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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同时快速检测猪圆环

病毒2型和3型病毒的实时荧光RAA引物和探针、

包括所述引物和探针的试剂盒及用途。本发明方

法敏感性为102拷贝/反应，每个反应可同时最低

检测出102拷贝的猪圆环病毒2型和102拷贝的猪

圆环病毒3型病毒。本发明能快捷、高效、灵敏的

同时检测猪圆环病毒2型和猪圆环病毒3型病毒，

为两者的混合感染的快速鉴别检测提供了有效

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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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同时快速检测猪圆环病毒2型和3型病毒的实时荧光RAA引物探针组，其特征

在于，所述引物序列如SEQ  ID  NO.1‑2和4‑5所示，所述探针序列如SEQ  ID  NO.3和6所示；所

述SEQ  ID  NO.3修饰如下：(1)第35个碱基修饰BHQ1‑dT；(2)第33位碱基修饰6‑FAM‑dT；(3)

第34位碱基替换为dSpacer；(4)3'端修饰C3  Spacer；

所述SEQ  ID  NO.6修饰如下：(1)第33位碱基修饰BHQ1‑dT；(2)第29位碱基修饰HEX‑dT；

(3)第31位碱基替换为dSpacer；(4)3'端修饰C3  Spacer；

所述引物和探针的浓度比为2:1。

2.权利要求1所述的实时荧光RAA引物探针组，其特征在于：所述引物浓度为每条引物

浓度为10μmol/L，所述探针浓度为每条探针浓度为5μmol/L。

3.一种组合物，其特征在于，包含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实时荧光RAA引物探针组。

4.一种可同时快速检测猪圆环病毒2型和3型病毒的检测试剂盒，其特征在于，包含权

利要求1或2所述荧光RAA引物探针组。

5.权利要求1或2所述荧光RAA引物探针组在制备用于同时检测猪圆环病毒2型和猪圆

环病毒3型病毒的制剂中的用途。

6.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途，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包括：

(1)提取待测样本DNA；

(2)以所述DNA为模板，使用权利要求1或2所述引物探针组进行双重实时荧光RAA检测，

其中引物和探针的浓度比为2:1，扩增反应15‑20min；每条引物浓度为10μmol/L，每条探针

浓度5μmol/L，扩增反应15min；反应过程中实时检测FAM和HEX的荧光信号。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用途，其特征在于，结果判断如下：

(a)若在RAA扩增的15min内，FAM荧光信号值超过阈值且出现拐点，而HEX荧光信号未超

过阈值或未出现拐点，则表明扩增结果为猪圆环病毒2型阳性，猪圆环病毒3型病毒阴性；

(b)若在RAA扩增的15min内，HEX荧光信号值超过阈值且出现拐点，而FAM荧光信号值未

超过阈值或未出现拐点，则表明扩增结果为猪圆环病毒3型病毒阳性，猪圆环病毒2型阴性；

(c)若在RAA扩增的15min内，FAM和HEX荧光信号值均超过阈值且出现拐点，则表明扩增

结果为猪圆环病毒2型和猪圆环病毒3型病毒双阳性；

(d)若在RAA扩增的15min内，FAM和HEX荧光信号值均未超过阈值或未出现拐点，则表明

扩增结果为猪圆环病毒2型和猪圆环病毒3型病毒双阴性。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用途，其特征在于，使用Thermo病毒核酸抽提试剂盒对所述待

测样本提取DNA；使用等温扩增仪T16‑ISO自带的软件Desktop对扩增结果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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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同时检测猪圆环病毒2型和猪圆环病毒3型病毒的试剂盒

及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生物技术领域，特别是生物医学的预防兽医学检验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同时检测猪圆环病毒2型和猪圆环病毒3型病毒的试剂盒及其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猪圆环病毒2型和猪圆环病毒3型病毒是影响我国以及全球养猪业的两种重要病

原。PCV2与PCV3基因组结构类似，主要包括Rep和Cap两个主要蛋白，但两者Cap蛋白的同源

性仅为36％～37％。猪圆环病毒2型具有较强的致病性，多感染5～12周龄仔猪，引发断奶仔

猪多系统衰竭综合征(PMWS)、猪皮炎和肾病综合征、PCV2相关性肺炎、繁殖障碍和肠炎等，

死亡率较高。猪圆环病毒3型PCV3是2016年新发现的病毒，可引起猪皮炎与肾病综合征

(PDNS)，临床表现包括母猪流产、仔猪腹泻和胎儿死亡、皮炎等多种症状。目前，我国多个省

份(安徽、福建、河北、湖北、江西、广东和浙江等)的猪场相继发现PCV3感染猪群的现象，已

对养猪业带来较大损失，并有加剧的趋势。

[0003] PCV2和PCV3两者经常混合感染，相互增强毒力，造成感染猪群免疫抑制，使感染猪

场的防控与防治更加复杂与困难，从而严重影响养猪场的生产效率。目前，对PCV2和PCV3检

测技术主要是血清学技术、普通PCR方法和荧光定量PCR法。但是，这些方法存在成本较高、

需要特定设备、耗时且需对样品进行复杂处理等缺陷，且一般都是针对单个病原，无法同时

鉴别检测两种病毒，导致它们的实际应用范围严重受限。因此，及时建立一种简单、快速、适

合现场应用，能同时鉴别检测这两种病原的新型快速检测方法十分必要。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能快速、简单、特异的并能同时鉴定猪圆

环病毒2型和猪圆环病毒3型病毒的检测方法及试剂盒。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人分别

