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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检测新型鹅星状病毒的荧光定量PCR试

剂盒及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检测新型鹅星状病毒的

荧光定量PCR试剂盒及应用。所述荧光定量PCR试

剂盒中含有SEQ  ID  NO.1‑SEQ  ID  NO.2所示的引

物和SEQ  ID  NO .3所示的探针，以及标准品和荧

光定量PCR反应试剂。本发明的荧光定量PCR试剂

盒可以对该新型鹅星状病毒进行检测，该试剂盒

的特异性强，只与新型鹅星状病毒特异性结合，

与其他鹅源病毒都没有交叉反应；而且检测的灵

敏度高，在标准品为4×100‑4×109拷贝范围内

都有极好的线性关系，检测范围可达10个数量

级，可以高效检测新型鹅星状病毒病鹅组织以及

无临床症状的病毒携带鹅，提高了检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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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物和探针在制备检测新型鹅星状病毒的试剂中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新型鹅

星状病毒的保藏编号为CCTCC  NO：V201808；

所述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1‑SEQ  ID  NO.2所示；所述探针的核苷酸序列如

SEQ  ID  NO.3所示。

2.一种检测新型鹅星状病毒的荧光定量PCR试剂盒，其特征在于，所述荧光定量PCR试

剂盒含有引物和探针；

所述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1‑SEQ  ID  NO.2所示；所述探针的核苷酸序列如

SEQ  ID  NO.3所示；

所述荧光定量PCR试剂盒中还包括：标准品和荧光定量PCR反应试剂；所述标准品由如

下方法制备而成：

采用SEQ  ID  NO.1‑SEQ  ID  NO.2所示的引物扩增保藏编号为CCTCC  NO：V201808的鹅星

状病毒的基因组，得到扩增产物，将扩增产物连接到pMD18‑T载体上，筛选阳性克隆并提取

质粒DNA，即制备得到标准品。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荧光定量PCR试剂盒，其特征在于，所述荧光定量PCR反应试剂

包括：One  Step  RT‑PCR  Buffer、TaKaRa  Ex  Taq  HS、PrimeScript  RT  Enzyme  Mix  Ⅱ  和

ROX参比染料。

4.  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荧光定量PCR试剂盒在对血清制品中的新型鹅星状病毒污染

进行监控中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新型鹅星状病毒的保藏编号为CCTCC  NO：V20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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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检测新型鹅星状病毒的荧光定量PCR试剂盒及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禽病毒检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检测新型鹅星状病毒的荧光定量

PCR试剂盒及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星状病毒(AStV)是一类无囊膜、呈球形、直径为28‑30nm的单股正链RNA病毒，基因

组具有感染性，长6.4‑7.9kb，该病毒的感染具有一定的流行性，可引起人或动物的肠炎、腹

泻，有的伴有呕吐和腹痛。星状病毒科根据感染宿主的不同可分为哺乳动物星状病毒属和

禽星状病毒属，禽星状病毒可以引起禽类发生多种疾病，其临床表现因病毒毒株、毒力或感

染宿主的不同而有差异。鹅星状病毒(Goose  astrovirus，GAstV)，主要侵害幼龄雏鹅，该病

已经在多个省份流行发生，使鹅的死亡率上升，极大危害我国养鹅业的健康发展。

[0003] 2017年2～12月，我国山东、安徽、江苏、辽宁、河南及广东等地雏鹅群爆发了一种

以痛风为主要特征的传染性疾病。该病主要发生于5～20日龄的雏鹅，死亡率最高可达

50％。患病雏鹅体腔及关节发生严重尿酸盐沉积，卧地倦动，采食困难，造成雏鹅生长缓慢，

料肉比升高，肉鹅出栏合格率显著降低，对肉鹅养殖业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0004] 经研究发现，该病的爆发是由一种新型的鹅星状病毒感染所致，目前尚无疫苗可

以进行预防；常规的抗病毒和抗菌治疗方法无效。在当前这种情况下，控制该病的有效措施

是对该新型鹅星状病毒感染进行监测，以便及早发现感染鹅群对其采取隔离或扑杀措施，

以减少新型鹅星状病毒感染所带来的损失。

[0005] 目前，对于星状病毒的检测方法主要包括细胞学诊断、免疫学诊断及分子生物学

诊断三大类，其中，细胞学诊断技术主要是利用细胞分离培养和电镜观察。该方法操作较为

繁琐，检测周期长，检测条件要求较高。免疫学诊断技术主要包括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ELISA)和免疫荧光方法，该类方法灵敏较高，但对抗体要求也高。分子生物学诊断技术主

要包括传统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方法以及荧光PCR方法，而传统PCR方法只能对病毒感染

定性，不能定量，灵敏度也较低；荧光定量PCR技术以其灵敏度高、速度快、特异性强等优点

在基因表达水平分析、病原体的定性和定量检测等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但由于该新型鹅

星状病毒系首次报道，对该新型鹅星状病毒的荧光定量PCR检测仍属于技术上的空白。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检测新型鹅星状病毒的荧光定量

PCR试剂盒及应用。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8] 本发明的第一方面，提供一组引物和探针，所述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1‑SEQ  ID  NO.2所示；所述探针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3所示。具体如下：

[0009] 正向引物：ORF2‑F：5’‑CCAGGTCAAGATACAATG‑3’；(SEQ  ID  NO.1)

[0010] 反向引物：ORF2‑R；5’‑GTGTGTTCCAAGTGTAAA‑3’；(SEQ  ID  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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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荧光探针：ORF2‑tag：5’‑FAM‑AGTCCTTCCACGATAGCCAACAT‑BHQ1‑3’；(SEQ  ID 

