8pm以上的粒子或者Milipore  Millex-

AA；

[0085] (2)1单位体积的样本加入1单位体积的XBP，轻轻翻转管子5次以混匀；

[0086] (3)将(2)中的混合物倒入旋转柱内，在500xg下离心1分钟。弃液体，将柱子放回原

收集管内；

[0087] (4)加入3.5ml  XWP缓冲液，在5000xg下离心5分钟，清洗柱子并去除残余缓冲液。

收集管与管内液体一并丢弃；

[0088] (5)将旋转柱转移到新的收集管内；

[0089] (6)向柱内加入700μL  QIAzol，在5000xg下离心5分钟，收集裂解物并转移至2ml的

管内；

[0090] (7)略微涡旋装裂解物的管子，并在室温(15℃-25℃)孵育5min；

[0091] (8)可选择操作：加入3.5μL  miRNeasy  Serum/Plasma  Spike-In  Control(1 .6x 

108copies/μL工作液)；

[0092] (9)在管中加入90μL氯仿，盖紧盖子，剧烈摇晃15s；

[0093] (10)室温(15℃-25℃)孵育2-3min；

[0094] (11)在4℃，12000xg下离心15min，离心后将离心机温度调至15-25℃将上层水相

移至新的收集管内。按1：2加入2倍体积的无水乙醇，用移液器吹打数次充分混匀。立即操作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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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5] (12)移取700μL样品至RNeasy  MinElute旋转柱，旋转柱置于2ml收集管内。盖上盖

子，在室温≥8000xg(≥10,000rpm)下离心15s，弃液体；

[0096] (13)剩余样品重复上一步骤；

[0097] (14)在RNeasy  MinElute旋转柱内加入700μLRWT缓冲液，盖上盖子，在≥8000xg

(≥10,000rpm)下离心15s，弃液体；

[0098] (15)在柱内加入500μL  RPE缓冲液，盖上盖子，在≥8000xg(≥10,000rpm)下离心

15s，弃液体；

[0099] (16)在柱内加入500μL  RPE缓冲液，盖上盖子，在≥8000xg(≥10,000rpm)下离心

2min，将收集管与管内液体一并丢弃；

[0100] (17)将旋转柱移至新的2ml收集管内，打开旋转柱的盖子，全速离心5min甩干膜，

将收集管与管内液体一并丢弃；

[0101] (18)将旋转柱移至新的1.5ml收集管内，在旋转柱中心加入14μL  RNase-free 

water。轻轻盖上盖子，静置1min，全速离心1min以洗脱RNA；

[0102] (19)收集洗脱的RNA用于逆转录。

[0103] 如图1，为电泳检测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和正常儿童的样品血清外泌体

miRNA-451a提取及纯化的结果，显示房间隔型先天型心脏病患儿和正常儿童的血清外泌体

中均存在miRNA-451a。

[0104] 1.5.2.3  miRNA-451a逆转录

[0105] ①在冰浴中，按照表1在100μL  EP中加入反应体系(表1中总体系为20μL，具体根据

需要按比例添加组分)；

[0106] ②根据表1参数，设置PCR仪；

[0107] ③将加好体系的EP管的盖子盖好，离心后放入PCR仪进行逆转录。

[0108] RNA逆转录反应体系：

[0109] 表1通用逆转录反应体系组分表

[0110]

[0111] 表2通用RNA逆转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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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2]

[0113] cDNA  10倍稀释后4℃保存用于后续PCR扩增。

[0114] 1.5.2.4  PCR扩增

[0115] ①在冰浴中，按照表3在96孔板中加入反应体系(表3中总体系为20μL，具体根据需

要按比例添加组分)；

[0116] 其中上游引物和下游引物序列如SEQ  ID  NO.1和SEQ  ID  NO.2。

[0117] ②根据表4参数，设置PCR仪；

[0118] ③将加好体系的96孔板用封膜封好，离心后放入PCR仪进行扩增。

[0119] 表3优化后的PCR反应体系

[0120]

[0121] 表4  PCR热循环条件

[0122]