针对猪圆环病毒2型和猪圆环病毒3型病毒设计引物和探针，共设计出多条引物和探针，通

过交叉反应，筛选出最佳的引物和探针组合应用于本发明。

[0005] 第一个目的是提供用于鉴别检测PCV2和PCV3的引物，包括正向引物和反向引物，

共四条。所述引物根据PCV2和PCV3的保守基因设计，同时经过软件对基因同源序列进行对

比分析，进一步确定PCV2和PCV3基因的保守区。PCV2保守区域为Cap基因组(MH931449.1)的

一段序列，含有758个碱基的核苷酸片段，具有SEQ  ID  NO.7所示的核苷酸序列；PCV3保守区

域为Cap基因组(KY075986.1)的一段序列，含有678个碱基的核苷酸片段，具有SEQ  ID  NO.8

所示的核苷酸序列。本发明从分别从SEQ  ID  NO.7和SEQ  ID  NO.8序列内筛选设计特异性引

物。筛选的引物包括正向引物和反向引物，引物长度为30bp左右。

[0006] 本发明在第一方面是提供了一种用于同时检测猪圆环病毒2型和猪圆环病毒3型

病毒的引物和探针，所述引物和探针包括：

[0007] 序列如SEQ  ID  NO.1所示的第一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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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序列如SEQ  ID  NO.2所示的第二引物，

[0009] 序列如SEQ  ID  NO.3所示的第一探针，

[0010] 其中，所述第一引物和所述第二引物组成引物对；

[0011] 序列如SEQ  ID  NO.4所示的第三引物，

[0012] 序列如SEQ  ID  NO.5所示的第四引物，

[0013] 序列如SEQ  ID  NO.6所示的第二探针，

[0014] 其中，所述第三引物和所述第四引物组成引物对。

[0015] 本发明第二个目的是提供用于检测PCV2和PCV3的探针。所述探针是根据PCV2和

PCV3的保守基因，同时经过软件对基因同源序列进行对比分析，进一步确定了PCV2和PCV3

基因的保守区。其中，PCV2区域含有758个碱基的核苷酸片段，具有SEQ  ID  NO.7所示核苷酸

序列，PCV3区域含有678个碱基的核苷酸片段，具有SEQ  ID  NO .8所示核苷酸序列。分别从

SEQ  ID  NO.7和SEQ  ID  NO.8序列内筛选特异性探针，设计PCV2探针具有SEQ  ID  NO.3序列，

且其修饰如下：(1)第35个碱基修饰BHQ1‑dT；(2)第33位碱基修饰6‑FAM‑dT；(3)第34位碱基

替换为dSpacer；(4)3'端修饰C3 Spacer；设计PCV3探针具有SEQ  ID  NO.6序列，且其修饰如

下：(1)第33位碱基修饰BHQ1‑dT；(2)第29位碱基修饰HEX‑dT；(3)第31位碱基替换为

dSpacer；(4)3'端修饰C3  Spacer。

[0016]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引物和探针浓度比为2:1；在一些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

述每条引物浓度为10μmol/L、每条探针浓度为5μmol/L。

[0017] 本发明第三个目的是提供了一种用于同时鉴别检测猪圆环病毒2型和猪圆环病毒

3型病毒的组合物或实时荧光RAA检测试剂盒，所述组合物或试剂盒采用上述四条引物和两

条探针，

[0018] 其中，所述的四条引物和两条探针的序列如下所示：

[0019] 序列如SEQ  ID  NO.1所示的第一引物，

[0020] 序列如SEQ  ID  NO.2所示的第二引物，

[0021] 序列如SEQ  ID  NO.3所示的第一探针，

[0022] 其中，所述第一引物和所述第二引物组成引物对；

[0023] 序列如SEQ  ID  NO.4所示的第三引物，

[0024] 序列如SEQ  ID  NO.5所示的第四引物，

[0025] 序列如SEQ  ID  NO.6所示的第二探针，

[0026] 其中，所述第三引物和所述第四引物组成引物对。

[0027]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所述第一探针SEQ  ID  NO.3的修饰如下：(1)第35个碱基修饰

BHQ1‑dT；(2)第33位碱基修饰6‑FAM‑dT；(3)第34位碱基替换为dSpacer；(4)3 '端修饰C3 

Spacer；所述第二探针SEQ  ID  NO.6修饰如下：(1)第33位碱基修饰BHQ1‑dT；(2)第29位碱基

修饰HEX‑dT；(3)第31位碱基替换为dSpacer；(4)3'端修饰C3  Spacer。

[002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引物和探针浓度比为2:1；在一些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所

述引物浓度分别为10μmol/L、探针浓度分别为5μmol/L。

[0029]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在本发明所述的实时荧光RAA检测试剂盒中，还包括水解缓冲

液，乙酸镁以及ddH2O。

[0030]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试剂盒还包括使用等温扩增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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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本发明在第四方面还提供一种可同时快速鉴别检测猪圆环病毒2型和猪圆环病毒

3型病毒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0032] (1)提取待检测样本的DNA样本；

[0033] (2)以所述DNA样本为模板，使用本发明第一和第二方面的引物和探针或者使用本

发明第三方面的试剂盒进行双重实时荧光RAA检测：

[0034]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引物和探针的浓度比为2:1，扩增反应15‑20min；优选的，

所述每条引物浓度为10μM/L，所述每条探针浓度5μM/L，扩增反应15min。

[0035] 反应过程中实时检测FAM和HEX的荧光信号；

[0036] 对扩增结果进行分析，以扩增起始2.5‑3.5min内的荧光信号强度的平均值加上3‑

4倍的标准方差(SD)作为检测阈值，结果判断如下：

[0037] (1)若在RAA扩增的15min内，FAM荧光信号值超过阈值且出现拐点，而HEX荧光信号

未超过阈值或未出现拐点，则表明扩增结果为猪圆环病毒2型阳性，猪圆环病毒3型病毒阴

性；

[0038] (2)若在RAA扩增的15min内，HEX荧光信号值超过阈值且出现拐点，而FAM荧光信号

值未超过阈值或未出现拐点，则表明扩增结果为猪圆环病毒3型阳性，猪圆环病毒2型阴性；

[0039] (3)若在RAA扩增的15min内，FAM和HEX荧光信号值均超过阈值且出现拐点，则表明

扩增结果为猪圆环病毒2型和猪圆环病毒3型双阳性；

[0040] (4)若在RAA扩增的15min内，FAM和HEX荧光信号值均未超过阈值或未出现拐点，则

表明扩增结果为猪圆环病毒2型和猪圆环病毒3型双阴性。

[0041]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使用Thermo病毒核酸抽提试剂盒对所述待测样本提取DNA。