NO.3)

[0012] 本发明的第二方面，提供上述引物和探针在制备检测新型鹅星状病毒的试剂或试

剂盒中的应用。

[0013] 所述新型鹅星状病毒已于2018年4月26日保藏于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保藏

编号为CCTCC  NO：V201808，地址：中国武汉，武汉大学。

[0014] 本发明的第三方面，提供一种检测新型鹅星状病毒的荧光定量PCR试剂盒，所述荧

光定量PCR试剂盒含有上述的引物和探针。所述鹅星状病毒的保藏编号为CCTCC  NO：

V201808。

[0015] 进一步的，所述荧光定量PCR试剂盒中还包括：标准品和荧光定量PCR反应试剂。

[0016] 优选的，所述标准品由如下方法制备而成：

[0017] 采用SEQ  ID  NO.1‑SEQ  ID  NO.2所示的引物扩增保藏编号为CCTCC  NO：V20180 8

的鹅星状病毒的基因组，得到扩增产物，将扩增产物连接到pMD18‑T载体上，筛选阳性克隆

并提取质粒DNA，即制备得到标准品。

[0018] 所述荧光定量PCR反应试剂包括：One  Step  RT‑PCR  Buffer、TaKaRa  Ex  Taq  HS、

PrimeScript  RT  Enzyme  Mix  Ⅱ和ROX参比染料。

[0019] 本发明的第四方面，提供一种检测新型鹅星状病毒的检测试剂，所述检测试剂含

有上述的引物和探针。

[0020] 本发明的第五方面，提供上述荧光定量PCR试剂盒或上述检测试剂在如下(1)‑(3)

中任一种中的应用：

[0021] (1)对鹅感染新型鹅星状病毒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0022] (2)对血液或血清制品中的新型鹅星状病毒污染进行监控；

[0023] (3)精确检测新型鹅星状病毒拷贝数，明确鹅星状病毒的感染进程。

[0024] 本发明的第六方面，提供一种利用上述荧光定量PCR试剂盒检测鹅星状病毒的方

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5] (1)将标准品进行梯度稀释，之后进行TaqMan荧光PCR反应，根据标准品的浓度和

Ct值，绘制荧光定量标准曲线；

[0026] (2)提取待测样品总RNA，进行TaqMan荧光PCR反应，收集待测样品荧光信号，对荧

光信号进行数据处理，得到Ct值及扩增曲线，对待测样品进行定性和定量检测。

[0027] 优选的，步骤(1)和步骤(2)中，TaqMan荧光PCR反应的程序为：

[0028] 42℃5min；95℃10s；之后95℃5s、53℃30s、72℃30s进行40个循环。

[002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30] (1)针对新发现的能够导致雏鹅痛风的新型鹅星状病毒，本发明设计了可以对该

新型鹅星状病毒进行检测的荧光定量PCR试剂盒，该试剂盒的特异性强，只与新型鹅星状病

毒特异性结合，与其他鹅源病毒，如小鹅瘟病毒，鹅坦布苏病毒，鹅流感病毒等都没有交叉

反应。

[0031] (2)检测的灵敏度高，在标准品为4×100‑4×109拷贝范围内都有极好的线性关

系，检测范围可达10个数量级，最低可检测4个拷贝，检测的灵敏度高，可以高效检测新型鹅

星状病毒病鹅组织以及无临床症状的病毒携带鹅，提高了检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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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3)采用本发明的试剂盒能够对新型鹅星状病毒感染进行监测，以便及早发现感

染鹅群对其采取隔离或扑杀措施，以减少新型鹅星状病毒感染所带来的损失；还可以对鹅

感染新型星状病毒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以及对血液或血清制品中的鹅星状病毒污染进行监

控。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应该指出，以下详细说明都是例示性的，旨在对本申请提供进一步的说明。除非另

有指明，本文使用的所有技术和科学术语具有与本申请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通常

理解的相同含义。

[0034] 正如背景技术所介绍的，2017年起，我国山东、安徽、江苏、辽宁、河南及广东等地

雏鹅群爆发了一种以痛风为主要特征的传染性疾病。该病的症状不同于以往的星状病毒感

染，首次在鹅群中出现了痛风的症状，由此推知，该传染性疾病可能是由新型星状病毒所引

起的。目前尚无能够有效控制该新型星状病毒感染的药物和方法。基于此，本发明提供了一

种能够检测该新型鹅星状病毒的荧光定量PCR试剂盒，以便能及早发现感染鹅群对其采取

隔离或扑杀措施，以减少新型鹅星状病毒感染所带来的损失。

[0035] 由于星状病毒为RNA病毒，有多个分段，不同毒株间在抗原结构、致病性、细胞培养

特性以及宿主特异性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在遗传进化时，容易发生变异。因此从不同宿主中