[0123] 结果如图2和图3，基于PCR平台进行房间隔型先天型心脏病儿童和正常儿童的血

清外泌体miRNA-451a的扩增曲线图和溶解曲线图，如图2可见：miRNA-451a扩增曲线呈“S”

型，扩增正常；图3可见：miRNA-451a溶解曲线呈单峰，miRNA-451a的扩增单一，引物特异性

好.图2和图3结果提示该检测方法可靠性高。

[0124] 1.5.2.5  miRNA-451a的相对表达量的计算

[0125] 检测标志物的表达量Ct值，根据Ct值，使用相对定量公式值(2-ΔΔCt)，计算miRNA相

对表达量。

[0126] 1 .5.3  miRNA-451a两步法检测房间隔型先天型心脏病辅助诊断检测试剂盒的效

果评价

[0127] 1.5.3.1实验材料

[0128] 血清样本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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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9] 正常组：正常同龄儿童29例(本研究中“正常”指非心脏发育畸形)；

[0130] 房间隔型先天型心脏病组：单纯性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病患儿30例。

[0131] 其中，正常组同龄儿童血清来自儿保科正常体检的儿童；房间隔型先天型心脏病

组血清来自本院住院病人中确诊为单纯性房间隔型先天型心脏病患儿。

[0132] 1.5.3.2实验方法

[0133] 对上述血清样本中的miRNA-451a的相对表达水平进行检测，具体步骤如下，如无

特别说明，具体条件参数同1.5.2：

[0134] ①血清外泌体miRNA-451a的提取及纯化；

[0135] ②miRNA-451a逆转录；

[0136] ③PCR扩增；

[0137] ④miRNA两步法分子标志物标准品配置；

[0138] ⑤miRNA-451a的相对表达量的计算；

[0139] ⑥用SPSS  17 .0软件对正常同龄儿童组和单纯性房间隔缺损组血清外泌体中

miRNA-451a相对表达水平进行统计学分析。

[0140] 1.5.3.3房间隔型先天型心脏病中miRNA-451a的检测结果和结果分析

[0141] miRNA-451a表达水平在正常组、房间隔型先天型心脏病组的血清样本中的PCR检

测结果：

[0142] 正常组miRNA-451a的相对表达水平为平均值±标准差为0.52±0.29，房间隔型先

天型心脏病组为1.07±0.46。对两组样本中miRNA-451a的相对表达水平进行统计学分析

(Mann-Whitney  U  test)，发现血清外泌体miRNA-451a在正常组和房间隔型先天型心脏病

组有显著性差异(p<0.001)，说明外泌体miRNA标志物与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病预测显著相

关(图4)。

[0143] 以正常组为对照组，房间隔型先天型心脏病组为疾病组，对血清外泌体中miRNA-

451a的相对表达水平进行ROC曲线分析，AUC＝0 .8259，诊断灵敏度70 .00％，特异性

82.76％。具有显著优势(图5)。

[0144] 由上述结果可知，血清外泌体miRNA-451a可用作正常儿童与房间隔型先天型心脏

病患儿进行判别诊断的潜在标志物。进行正常儿童和房间隔型先天型心脏病患儿的判别诊

断时，若待测血清外泌体中miRNA-451a的相对表达水平大于或等于0.76，则该待测人为或

候选为房间隔型先天型心脏病患者。

[0145] 通过血清外泌体miRNA标志物诊断效果显示，与心脏彩超诊断效果相比，血清外泌

体miRNA有着微创，诊断效果显著的优点。

[0146]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各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

管参照前述各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

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进

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

方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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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表

<110> 南京市儿童医院

<120> 一种与房间隔型先天性心脏病相关的血清/血浆外泌体miRNA标志物及其应用

<160>  2

<170>  SIPOSequenceListing  1.0

<210>  1

<211>  21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Artificial  Sequence)

<400>  1

ttgccaaacc  gttaccatta  c  21

<210>  2

<211>  16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Artificial  Sequence)

<400>  2

gtgcagggtc  cgagg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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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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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