[0042]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使用等温扩增仪T16‑ISO自带的软件Desktop扩增结果进行分

析。

[0043] 本发明在第四方面还提供了所述引物和探针或者所述实时荧光RAA检测试剂盒在

制备同时检测猪圆环病毒2型和猪圆环病毒3型的试剂中的用途。

[0044] 相较于现有技术，本发明至少具有以下优点：

[0045] 本发明检测的原理是采用RAA技术，对PCV2和PCV3的特异性保守靶序列，即PCV2和

PCV3的衣壳蛋白(Cap)的保守序列进行检测，该序列可作为PCV2和PCV3的标志基因之一。本

发明设计具有特异性的专用引物和探针，是运用RAA技术检测PCV2和PCV3病毒的关键，克服

目前没有快速鉴别检测PCV2和PCV3专用引物和探针的问题。而基于该引物探针体系制备的

试剂盒特异性强、灵敏度高、检测范围广：灵敏度试验结果表明，使用该试剂盒可同时检测

猪圆环病毒2型和猪圆环病毒3型病毒，两者的灵敏性均为102拷贝/反应，并且检测范围较

广，每个反应可检测106‑102拷贝的病毒样品。特异性试验结果表明，该试剂盒具有很好的特

异性，可同时检测出猪圆环病毒2型和猪圆环病毒3型病毒，其他病毒如猪瘟病毒(CSFV)、猪

水泡病毒(SVDV)、口蹄疫病毒(FMDV)、猪蓝耳病毒(PRRSV)均不会出现扩增曲线。用建立的

实时荧光RAA方法检测收集的疑似猪圆环病毒2型和猪圆环病毒3型病毒的临床样品(30

份)，并将检测结果与普通PCR标准方法的检测加过相比较，结果表明本发明的检测结果与

普通PCR完全一致，即具有100％的符合度。

[0046] (2)利用本发明的方法同时快速检测猪圆环病毒2型和猪圆环病毒3型，可以节约

大量检测时间：本发明整个反应时间只需要15min，远远少于实时荧光PCR和普通PCR，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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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种病毒至少需要反应1.5小时，两种病毒则需要3个小时以上才能完成；

[0047] (3)利用本发明的方法不需要大型仪器设备：本发明降低了反应温度，只需要恒温

39℃即可完成试验，该温度远远低于荧光定量PCR的60‑95℃以及LAMP的63℃。同时，本发明

不需要繁琐的变性复性循环，因此不要昂贵的荧光PCR仪，只需要小型的恒温设备即可。本

发明采用的等温扩增仪T16‑ISO是体型小，可随身携带；

[0048] (4)本发明的方法敏感性高：本发明可同时检测圆环病毒2型和猪圆环病毒3型两

种病毒，每个反应可同时最低检测出102拷贝的猪圆环病毒2型和102拷贝的猪圆环病毒3型，

其敏感度与普通PCR一致；

[0049] (5)本发明的试剂盒携带方便，操作简单：反应所需的酶和一些其他必要的东西均

被冻干保存，可在常温条件下长期存放；操作简单，扩增反应时只需要加入相应的缓冲液、

引物和探针、模板以及镁离子等即可反应。

[0050] (6)本发明检测PCV2和PCV3的RAA方法，灵敏性高，特异性强。可用于现场、基层实

验室或养猪场猪圆环病毒2型和猪圆环病毒3型的快速筛查，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51] 通过以下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说明：

[0052] 图1为检测双重实时荧光RAA方法PCV2敏感性试验结果：将合成的PCV2标准品质粒

进行倍比稀释，稀释范围为106‑101拷贝/反应，试验条件为上述的最佳试验条件，试验结果

如图所示。由图1可以看出本发明每个反应可检测106‑102个猪圆环病毒2型。其中，曲线1‑6

分别代表106，105，104，103，102，101；7代表阴性对照。

[0053] 图2为检测双重实时荧光RAA方法PCV3敏感性试验结果：将合成的pUC‑PCV3标准品

质粒进行倍比稀释，稀释范围为106‑101拷贝/反应，试验条件为上述的最佳试验条件，试验

结果如图所示。由图2可以看出本发明每个反应可检测106‑102个猪圆环病毒3型。其中，曲线

1‑6分别代表106，105，104，103，102，101；7代表阴性对照。

[0054] 图3为双重实时荧光RAA特异性试验结果：将提取的猪瘟病毒(CSFV)、猪水泡病毒

(SVDV)、口蹄疫病毒(FMDV)、猪蓝耳病毒(PRRSV)等病毒RNA，反转录合成cDNA，保存备用。用

建立的双重实时荧光RAA检测方法对FMDV、PRRSV、SVDV、CSFV的cDNA以及PCV2和PCV3的DNA

样品进行检测，检验双重实时荧光RAA检测方法的特异性。结果如图所示，表明PCV2和PCV3

可以出现扩增曲线，其他病毒均未出现扩增曲线，说明检测具有很好的特异性。其中，曲线1

代表PCV3，曲线2代表PCV2。

具体实施方式

[0055] 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申请的实施方案进行详细描述，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将会

理解，下列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申请，而不应视为限制本申请的范围。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

条件者，按照常规条件或制造商建议的条件进行。所用试剂或仪器未注明生产厂商者，均为

可以通过市场购买获得的常规产品。

[0056] 部分术语定义

[0057] 除非在下文中另有定义，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中所用的所有技术术语和科学术语

的含义意图与本领域技术人员通常所理解的相同。虽然相信以下术语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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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理解，但仍然阐述以下定义以更好地解释本发明。

[0058] 如本发明中所使用，术语“包括”、“包含”、“具有”、“含有”或“涉及”为包含性的

(inclusive)或开放式的，且不排除其它未列举的元素或方法步骤。术语“由…组成”被认为

是术语“包含”的优选实施方案。如果在下文中某一组被定义为包含至少一定数目的实施方

案，这也应被理解为揭示了一个优选地仅由这些实施方案组成的组。

[0059] 在提及单数形式名词时使用的不定冠词或定冠词例如“一个”或“一种”，“所述”，

包括该名词的复数形式。

[0060] 本发明中的术语“大约”、“大体”表示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理解的仍可保证论及特