分离到的星状病毒其存在较大的变异性，其致病性、基因序列和主要蛋白的编码都存在差

异。

[0036] 本申请发明人从病死雏鹅的肝脏、脾脏和肾脏等组织中分离出一株新型病毒N‑

AStV‑SDPY，经鉴定该新型病毒N‑AStV‑SDPY为鹅星状病毒。本发明对毒株N‑AStV‑SDPY进行

了全基因组测序，并与现有报道的星状病毒进行了同源性分析和遗传进化分析，结果发现，

毒株N‑AStV‑SDPY各基因片段的同源性均小于70％；遗传进化分析表明，毒株N‑AStV‑SDPY

处于一个变异分支；以上结果说明：毒株N‑AStV‑SDPY不同于其他的星状病毒，为禽星状病

毒属的一个新的种。并将该新型鹅星状病毒保藏于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保藏编号为

CCTCC  NO：V201808。因此，本发明所要检测的新型鹅星状病毒和现有报道的星状病毒存在

变异性，对于该新型鹅星状病毒的检测其难度更大。

[0037] 对于荧光定量PCR检测而言，如何设计引物和探针序列是保证检测有效性的关键。

虽然现有技术中有诸多引物设计的软件和引物设计原则等，但要设计得到特异性强、灵敏

度高的引物和探针组合，并非是通过引物设计软件就可以简单获得的，这需要技术人员利

用其专业知识不断的选择优化靶标区域，再根据优化的靶标区域进行引物设计，以及对设

计的引物进行反复的筛选、优化、再设计。具体而言，由于本发明所要检测的新型鹅星状病

毒不同于现有报道的禽星状病毒，如何特异性的检测本申请的新型鹅星状病毒，而避免与

其它禽星状病毒(特别是已报道的鹅星状病毒)发生交叉反应，是本发明引物和探针设计的

难点所在。对于禽星状病毒的检测，有的根据鹅星状病毒的聚合酶1b蛋白基因序列特征设

计引物和探针，有的以星状病毒开放阅读框2编码caspid  protein的靶序列设计引物和探

针，等等，因此，对于星状病毒的检测而言，如何选择靶标区域进行引物和探针设计目前尚

无统一的认知。本发明在试验过程中对进行引物和探针设计的靶标区域进行了优化，结果

发现，以该新型鹅星状病毒的ORF2基因的序列保守区进行引物和探针设计，可以实现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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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鹅星状病毒的特异性检测。

[0038] 本发明所设计的引物、探针进行配合使用，二者相辅相成，在设计过程中又进一步

充分考虑了荧光定量PCR的反应条件，避免引物、探针之间的相互干扰，最终设计了本申请

引物、探针。其中：

[0039] 正向引物：ORF2‑F：5’‑CCAGGTCAAGATACAATG‑3’；(SEQ  ID  NO.1)

[0040] 反向引物：ORF2‑R；5’‑GTGTGTTCCAAGTGTAAA‑3’；(SEQ  ID  NO.2)

[0041] 荧光探针：ORF2‑tag：5’‑FAM‑AGTCCTTCCACGATAGCCAACAT‑BHQ1‑3’；(SEQ  ID 

NO.3)

[0042] 荧光探针的5’端标记荧光报告基团FAM，3’端标记荧光淬灭基团BHQ1；扩增片段长

度83bp。

[0043] 本发明在试验过程中，还通过鹅星状病毒基因的其它保守区序列以及其他的引物

设计原则设计了多组不同的引物、探针，并分别进行组合，经反应后分别检测其特异性和扩

增效率，以筛选最优的可用于临床检测的引物和探针组合。例如：

[0044] 第一组：

[0045] 正向引物：F:5’‑GGCCAATATTCAACAACA‑3’；

[0046] 反向引物：R；5’‑CCTTCCTTATTGACACAAG‑3’；

[0047] 荧光探针：5’‑FAM‑TGTGTAATGTCTGGCTCACCCA‑Eclipse‑3’。

[0048] 第二组：

[0049] 正向引物：F:5’‑GACGCGTGCCACAAGGA‑3’；

[0050] 反向引物：R；5’‑CCACGCTTGATCTTATCTGTAAGC‑3’；

[0051] 荧光探针：5’‑FAM‑AGCAAGGCGCGCATTCCCC‑BHQ‑3’。

[0052] 结果发现，以采用本发明的引物与探针组合(SEQ  ID  NO.1‑SEQ  ID  NO.3)对该新

型鹅星状病毒进行检测的特异性和灵敏度最优。而其他的引物和探针组合则不能对新型鹅

星状病毒和其它鹅源病毒进行有效的区分，容易出现假阳性或假阴性。

[0053] 本发明在试验过程中还优化了荧光定量PCR条件，在试剂盒的临床应用中最大限

度减少操作，既保证灵敏度，又最大限度降低各种污染，确保结果的科学、精确。

[0054] 为了使得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本申请的技术方案，以下将结合具

体的实施例详细说明本申请的技术方案。

[0055] 本发明实施例中所用的未进行具体说明试验材料均为本领域常规的试验材料，均

可通过商业渠道购买得到。本发明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实验条件和方法的，通常按照常规

条件，如J.萨姆布鲁克等主编，科学出版社，2002，分子克隆实验指南(第三版)；D.L.斯佩克

特等主编，科学出版社，2001，细胞实验指南；或者按照制造厂商建议的条件。

[0056] 实施例1：荧光定量PCR引物和探针的设计

[0057] 根据二代测序技术获得新型鹅星状病毒(保藏编号为CCTCC  NO：V201808)的全基

因组序列，全基因组序列如SEQ  ID  NO.4所示。针对ORF2基因的序列保守区设计特异性的引

物序列和荧光探针序列，序列设计如下：

[0058] 正向引物：ORF2‑F：5’‑CCAGGTCAAGATACAATG‑3’；(SEQ  ID  NO.1)

[0059] 反向引物：ORF2‑R；5’‑GTGTGTTCCAAGTGTAAA‑3’；(SEQ  ID  NO.2)

[0060] 荧光探针：ORF2‑tag：5’‑FAM‑AGTCCTTCCACGATAGCCAACAT‑BHQ1‑3’；(SEQID  NO.3)