征的技术效果的准确度区间。该术语通常表示偏离指示数值的±10％，优选±5％。

[0061] 本发明中的“重组酶聚合酶扩增技术(RAA)”是一种核酸恒温快速扩增技术，能够

在15到20分钟内进行常温下(37℃‑42℃)的核酸检测。基本原理是利用从细菌或真菌中获

得的重组酶，在常温下，该重组酶可与引物DNA紧密结合，形成酶和引物的聚合体，当引物在

模板DNA上搜索到与之完全匹配的互补序列时，在单链DNA结合蛋白的帮助下，打开模板DNA

的双链结构，并在DNA聚合酶的作用下，形成新的DNA互补链，扩增产物以指数级增长。

[0062] 本发明建立的RAA法具有较高的特异性，与其它常见猪致病性病原核酸无交叉反

应；较高的灵敏性，最低可检测PCV2和PCV3质粒拷贝数为102拷贝/反应。本研究建立的方法

与孙林海等建立的普通PCR法检测敏感度相同。本研究建立的RAA方法反应程序简单，无需

复杂仪器设备；反应时间短，反应时间不到实时荧光定量PCR的三分之一。本研究建立的RAA

等温扩增的检测时间可控制在20min以内且无需复杂的变温装置和专业的技术人员指导，

可发展为一种适用于现场的快速高效的PCV2和PCV3核酸检测方法，具有一定的应用场景和

实用价值，有利于基层机构推广使用，可为猪圆环病毒的防控提供技术保障。

[0063] 本发明实施例中使用的所有引物和探针都由生工生物(上海)有限责任公司合成。

本发明的基础研究方法如下：

[0064] 1、本发明灭活抗原：

[0065] 猪圆环病毒2型(PCV2)、猪圆环病毒3型(PCV3)、猪瘟病毒(CSFV)、猪水泡病毒

(SVDV)、口蹄疫病毒(FMDV)、猪蓝耳病毒(PRRSV)等灭活抗原均由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

技术中心提供和保存。

[0066] 2、本发明RAA引物及探针设计合成及筛选：

[0067] 分别以NCBI  GenBank中公布的猪基因组序列以及猪相关的病毒基因序列，所述猪

相关病毒特别是猪圆环病毒2型(PCV2)、猪圆环病毒3型病毒(PCV3)、猪瘟病毒(CSFV)、猪水

泡病毒(SVDV)、口蹄疫病毒(FMDV)、猪蓝耳病毒(PRRSV)，设计出多条特异性引物和探针，其

中PCV2和PCV3探针的荧光基团为通过交叉试验分别筛选两套分别检测PCV2和PCV3的最佳

引物和探针组合。所述两套引物分别扩增出SEQ  ID  NO.7和SEQ  ID  NO.8的片段。

[0068] SEQ  ID  NO.7:

[0069] ttcgtaatggtttttattattcacttagggttaagtggggggtctttaagattaaattctctgaattg

tacatacatggttatacggatattgtagtcctggtcgtatatactgttttcgaacgcagtgccgaggcctacatgg

tctacatttccagtagtttgtagtctcagccagagttgatttcttttgttattgggttggaagtaatcgattgtcc

tatcaaggacaggtttcggggtaaagtaccgggagtggtaggagaagggctgggttatggtatggcgggaggagta

gtttacataggggtcataggttagggcattggcctttgttacaaagttatcatctagaataacagcagtggag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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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cccctgtcaccctgggtgattggggagcagggccagaattcaaccttaaccttccttattctgtagtattcaa

agggcacagtgagggggtttgagccccctcctgggggaagaaaatcattaatattaaatctcatcatgtccacatt

ccaggagggcgttctgactgtggttttcttgacagtataaccgatggtgcgggagaggcgggtgttgaagatgtca

tttttccttctccagcggtaacggtggcgggggtggacgagccaggggcggcggcggaggatctggccaagatggc

tgcgggggcggtgtcttcgtctgcggaaacgcctccttggatacgtcatcgctgaaaacgaaagaagtgcgctgta

agtatt。

[0070] SEQ  ID  NO.8:

[0071] agatttatatttattttcacttagagaacggacttgtaacgaatccaaacttctttggtgccgtagaa

gtctgtcattccagttttttccgggacataaatgctccaaagcagtgctccccattgaacggtggggtcatatgtg

ttgagccatggggtgggtctggagaaaaagaagaggctttgtcctgggtgagcgctggtagttcccgccagaagtg

gtttgggggtgaagtaacggctgtgtttttttttagaagtcataactttacgagtggaactttccgcataagggtc

gtcttggagccaagtgtttgtggtccaggcgccgtctagatctatggctgtgtgcccgaacatagtttttgtttgc

tgagccggagaaattacagggctgagtgtaactttcatctttagtatcttataatattcaaaggtaattgcagttt

cccattcgtttaggcgggtaatgaagtggttggcgtgccagggcttgttattctgaggggttccaacggatatgac

gttcatggtggagtatttctttgtgtagtatgtgccagctgtgggcctcctaatgaatagtcttcttctggcatag

cgccttctgtggcgtcgtcgtctccttgggcggggtcttcttctgaatatagctctgtgtctcattttggtgccgg

gc。

[0072] 表1双重实时荧光RAA方法最佳引物及探针核苷酸序列

[0073]

[0074] 其中PCV2‑P探针(SEQ  ID  NO.3)修饰如下：第35个碱基修饰BHQ1‑dT；(2)第33位碱

基修饰6‑FAM‑dT；(3)第34位碱基替换为dSpacer；(4)3'端修饰C3Spacer；

[0075] PCV3‑P探针(SEQ  ID  NO.6)修饰如下：(1)第33位碱基修饰BHQ1‑dT；(2)第29位碱

基修饰HEX‑dT；(3)第31位碱基替换为dSpacer；(4)3'端修饰C3Spacer。

[0076] dSpacer即四氢呋喃，作为核酸内切酶识别位点。C3间臂(C3spacer)为封闭基团，

用于阻止探针自连后的扩增。C3间臂主要用于模仿核糖的3'和5'羟基间的三碳间隔，或“替

代”一个序列中未知的碱基。3'‑C3间臂用于引进一个3'间臂从而阻止3'端外切酶和3'端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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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酶发挥作用，由序列合成公司提供。BHQ1‑dT(叔丁基对丙二酚1‑脱氧胸苷)为一种荧光淬

灭基团。6‑FAM‑dT(6‑羧基荧光素‑脱氧胸苷)为荧光报告基团，发绿色荧光；HEX‑dT(六氯‑

6‑甲基荧光素‑脱氧胸苷)为荧光报告基团，发粉色荧光。

[0077] 3、病毒基因组提取：

[0078] 使用Thermo病毒核酸抽提试剂盒(MagMAXTM‑96Viral  RNA  Isolation  Kit ,

AM1836)在磁珠提取纯化系统上分别提取猪圆环病毒2型(PCV2)、猪圆环病毒3型(PCV3)、猪

瘟病毒(CSFV)、猪水泡病毒(SVDV)、口蹄疫病毒(FMDV)、猪蓝耳病毒(PRRSV)等病毒核酸。并

通过超微量核酸蛋白浓度分析仪测定提取的各种病毒核酸的浓度。

[0079] 4、质粒DNA标准品：

[0080] 生工生物工程(上海)有限公司公司合成基因片段SEQ  ID  NO.7(758bp)和基因片

段SEQ  ID  NO.8(678bp)，并分别克隆到pUC载体，分别命名为pUC‑PCV2和pUC‑PCV3。用质粒

小提试剂盒提取pUC‑PCV2和pUC‑PCV3质粒。用超微量核酸蛋白浓度分析仪测定提取的质粒

浓度，计算出质粒拷贝数。将质粒稀释成拷贝数浓度分别为106copy/μL、105copy/μL、

104copy/μL、103copy/μL、102copy/μL、101copy/μL，作为标准质粒。

[0081]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来进一步描述本发明，本发明的优点和特点将会随着描述而

更为清楚。但这些实施例仅是范例性的，并不对本发明的范围构成任何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应该理解的是，在不偏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下可以对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细节和形式进

行修改或替换，但这些修改和替换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0082] 实施例1猪圆环病毒2型和猪圆环病毒3型双重RAA检测方法的建立。

[0083] 1)实施例1、PCV2和PCV3引物和探针的设计及筛选

[0084] 目前关于RAA引物探针的设计尚无专门程序，试验中引物和探针需要进行优化筛

选试验。本研究最终择优筛选出2对引物和2条探针，建立了PCV2和PCV3实时荧光RAA检测方

法。具体如下：

[0085] (1)引物和探针的设计

[0086] 发明人通过文献检索，分析确定本发明使用PCV2和PCV3的特异性序列为目标基

因。从NCBI数据库中获得已知的模板基因序列，筛选出PCV2保守区域Cap基因组

(MH931449.1)的一段序列，含有758个碱基的核苷酸片段，具有SEQ  ID  NO.7所示的核苷酸

序列；PCV3区域保守区域Cap基因组(KY075986.1)的一段序列，含有678个碱基的核苷酸片

段，具有SEQ  ID  NO.8所示的核苷酸序列，并由生工生物工程(上海)有限公司对上述序列进

行合成，作为阳性质粒，在后续引物探针筛选、反应体系的优化等过程中可作为模板使用。

[0087] 根据RAA引物及探针设计原则，使用Prime  6软件，设计6条上游引物和5条下游引

物及4条探针(如表1所示)，发明人通过比较不同引物组合的检测效率和荧光强度，筛选最

优引物序列。

[0088] 表1引物及探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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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9]

[0090] (2)引物筛选

[0091] 人工合成PCV2和PCV3的质粒标准品SEQ  ID  NO.7和SEQ  ID  NO.8所示的序列，以此

质粒为模板，将引物与探针进行全面组合成15组引物组合，组合编号如表2所示。15组引物

组合分别进行在39℃条件下进行RAA扩增，筛选出在39℃条件下，扩增效率最高的引物探针

组合，用于后续RAA检测的评价和应用。

[0092] 筛选用的50μL的RAA反应体系如下：水解缓冲液40μL，四条引物(PCV2‑F、PCV2‑R、

PCV3‑F和PCV3‑R)(10μM)各0.5μL，两条探针(PCV‑P和PCV‑P)(5μM)各0.5μL，DEPC水2.5μL，

核酸模板2μL，混合均匀后加入到RAA冻干酶粉反应管中。然后将2.5μL的280mM乙酸镁溶液

加到反应管中，充分混匀。考虑到RAA反应灵敏度较高，易出现假阳性的情况，本发明为每一

组引物探针组合均设置一组阴性对照，阴性对照不加模板，模板体积用水补足。

[0093] 将配置好的反应管，放入反应装置39℃扩增15min。反应过程中实时检测FAM和HEX

的荧光信号；最后对扩增结果进行分析判断结果。

[0094] 表2正反引物探针组合编号(1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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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5]