说　明　书 4/8 页

6

CN 108384899 B

6



[0061] 荧光探针的5’端标记荧光报告基团FAM，3’端标记荧光淬灭基团BHQ1；扩增片段长

度83bp(SEQ  ID  NO.5所示)。

[0062] 实施例2：荧光定量PCR检测方法的建立

[0063] (1)病毒RNA的提取：

[0064] 取30mg疑似患病雏鹅肾脏、肝脏混合匀浆组织，采用经典的Trizol法或商品化试

剂盒提取总RNA。

[0065] (2)荧光PCR反应体系建立：

[0066] 所用一步法荧光定量试剂盒采用来自Takara公司的货号为RR064A的One  Step 

PrimerScriptTMRT‑PCR  Kit，在200μL  PCR反应管中依次加入2×One  Step  RT‑PCR  Buffer 

Ⅲ～10μL，1×TaKaRa  Ex  Taq  HS(5U/μL)～0.4μL，PrimeScript  RT  Enzyme  MixⅡ～0.4μ

L，PCR  Forward  Primer(10μM)～0.4μL，PCR  Reverse  Primer(10μM)～0.4μL，Probe～0.8μ

L，ROX  Reference  Dye  or  DyeⅡ(50×)～0.4μL，步骤(1)中提取的待测样品Total  RNA～2

μL，使用RNase  Free  dH2O补充至20μL体系。置于ABI  7300Fast荧光定量PCR仪中进行反应，

反应条件为42℃5min；95℃10s之后95℃5s、53℃30s、72℃30s进行40个循环，收集荧光。

[0067] (3)标准曲线的制备：

[0068] 为了准确定量样本中病毒的拷贝数，制备含有目的扩增片段的质粒作为标准品以

绘制标准曲线。首先设计ORF2基因的正向和反向引物(SEQ  ID  NO.1和SEQ  ID  NO.2所示)，

扩增新型鹅星状病毒基因组得到83bp的扩增产物(SEQ  ID  NO.5所示)。

[0069] 按照经典的分子克隆操作方法，将其连接到pMD18‑T载体上，命名为pMD‑ORF2，筛

选阳性克隆并提取质粒，利用分光光度计测定质粒浓度，即为标准品。对标准品进行10倍梯

度稀释后进行TaqMan荧光PCR反应，根据标准品的浓度和Ct值，仪器软件自动绘制出荧光定

量标准曲线；具体为：y＝‑3 .173x+40 .059，相关系数R2＝0.992，呈现良好的线性关系；其

中，x代表样品的拷贝数对数，y代表Ct值。

[0070] (4)检测结果的判定：

[0071] 根据荧光定量PCR反应收集荧光信号，再利用仪器软件处理数据，得到扩增曲线、

Ct值。以标准品最低浓度对应的Ct值及扩增曲线作为判定依据。

[0072] 结果判定方法：若待测样品荧光信号超过阈值且Ct≤30.0，同时扩增曲线为平滑

的“S”型，则可以判定待测样品中含有新型鹅星状病毒。

[0073] 根据荧光定量标准曲线，可以对样品中新型鹅星状病毒进行定量测定。

[0074] 实施例3：试剂盒的组成、实验参数的优化及特异性、灵敏性和重复性考察

[0075] 1.试剂盒的组成：

[0076] 本实施例的试剂盒为荧光定量PCR试剂盒，用于检测新型鹅星状病毒(保藏编号为

CCTCC  NO：V201808)。试剂盒中含有：实施例1设计的SEQ  ID  NO.1所示的正向引物(10μM)，

实施例1设计的SEQ  ID  NO.2所示的反向引物(10μM)，实施例1设计的SEQ  ID  NO.3所示的探

针，标准品和荧光定量PCR反应试剂。

[0077] 标准品由如下方法制备而成：

[0078] 采用SEQ  ID  NO.1‑SEQ  ID  NO.2所示的引物扩增保藏编号为CCTCC  NO：V201808的

鹅星状病毒的基因组，得到83bp的扩增产物(SEQ  ID  NO.5所示)，将扩增产物连接到pMD18‑

T载体上，筛选阳性克隆并提取质粒DNA，即制备得到标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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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9] 荧光定量PCR反应试剂包括：2×One  Step  RT‑PCR  BufferⅢ，1×TaKaRa  Ex  Taq 

HS(5U/μl)，PrimeScript  RT  Enzyme  MixⅡ，，ROX  Reference  Dye  or  DyeⅡ(50×)，RNase 