[0096] 从表2的扩增效率和假阳性率可知，组13效果最优，因此本发明确定的引物组合包

括：正向引物P2‑F3、P3‑F2和反向引物P2‑R2、P3‑R1，共4条，分别具有如SEQ  ID  NO .1‑2和

SEQ  ID  NO.4‑5所示的寡核苷酸序列。

[0097] (3)探针的确定

[0098] 人工合成PCV2和PCV3的质粒标准品SEQ  ID  NO.7和SEQ  ID  NO.8所示的序列，以此

质粒为模板，使用筛选的引物P3‑F2+P3‑R1+P2‑F3+P2‑R2与4条探针进行全面组合成4组探

针组合，组合编号如表3所示。4组探针组合分别进行在39℃条件下进行RAA扩增，筛选出在

39℃条件下，扩增效率最高的探针组合，用于后续RAA检测的评价和应用。

[0099] 表3  4组探针组合编号

[0100] 编号 探针组合 扩增效率

1 P2‑P1+P3‑P1 +++

2 P2‑P1+P3‑P2 ++

3 P2‑P2+P3‑P1 +

4 P2‑P2+P3‑P2 +

[0101] 从表3的扩增效率看出，组1效果最优，因此确定的最优探针组合包括：P2‑P1+P3‑

P1，共2条，分别具有如SEQ  ID  NO.3和SEQ  ID  NO.6所示的寡核苷酸序列。

[0102] 其中，SEQ  ID  NO.3所示的核苷酸序列且修饰如下：(1)第35个碱基修饰BHQ1‑dT；

(2)第33位碱基修饰6‑FAM‑dT；(3)第34位碱基替换为dSpacer；(4)3'端修饰C3  Spacer；

[0103] SEQ  ID  NO.6所示的核苷酸序列且修饰如下：(1)第33位碱基修饰BHQ1‑dT；(2)第

29位碱基修饰HEX‑dT；(3)第31位碱基替换为dSpacer；(4)3'端修饰C3Spacer。

[0104] 实施例2：RAA反应体系、扩增和检测条件的优化

[0105] (1)引物探针浓度

[0106] 设定每条引物的浓度为10μmol/L，探针的浓度梯度为10μmol/L、5μmol/L、2.5μ

mol/L，将一种浓度的引物分别与三种浓度的探针进行组合，组合成3组组合(见表4)，每组

组合均设置一组阴性对照。分别在39℃条件下进行RAA扩增，扩增完毕后，筛选扩增效果最

好组合。

[0107] 表4反向引物浓度和探针浓度组合编号

[0108] 编号 组合 扩增效率

1 10μM(P3‑F2+P3‑R1+P2‑F3+P2‑R2)+10μM(P2‑P1+P3‑P1) +

2 10μM(P3‑F2+P3‑R1+P2‑F3+P2‑R2)+5μM(P2‑P1+P3‑P1) +++

说　明　书 9/14 页

11

CN 113322350 B

11



3 10μM(P3‑F2+P3‑R1+P2‑F3+P2‑R2)+2.5μM(P2‑P1+P3‑P1) ++

[0109] 通过对检测结果分析，本发明确定的最优所述引物和探针的浓度比为2:1，其中每

条引物浓度为10μmol/L、最优每条探针浓度为5μmol/L时效果最显著。

[0110] (4)扩增时间

[0111] 50μL的RAA反应体系如下：水解缓冲液40μL，四条引物(PCV2‑F、PCV2‑R、PCV3‑F和

PCV3‑R)(10uM)各0.5μL，两条探针(PCV‑P和PCV‑P)(5uM)各0.5μL，DEPC水2.5μL，核酸模板2

μL混合均匀后加入到RAA冻干酶粉反应管中。然后将2.5μL的280mM乙酸镁溶液加到反应管，

充分混匀。扩增：将反应管瞬时离心后39℃扩增5min,10min，15min，20min。

[0112] 结果判断：通过对检测结果分析，10min和5min的扩增时间样品检测较短，考虑到

后续灵敏度试验，本发明最终确定的扩增时间为15min。

[0113] 综上，通过RAA反应体系、扩增和检测条件进行优化，本发现确定在使用10μM浓度

的引物和5μM浓度的探针扩增15min，检测效果最好。

[0114] 基于上述优化后的体系，以上述3中提取的猪圆环病毒2型和猪圆环病毒3型双阳

性的病毒DNA混合为模板，进行双重实时荧光RAA检测，具体步骤如下：

[0115] 双重实时荧光RAA反应体系为50μL：将水解缓冲液40μL,四条引物(PCV2‑F、PCV2‑

R、PCV3‑F和PCV3‑R)(10uM)各0.5μL，两条探针(PCV2‑P和PCV3‑P)(5uM)各0.5μL，DEPC水2.5

μL,核酸模板2μL混合均匀后加入到RAA冻干酶粉反应管中，混匀离心，最后加入乙酸镁溶液

(2.5μL)，充分混匀。反应条件：等温扩增仪T16‑ISO，39℃反应15min，反应过程中实时检测

FAM(羧基荧光素)和HEX(甲基荧光素)通道的荧光信号。

[0116] 等温扩增仪T16‑ISO自带的软件Desktop对扩增结果进行分析，以扩增起始3min内

的荧光信号强度的平均值加上3.5倍的标准方差(SD)作为检测阈值，结果判断如下：

[0117] (1)若在RAA扩增的15min内，FAM通道荧光信号值超过阈值且出现拐点，而HEX通道

荧光信号未超过阈值或未出现拐点，则表明扩增结果为猪圆环病毒2型阳性，猪圆环病毒3

型阴性；

[0118] (2)若在RAA扩增的15min内，HEX通道荧光信号值超过阈值且出现拐点，而FAM通道

荧光信号值未超过阈值或未出现拐点，则表明扩增结果为猪圆环病毒3型阳性，猪圆环病毒

2型阴性；

[0119] (3)若在RAA扩增的15min内，FAM通道和HEX通道荧光信号值均超过阈值且出现拐

点，则表明扩增结果为猪圆环病毒2型和猪圆环病毒3型双阳性；

[0120] (4)若在RAA扩增的15min内，FAM通道和HEX通道荧光信号值均未超过阈值或未出

现拐点，则表明扩增结果为猪圆环病毒2型和猪圆环病毒3型双阴性。

[0121] 实施例2双重实时荧光RAA试剂盒和普通PCR的灵敏性比较。

[0122] 1、双重实时荧光RAA试剂盒检测猪圆环病毒2型与普通PCR的灵敏性比较。

[0123] 以之前制备倍比稀释的标准质粒pUC‑PCV2为模板(模板量分别为106copy/反应、

105copy/反应、104copy/反应、103copy/反应、102copy/反应、101copy/反应)，按照实施例1的

双重实时荧光RAA方法进行灵敏性试验。同时以同样倍比稀释的标准质粒为模板，采样采用

猪圆环病毒2型病毒普通PCR方法(参考：孙文超等.猪圆环病毒3型与猪圆环病毒2型二重

PCR检测方法的建立[J].中国兽医学报,2019,39(3):393‑396)进行灵敏性比较。结果，从

102copy/反应开始以上样品均呈阳性，说明本发明RAA检测方法的灵敏度达到102copy/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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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0124] 其中PCV2普通PCR的引物探针：