Free  dH2O。

[0080] 2.实验参数的优化：

[0081] 对试剂盒中的引物(SEQ  ID  NO.1‑2)的荧光定量PCR反应条件进行了优化探索，结

果显示，引物为10μM，反应条件为42℃5min；95℃10s；之后95℃5s、53℃30s、72℃30s进行40

个循环，试剂盒敏感性、检测效果最好。

[0082] 3.试剂盒的特异性、灵敏性和重复性考察

[0083] (1)特异性试验

[0084] 应用该试剂盒，进行该试剂盒的特异性试验，分别以小鹅瘟病毒，鹅坦布苏病毒，

鹅流感病毒、鹅星状病毒GsFJ2017株(GenBank登陆号为MF576430)、鹅星状病毒CastV‑8株

以及本发明所检测的保藏编号为CCTCC  NO：V201808的新型鹅星状病毒为模板，采用该试剂

盒进行荧光定量PCR，结果发现，小鹅瘟病毒，鹅坦布苏病毒，鹅流感病毒、鹅星状病毒

GsFJ2017株(GenBank登陆号为MF576430)、鹅星状病毒CastV‑8株均不能有效扩增；只有保

藏编号为CCTCC  NO：V201808的新型鹅星状病毒能够有效扩增。

[0085] 以上试验结果表明，本发明试剂盒的特异性为100％，具有较强的特异性，试剂盒

中引物和探针与新型鹅星状病毒特异性结合，与其他鹅源病毒都没有交叉反应。

[0086] (2)重复性试验

[0087] 应用该试剂盒，进行该试剂盒的重复性试验。取临床采集到的以痛风为主要症状

的的雏鹅的肾脏组织样品，利用试剂盒进行重复性检测，一次实验中三个重复样品相应的

变异系数(CV)小于0.5％，说明其具有极高的重复性。

[0088] (3)灵敏性试验

[0089] 将标准品稀释成不同浓度，采用该试剂盒进行检测，同时以普通PCR检测作为对

比。结果发现，荧光定量PCR结果显示，本发明的试剂盒能够检测4个拷贝数的标准品，而且

在100‑109拷贝范围内都有极好的线性关系，检测范围可达10个数量级；表明该试剂盒具有

极高的灵敏度。

[0090] 实施例4：本发明试剂盒的临床应用实验1

[0091] (1)病毒RNA的提取：

[0092] 取30mg疑似患病雏鹅肾脏、肝脏混合匀浆组织，采用经典的Trizol法或商品化试

剂盒提取总RNA。

[0093] (2)荧光PCR反应体系建立：

[0094] 在200μL  PCR反应管中依次加入2×One  Step  RT‑PCR  BufferⅢ～10μL，1×TaKaR 

a  Ex  Taq  HS(5U/μL)～0.4μL，PrimeScript  RT  Enzyme  MixⅡ～0.4μL，PCR  Forw  ard 

Primer(10μM)～0 .4μL，PCR  Reverse  Primer(10μM)～0 .4μL，Probe～0 .8μL，ROX 

Reference  Dye  or  DyeⅡ(50×)～0.4μL，步骤(1)中提取的待测样品Total  RNA～2μL，使

用RNase  Free  dH2O补充至20μL体系。置于ABI  7300Fast荧光定量PCR仪中进行反应，反应

条件为42℃5min；95℃10s；之后95℃5s、53℃30s、72℃30s进行40个循环，收集荧光。

[0095] 结果判定方法：若待测样品荧光信号超过阈值且Ct≤30.0，同时扩增曲线为平滑

的“S”型，则可以判定待测样品中含有新型鹅星状病毒。结果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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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6] 表1：发病鹅场送检病料荧光定量PCR检测结果

[0097]

[0098]

[0099] 结果表明，采用本发明的试剂盒在7个不同地区鹅场病料均能检出新型鹅星状病

毒。

[0100] 而且，采用本发明的试剂盒对40份已经鉴定的样本进行检测，有36份样本检测含

有新型鹅星状病毒，与鉴定结果一致，检出准确率为100％。

[0101] 实施例5：本发明试剂盒的临床应用实验2

[0102] 将临床采集到的感染新型鹅星状病毒的痛风发病雏鹅，取肾脏、肝脏混合组织加

入5倍生理盐水后组织匀浆，反复冻融3次后，取上清接种GKC细胞，待出现稳定细胞病变后

收毒。

[0103] 上述的病毒RNA的提取：

[0104] 取400μL待测病毒感染的细胞样品，采用经典的Trizol法或商品化试剂盒提取总

RNA。

[0105] 荧光PCR反应体系建立：

[0106] 在200μL  PCR反应管中依次加入2×One  Step  RT‑PCR  BufferⅢ～10μL，1×TaKaR 

a  Ex  Taq  HS(5U/μL)～0.4μL，PrimeScript  RT  Enzyme  MixⅡ～0.4μL，PCR  Forw  ard 

Primer(10μM)～0 .4μL，PCR  Reverse  Primer(10μM)～0 .4μL，Probe～0 .8μL，ROX 

Reference  Dye  or  DyeⅡ(50×)～0.4μL，步骤(1)中提取的待测样品Total  RNA～2μL，使

用RNase  Free  dH2O补充至20μL体系。置于ABI  7300Fast荧光定量PCR仪中进行反应，反应

条件为42℃5min；95℃10s之后95℃5s、53℃30s、72℃30s进行40个循环，收集荧光。

[0107] 结果判定方法：若待测样品荧光信号超过阈值且Ct≤30.0，同时扩增曲线为平滑

的“S”型，则可以判定待测样品中含有新型鹅星状病毒。结果见表2。

[0108] 表2：新型鹅星状病毒感染细胞样品荧光定量PCR检测结果

[0109]

[0110]

[0111] 经检测，样品中含有新型鹅星状病毒，符合预期，表明本发明的检测方法准确、可

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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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2] 以上所述仅为本申请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申请，对于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来说，本申请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申请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

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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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 SEQUENCE  LISTING

[0002] <110>  山东农业大学

[0003] <120>  一种检测新型鹅星状病毒的荧光定量PCR试剂盒及应用

[0004] <130>  2018

[0005] <160>  5

[0006] <170>  PatentIn  version  3.5

[0007] <210>  1

[0008] <211>  18

[0009] <212>  DNA

[0010] <213> 人工序列

[0011] <400>  1

[0012] ccaggtcaag  atacaatg  18

[0013] <210>  2

[0014] <211>  18

[0015] <212>  DNA

[0016] <213> 人工序列

[0017] <400>  2

[0018] gtgtgttcca  agtgtaaa  18

[0019] <210>  3

[0020] <211>  23

[0021] <212>  DNA

[0022] <213> 人工序列

[0023] <400>  3

[0024] agtccttcca  cgatagccaa  cat  23

[0025] <210>  4

[0026] <211>  7252

[0027] <212>  DNA

[0028] <213> 鹅星状病毒（Goose  astrovirus）

[0029] <400>  4

[0030] tgtagcctct  gtgttttcgc  ttcctgcgca  tcaaggcacg  ccttctcacc  caaattcata  60

[0031] aggtttgcac  caatatcggg  tgaccatgtt  ggtttggtga  catcatcggc  gaaaaagaga  120

[0032] ccatacctcc  cattgtcaac  cccttttcct  cacttgacac  tcgtgaggaa  aggaagactg  180

[0033] atgagattca  gtcaggcctt  gagaaggtct  tccacttcaa  tggtgttaat  gaattataca  240

[0034] ccaagatgaa  aggcttttat  ggtcgcactc  cagcctggag  tgctctcatg  aagtgtaatg  300

[0035] ccatctatct  taaagattgg  aaaacagcta  taggggttga  caatgggagg  tatggtctct  360

[0036] ttttcgccga  tgatgtcacc  aaaccaacat  ggtcacccga  tattggtgca  aaccttatga  420

[0037] atttgggtga  gaaggcgtgc  cttgatgcgc  aggaagcgaa  aacacagagg  ctacaatgct  480

[0038] cgctgaaacg  atgtggagct  cttgtccaac  aagttcttga  gaagagcaaa  caagcaaagg  540

[0039] aacaaatgca  aaaagccgag  gaattacaga  agaagattga  tcaaattaat  gaaagcaaca  600

[0040] aggttctaca  tcgcaaaatg  caggagagaa  atgttgagta  ttctcagaag  gtcataactc  660

[0041] gtattcatga  gctgcaaaaa  gacagagacc  tgtggatgtc  gcgtgctgct  cattacgagc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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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aggagaacgt  gcggctacgt  attcaactgg  ggacatatga  tccgaacagg  tctaagctga  780

[0043] tgactttcct  agcatggatg  tgtgttgcga  tcattgcttt  cagcttgatt  caattggcgg  840

[0044] atgctagtga  gattaaggat  aacagaacag  aaaattgttt  cccaacatct  ggctgtgttc  900

[0045] tctcagacgt  tccttggact  aagtcgtaca  cctttatgga  gctaatggac  aagtgtgtga  960

[0046] ccggtactgc  catcatacct  aaaaacacat  ttaatggtga  agggcttgag  ctggagtgta  1020

[0047] ttaagaattt  tggcaagaaa  tggtgcaaag  gaagggttga  gaagctcata  ccgcattatt  1080

[0048] gtgatagaga  taatactttt  gatgccctct  atcagtatta  tgttgaaaca  gtagcaattg  1140

[0049] ctgttgactt  ctttaaagtt  gcggtgcagt  atcggattga  caattggatt  gtggctctct  1200

[0050] ttagtctagt  attgactggg  aagatggaga  agtttcttaa  gacgctaccc  tttgtaattt  1260

[0051] tggcatggtg  gtttaagttg  cccatctttg  ttatgagcat  tgccacgaca  atctttcctg  1320

[0052] tgcatgctct  gccattcttg  ttcttccagg  tgtgctttcc  aaactttgtc  atcatcactg  1380

[0053] gttttctctt  gtggatgacc  tctatattag  tggcttttta  ttggtttgat  gggactgcaa  1440

[0054] ttttggttga  ggtttcttat  gcggtattct  atactattat  cttctttgtg  tggtctacag  1500

[0055] cattgacaat  tatttcaact  ttgtcattga  cagtccctgt  acagatttta  ttattctgtg  1560

[0056] tttcattaac  catttattgt  ggcacaaagt  ttgcgtgttc  cactattaca  gtcactaatc  1620

[0057] ctgacggtac  tgtgtcgaaa  tactcaagag  ttgccaaaat  gaaggatact  gttgccatac  1680

[0058] agtgcaaaaa  gatggtgagc  tttgggcagg  cccgtggtgt  gataccagca  actccagtga  1740

[0059] aggtgaattc  cattgtcgtt  gttgaaggaa  aaaaaggttc  aggggttggc  ttccggttca  1800

[0060] tgaattatat  aattacagca  ggacacgtca  cattaggctc  tgactgggta  acagtaaaac  1860

[0061] atgctggcac  agtagccaaa  acaaaagtcc  tgaagcagat  tgaggtgttt  gagtgcgtcg  1920

[0062] atacaatagc  ggttataaag  ctgccccccg  aattacagaa  tttgaaaccc  ataaaactcg  1980

[0063] caaaacgtgt  tgagtccaca  tacttaacat  tgacagcttt  tgatcctaat  tttcaaaatg  2040

[0064] ttgtgtcata  cactggctgg  tgtattattg  atggaaattg  gatcagtaat  gcatttaata  2100

[0065] ctcaatttgg  aaacagtggt  ggcccatacg  ttgatgcaga  gggtaaattg  gttgggattc  2160

[0066] atcttggaac  tcagggagtt  atgtcccaag  gtattgttgt  ggtggatgcc  cttaaaacgc  2220

[0067] atttcacgct  cgcagaccag  tgcaaggatt  ttgattatga  tggcttcctg  gagaaagtta  2280

[0068] ttgcaggaac  aaagacatca  catgaagcaa  ttctcaaagg  tattgaggaa  ttgcgagagg  2340

[0069] acgtcgacac  gctcaagaac  aagtgcaaga  attatgatga  gtactggctt  gttcaaacta  2400

[0070] tttttggcca  gaagaaaaag  ggcaaaacaa  agaaaacagc  ccgggggaat  aaacatcttg  2460