[0125] 上游引物：5’‑TTTCAGCGATGACGTATCCAAGGAG‑3’(SEQ  ID  NO.9)

[0126] 下游引物：5’‑TAGTATTCAAAGGGCACAGTGAGGG‑3’(SEQ  ID  NO.10)。

[0127] PCV2普通PCR反应体系：

[0128] 采用25μL反应体系：每个反应中含DNA聚合酶预混液‑FS  12 .5μL，上下游引物

(10uM)各1μL，DNA模板1μL，加入4.5μL的无菌去离子水，混匀。将反应体系置于PCR仪中

(T3000)进行反应。反应条件：预变性98℃/300s；扩增98℃/10s，58℃/20s，72℃/20s,35个

循环,72℃/300s。扩增产物使用QIAxcel毛细管电泳仪电泳后观察结果。普通PCR判断依据

为：在阴性对照和阳性对照均成立的前提下，扩增出特异性条带可判为阳性。

[0129] 结果本发明双重实时荧光RAA方法猪圆环病毒2型病毒检测限为102copy/反应，与

已公开的PCR的检测方法的检测限一致，说明本发明方法具有良好的灵敏度。灵敏性试验结

果如图1所示，两种检测方法的灵敏性比较结果如表5所示。

[0130] 表5双重实时荧光RAA和实时荧光PCR对猪圆环病毒2型核酸检测灵敏度的比较结

果

[0131]

[0132] 2、双重实时荧光RAA试剂盒检测猪圆环病毒3型病毒与实时荧光PCR的灵敏性比

较。以之前制备倍比稀释的标准质粒pUC‑PCV3为模板(模板量分别为106copy/反应、

105copy/反应、104copy/反应、103copy/反应、102copy/反应、101copy/反应)，按照实施例1的

双重实时荧光RAA方法进行灵敏性试验。同时以同样倍比稀释的标准质粒为模板，采用猪圆

环病毒3型病毒普通PCR方法(参考：孙文超等.猪圆环病毒3型与猪圆环病毒2型二重PCR检

测方法的建立[J].中国兽医学报,2019,39(3):393‑396)进行灵敏性比较。

[0133] 其中PCV3普通PCR方法：

[0134] 上游引物：5’‑TTACTTAGAGAACGGACTTGTAACG‑3’(SEQ  ID  NO.11)；

[0135] 下游引物：5’‑AAATGAGACACAGAGCTATATTCAG‑3’(SEQ  ID  NO.12)，

[0136] PCV3普通PCR反应体系：

[0137] 采用25μL反应体系：每个反应中含DNA聚合酶预混液‑FS  12 .5μL，上下游引物

(10uM)各1μL，DNA模板1μL，加入4.5μL的无菌去离子水，混匀。将反应体系置于PCR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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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000)进行反应。反应条件：预变性98℃/300s；扩增98℃/10s，58℃/20s，72℃/20s,35个

循环,72℃/300s。扩增产物使用QIAxcel毛细管电泳仪电泳后观察结果。

[0138] 结果本发明双重实时荧光RAA方法猪圆环病毒3型病毒检测限为102copy/反应，与

已有的PCR的检测方法的检测限一致，说明本发明方法具有良好的灵敏度。双重实时荧光

RAA灵敏性试验结果如图2所示，两种检测方法的灵敏性比较结果如表6所示。

[0139] 表6双重实时荧光RAA和实时荧光PCR对猪圆环病毒3型病毒核酸检测

[0140]

[0141] 实施例3双重实时荧光RAA试剂盒的特异性试验。

[0142] 将提取的FMDV、SVDV、PRRSV、CSFV等病毒RNA，反转录合成cDNA，保存备用。用本发

明的双重实时荧光RAA试剂盒对FMDV、SVDV、PRRSV、CSFV的cDNA以及PCV2和PCV3的DNA样品

进行检测，以确定本发明双重实时荧光RAA检测方法的特异性。

[0143] 结果如图3所示。试验结果表明本发明可同时检测猪圆环病毒2型和猪圆环病毒3

型病毒，其他病毒核酸无扩增曲线，说明本发明的双重实时荧光RAA试剂盒具有很好的特异

性。

[0144] 实施例4临床样本应用。

[0145] 进一步，用本发明的试剂盒检测疑似猪圆环病毒2型和猪圆环病毒3型病毒的临床

样品28份(编号为1～28)以及阴性对照样品2份(29，30)，临床样品为猪的血液样品，阴性对

照样品为健康未感染猪的血液样品。使用Thermo病毒核酸抽提试剂盒(MagMAXTM‑96Viral 

RNA  Isolation  Kit,AM1836)在磁珠提取纯化系统上分别提取DNA。用本发明的双重实时荧

光RAA试剂盒对所述DNA样品进行检测，将结果与实时荧光PCR的检测结果相比较，结果见表

4。结果表明：28份临床样品中，猪圆环病毒2型和猪圆环病毒3型病毒双阳性6份，单独的猪

圆环病毒2型阳性10份，单独的猪圆环病毒3型病毒3份，两种病毒双阴性9份；阴性对照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

[0146] 由此可见，本发明建立的双重实时荧光RAA试剂盒与实时荧光PCR的符合率为

100％。

[0147] 表7  PCV2、PCV3双重实时荧光RAA与普通PCR临床检测结果比较

说　明　书 12/14 页

14

CN 113322350 B

14



[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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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9]

[0150]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技术要领及特点，其目的在于让熟知此技术的业内人士能够

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能以此实施。本发明的内容并不局限在上述的实施例中，凡根据本发

明技术思想实质所作的等效变化或修饰，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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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 序列表

[0002] <110>  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0003] <120> 一种同时检测猪圆环病毒2型和猪圆环病毒3型病毒的试剂盒及应用