[0071] taacaaagag  attcctgagt  aaaggccact  tcatgaaact  caaaatgctc  accgatgagg  2520

[0072] aatataatca  tatgattgag  caaggtttca  ccgctgatga  gatacgtgag  gcagtcaatg  2580

[0073] agctgagaga  acaagcatgg  ctcaactact  gcattgataa  tgatattgat  gaagaaggtg  2640

[0074] cggaagagtg  gtatgaagat  atgattgaag  atgaccaaat  taatgaaaag  attgatgaag  2700

[0075] ccattgagaa  agcaatggaa  gaaaggggcg  agttttatca  agtcaaaaaa  aggaaaacat  2760

[0076] ttgcacaaca  agcattatta  cacctcatcc  gtgtcagtaa  agccaggagc  caaactgcaa  2820

[0077] agcaagaggt  tcagaaagaa  aacgcagatc  agctttacga  gatgttcaaa  tctgccgtaa  2880

[0078] aggatgaaca  agttgatgaa  ggcacaacct  cttacgcact  cttcgccaat  ggtgatcaga  2940

[0079] ttgagatggt  cgaaggaaag  gaacttgatt  ttgaaaaggt  aaagcttatc  cacgttgatg  3000

[0080] gtgaacaaaa  aaatgagacc  attccgggga  cgaaagtcac  tgagatttct  actggccctg  3060

[0081] agaataagaa  gaacattttg  cgcaagaagg  acactcaaat  taatccagaa  caagctcaac  3120

[0082] ctcttgagca  gcgcaagagg  atctgcaagt  ggtgtgggtc  gagccaaaag  catgactttc  3180

[0083] gtgattgcaa  gttccagcgt  gagaaaaggt  tttgtgtctt  ctgtgcaaag  atgcactcat  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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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4] tgtttgatgg  tcatcaacgg  gacgtcttgt  gcgacgtttg  tgggaagaag  ttcaagagtg  3300

[0085] tagaggagct  tgaacagcac  gtaactcgtg  aaacgtgtga  aaaaaactag  ataaggggga  3360

[0086] cgatgccatc  tgggtccccc  gcataccacc  tgatgattct  cacatttttt  cttggcagga  3420

[0087] tgatattatt  gagtgtgata  agaaaatcac  tttgcccgac  tatatagata  taattggttt  3480

[0088] tatacctgta  gataaattag  ttgtcagagc  aaagaccatt  catgacccct  tattaaactt  3540

[0089] ggttgagcat  tggcaacaag  atgaatatgc  tcctactaaa  tgggactata  aagcctatac  3600

[0090] caagatgttt  gaaaaatttt  tctatcatga  acctcaggat  tttgtaaaca  attttccaga  3660

[0091] gctggtcatc  ttaagtgata  gtgttgtgtt  agaagaacat  tcttatatgg  ccaattccaa  3720

[0092] tttaacaccc  ataatggcaa  ctaagaagaa  tgtcgatagt  acccctggtt  atccaaaatt  3780

[0093] taagtacttt  gacacagaga  aggactatct  tgaacaatgt  ggctggggtg  agtacttgaa  3840

[0094] ggctgtatca  gatattgatg  agactgtgca  aaataggccc  ctctggtggt  gttttctcaa  3900

[0095] aaatgaggtc  ctcaaaaaga  agaaaatcat  ggataatgat  attcgtatga  tcttgtgtgc  3960

[0096] tgatccagta  tatacaagga  ttggagccat  gtttgagcag  gaccagaatg  agaaaatgaa  4020

[0097] gcaacagaca  gaacggcggg  ctgcacaagt  tggttggaca  cccttttttg  gtggaataca  4080

[0098] tcagcgagta  tctaggctca  ttggtggtgg  tgacaggttt  tttgtagaga  cggactggac  4140

[0099] gcgttatgat  ggtacgttgc  ccaagcctct  cttctggcgg  atacgacaga  tgcgttactt  4200

[0100] tttcctgtcc  aaccatcata  agacaccaca  gcttaagaaa  ctctatgatt  ggtatgtcaa  4260

[0101] aaacttagtt  gaaaaaatta  tattattacc  aactggggag  gtttgtacag  ttaagaaggg  4320

[0102] aaatccaagt  ggccaatatt  caacaacagt  ggacaacaat  atgtgtaatg  tctggctcac  4380

[0103] ccattttgag  atagcttatc  tttattggaa  acagcatggg  tcattgccga  cgctcagatt  4440

[0104] actcagggat  aatgtcacca  tgatttgcta  tggcgatgat  aggcttgtgt  caataaggaa  4500

[0105] gggttttatt  aattacgaca  cgaatgtcgt  catagatatg  tataaaaata  tttttggtat  4560

[0106] gtgggttaag  ccagaaaatg  tcaaggtctc  tgatgatatt  gagggtatga  ctttctgtgg  4620

[0107] tcttacgttg  gttaaaagga  gtgatggtag  atttgttgga  gttcccaatg  ttgataagat  4680

[0108] attgtcaaca  cttgaaaatc  ctgttagaaa  attacccaac  ttagaatcac  tctggggtaa  4740

[0109] attggtttct  ttaaggatct  tgtgcgaaaa  tgcacccaat  agtgttagag  agtttcttga  4800

[0110] taaacaaatc  aacacggttg  aggagcacgc  tgccagtgaa  aatattaact  tacctgaggt  4860

[0111] cgggcccgac  ttcttttctc  aaatctggtg  agtggcggac  cgaaataaaa  tggcagacag  4920

[0112] ggcggtggcc  ccgcgcgaga  aggtgaccaa  gaaggttaca  aaagtagtca  ccgttaagaa  4980

[0113] aaaacaccca  aaaaagaaac  caaagcagaa  agtatataag  ccccaaaaat  tacccatgaa  5040

[0114] ggccgagagg  aagcttgaga  aagaagtgaa  aggtttgaag  aaaagagtag  ctggaccacc  5100

[0115] cgttaatgac  aaaatgacta  ccacgataac  acttggtcag  atcactggga  attcaacaga  5160

[0116] cacactcgac  cggaagcata  aatacttcac  aaatccactc  atgatgaaaa  accaggaaaa  5220

[0117] tgggcaaaca  gcaactcctc  taagtataag  ggcctcacaa  tataacttgt  ggaggatcag  5280

[0118] aaagctgcat  atccgccttg  ttccacttgc  tggtagggcc  aatattcttg  gctcggttgt  5340

[0119] cttcctagat  atagaacagg  aagctaacac  agctgggcca  gagtccatag  ataccataaa  5400

[0120] agctcggccg  catcttgaac  tcccgattgg  ctcaaaacat  ctttggaggg  ttcaacccag  5460

[0121] gctgatgcag  ggaccccggc  aaggatggtg  gaatgtagac  cccggggatt  cacctactga  5520

[0122] ctcacttggt  ccagcaatca  atatgtggac  atatttgaaa  acagtaaatg  cactttcaac  5580

[0123] acgggcgcag  gcacaacaag  ttccctatac  ttctgccctc  ttcctggttg  aagcaacggt  5640

[0124] cacttatgag  ttctcgaact  atggtccaaa  gccagggctc  tcactcatga  ccagtgaaac  5700

[0125] actttcagca  tcagggaaaa  cggcaaccct  tgtaaatacc  caggatggtg  cacttgcttt  5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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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6] aacagttagt  ggcgcattgc  agagattcct  cgatgagaag  gagcaacaca  ggcgcgtttc  5820

[0127] aaatgcgcag  acctctggtg  tcggtgaggt  gttttgggct  gtttccacag  aggtggtcga  5880

[0128] gaccgtagcg  agtgcacttg  gaggctgggg  ttggctcttg  aaaggaggat  ggttcgtgat  5940

[0129] cagaaaattg  tttggtgctg  cttcaaattc  tggttccact  tatctgatct  attcctcagt  6000

[0130] ttcagacgcc  cagatagaca  gcaggattta  tcagacagtt  ccaccgaaca  cgccactaca  6060

[0131] gctggctgca  aatacagtta  agcttgtaca  gctaacacag  ccaaatgtga  atacaactgg  6120

[0132] acaaggtacc  actgtccttt  cacgggatgc  cgattacctg  cctctgccag  tggcaccaat  6180

[0133] gcaggttact  ccctcgcttg  tgtacaactt  ccagggtgaa  aggcagagca  ctacagaatc  6240

[0134] gtgctcattc  ctggtgtttg  gaataccaca  ggcagaatcc  aggtcaagat  acaatgcaaa  6300

[0135] tataaccttc  aatgttggct  atcgtggaag  gacttcaaca  tcatttacac  ttggaacaca  6360

[0136] caattggtgg  gctgttatga  cactttcaca  aacaggagta  atttttgcac  caccggctgt  6420

[0137] gggcacaggg  gtctgtaata  cattggctac  agccatacaa  cacttaaacc  ctgagcttga  6480

[0138] aacagcagtc  ctgcgtgtga  ataccagtac  aacatctact  ggtgggctaa  taacggaact  6540

[0139] caggaatcgg  ctcaacatcg  ctgatgggga  ctatgtgatt  tcaatgggtg  atccgcaagg  6600

[0140] aaataggtca  gcactgtact  ttaggaattc  agaccagaaa  tgggtgtggc  tctgggctgg  6660

[0141] cgactctaac  cctggtgaaa  ctttccaaag  ttttaagatg  ccagtcctaa  ttaattggtc  6720

[0142] agtgtcagat  tcccaggaac  aatataatgc  tagagtcagg  atggtacagt  atgctaatgc  6780

[0143] acaacagcag  actttgacag  accctgagga  agatgatgat  cccctctctg  atgtcacttc  6840

[0144] gctttttgat  ccaacagcgg  aagatgagac  tgacttccac  ctagcagtct  cactcaagac  6900

[0145] ctctgactac  ttaaaagaag  aggctgagta  ctggaaagcg  aaggcgcagg  ccttgcttat  6960

[0146] ggagaaggca  ctaagtgcac  cacaagcagg  gacagtccgc  tttgagaagg  gcggacatga  7020

[0147] gtgatctctt  cactagcagc  cgcggccacg  ccgagtagga  tcgagggtac  agctgcacct  7080

[0148] tctcattagg  cttgagggag  aatcggccct  ctctgcctta  aattaacccg  gtgacagtca  7140

[0149] ggtggtcacc  cacacaaatc  gcgtgcgggt  acccctgacc  gggtttttgt  ttaaagaatc  7200

[0150] aaatgtgatt  tttaagcatt  taaaatcttt  aaaaaaaaaa  aaaaaaaaaa  aa  7252

[0151] <210>  5

[0152] <211>  83

[0153] <212>  DNA

[0154] <213> 人工序列

[0155] <400>  5

[0156] ccaggtcaag  atacaatgca  aatataacct  tcaatgttgg  ctatcgtgga  aggacttcaa  60

[0157] catcatttac  acttggaaca  cac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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