[0004] <160>  12

[0005] <170>  SIPOSequenceListing  1.0

[0006] <210>  1

[0007] <211>  35

[0008] <212>  DNA

[0009] <213> 人工序列(Artificial  Sequence)

[0010] <400>  1

[0011] ctctgaattg  tacatacatg  gttatacgga  tattg  35

[0012] <210>  2

[0013] <211>  35

[0014] <212>  DNA

[0015] <213> 人工序列(Artificial  Sequence)

[0016] <400>  2

[0017] ctgtccttga  taggacaatc  gattacttcc  aaccc  35

[0018] <210>  3

[0019] <211>  46

[0020] <212>  DNA

[0021] <213> 人工序列(Artificial  Sequence)

[0022] <400>  3

[0023] cgaacgcagt  gccgaggcct  acatggtcta  caccagtagt  ttgtag  46

[0024] <210>  4

[0025] <211>  35

[0026] <212>  DNA

[0027] <213> 人工序列(Artificial  Sequence)

[0028] <400>  4

[0029] cggacttgta  acgaatccaa  acttctttgg  tgccg  35

[0030] <210>  5

[0031] <211>  35

[0032] <212>  DNA

[0033] <213> 人工序列(Artificial  Sequence)

[0034] <400>  5

[0035] ccccatggct  caacacatat  gaccccaccg  ttcaa  35

[0036] <210>  6

[0037] <211>  43

[0038] <212>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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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213> 人工序列(Artificial  Sequence)

[0040] <400>  6

[0041] gtctgtcatt  ccagtttttt  ccgggacagc  tccaaagcag  tgc  43

[0042] <210>  7

[0043] <211>  758

[0044] <212>  DNA

[0045] <213> 人工序列(Artificial  Sequence)

[0046] <400>  7

[0047] ttcgtaatgg  tttttattat  tcacttaggg  ttaagtgggg  ggtctttaag  attaaattct  60

[0048] ctgaattgta  catacatggt  tatacggata  ttgtagtcct  ggtcgtatat  actgttttcg  120

[0049] aacgcagtgc  cgaggcctac  atggtctaca  tttccagtag  tttgtagtct  cagccagagt  180

[0050] tgatttcttt  tgttattggg  ttggaagtaa  tcgattgtcc  tatcaaggac  aggtttcggg  240

[0051] gtaaagtacc  gggagtggta  ggagaagggc  tgggttatgg  tatggcggga  ggagtagttt  300

[0052] acataggggt  cataggttag  ggcattggcc  tttgttacaa  agttatcatc  tagaataaca  360

[0053] gcagtggagc  ccactcccct  gtcaccctgg  gtgattgggg  agcagggcca  gaattcaacc  420

[0054] ttaaccttcc  ttattctgta  gtattcaaag  ggcacagtga  gggggtttga  gccccctcct  480

[0055] gggggaagaa  aatcattaat  attaaatctc  atcatgtcca  cattccagga  gggcgttctg  540

[0056] actgtggttt  tcttgacagt  ataaccgatg  gtgcgggaga  ggcgggtgtt  gaagatgtca  600

[0057] tttttccttc  tccagcggta  acggtggcgg  gggtggacga  gccaggggcg  gcggcggagg  660

[0058] atctggccaa  gatggctgcg  ggggcggtgt  cttcgtctgc  ggaaacgcct  ccttggatac  720

[0059] gtcatcgctg  aaaacgaaag  aagtgcgctg  taagtatt  758

[0060] <210>  8

[0061] <211>  678

[0062] <212>  DNA

[0063] <213> 人工序列(Artificial  Sequence)

[0064] <400>  8

[0065] agatttatat  ttattttcac  ttagagaacg  gacttgtaac  gaatccaaac  ttctttggtg  60

[0066] ccgtagaagt  ctgtcattcc  agttttttcc  gggacataaa  tgctccaaag  cagtgctccc  120

[0067] cattgaacgg  tggggtcata  tgtgttgagc  catggggtgg  gtctggagaa  aaagaagagg  180

[0068] ctttgtcctg  ggtgagcgct  ggtagttccc  gccagaagtg  gtttgggggt  gaagtaacgg  240

[0069] ctgtgttttt  ttttagaagt  cataacttta  cgagtggaac  tttccgcata  agggtcgtct  300

[0070] tggagccaag  tgtttgtggt  ccaggcgccg  tctagatcta  tggctgtgtg  cccgaacata  360

[0071] gtttttgttt  gctgagccgg  agaaattaca  gggctgagtg  taactttcat  ctttagtatc  420

[0072] ttataatatt  caaaggtaat  tgcagtttcc  cattcgttta  ggcgggtaat  gaagtggttg  480

[0073] gcgtgccagg  gcttgttatt  ctgaggggtt  ccaacggata  tgacgttcat  ggtggagtat  540

[0074] ttctttgtgt  agtatgtgcc  agctgtgggc  ctcctaatga  atagtcttct  tctggcatag  600

[0075] cgccttctgt  ggcgtcgtcg  tctccttggg  cggggtcttc  ttctgaatat  agctctgtgt  660

[0076] ctcattttgg  tgccgggc  678

[0077] <2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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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8] <211>  25

[0079] <212>  DNA

[0080] <213> 人工序列(Artificial  Sequence)

[0081] <400>  9

[0082] tttcagcgat  gacgtatcca  aggag  25

[0083] <210>  10

[0084] <211>  25

[0085] <212>  DNA

[0086] <213> 人工序列(Artificial  Sequence)

[0087] <400>  10

[0088] tagtattcaa  agggcacagt  gaggg  25

[0089] <210>  11

[0090] <211>  25

[0091] <212>  DNA

[0092] <213> 人工序列(Artificial  Sequence)

[0093] <400>  11

[0094] ttacttagag  aacggacttg  taacg  25

[0095] <210>  12

[0096] <211>  25

[0097] <212>  DNA

[0098] <213> 人工序列(Artificial  Sequence)

[0099] <400>  12

[0100] aaatgagaca  cagagctata  ttcag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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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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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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