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421482.2

(22)申请日 2018.11.23

(71)申请人 深圳市刚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518051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

道茶光路1089号深圳集成电路设计应

用产业园511-1

(72)发明人 罗成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华进联合专利商标代理

有限公司 44224

代理人 潘霞

(51)Int.Cl.

C12Q 1/70(2006.01)

C12Q 1/6851(2018.01)

C12R 1/93(2006.01)

 

 

(54)发明名称

H7N9病毒检测用的核酸组合物和H7N9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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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H7N9病毒检测用的核酸组

合物和H7N9病毒实时荧光定量检测试剂盒及其

应用。该核酸组合物包括第一正向引物与第一反

向引物，第一正向引物从5’端到3’端包括第一匹

配片段和第一连接片段，第一匹配片段能够与血

凝素H7基因待扩增片段互补配对，第一正向引物

的两端分别结合有第一荧光基团和第一荧光猝

灭基团；和/或，第二正向引物与第二反向引物，

第二正向引物从5’端到3’端包括第二匹配片段

和第二连接片段，第二匹配片段能够与神经氨酸

酶N9基因待扩增片段互补配对，第二正向引物的

两端分别结合有第二荧光基团和第二荧光猝灭

基团。上述核酸组合物对保守区域的要求较低，

且检测灵敏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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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H7N9病毒检测用的核酸组合物，其特征在于，包括：

用于扩增血凝素H7基因待扩增片段的第一正向引物与第一反向引物，所述第一正向引

物从5’端到3’端包括第一匹配片段和第一连接片段，所述第一匹配片段能够与所述血凝素

H7基因待扩增片段互补配对，所述第一正向引物的两端分别结合有第一荧光基团和第一荧

光猝灭基团；

和/或，用于扩增神经氨酸酶N9基因待扩增片段的第二正向引物与第二反向引物，所述

第二正向引物从5’端到3’端包括第二匹配片段和第二连接片段，所述第二匹配片段能够与

所述神经氨酸酶N9基因待扩增片段互补配对，所述第二正向引物的两端分别结合有第二荧

光基团和第二荧光猝灭基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H7N9病毒检测用的核酸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连接片

段为polyA片段；

和/或，所述第二连接片段为polyA片段。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H7N9病毒检测用的核酸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正向引

物还包括第一容错片段，所述第一容错片段位于所述第一匹配片段和所述第一连接片段之

间，所述第一容错片段针对所述血凝素H7基因待扩增片段的高变区进行设计，且所述第一

容错片段能够在所述血凝素H7基因待扩增片段的高变区发生变异时被切断；

和/或，所述第二正向引物还包括第二容错片段，所述第二容错片段位于所述第二匹配

片段和所述第二连接片段之间，所述第二容错片段针对所述神经氨酸酶N9基因待扩增片段

的高变区进行设计，且所述第二容错片段能够在所述神经氨酸酶N9基因待扩增片段的高变

区发生变异时被切断。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H7N9病毒检测用的核酸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容错片

段含有2～4个碱基；

和/或，所述第二容错片段含有2～4个碱基。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H7N9病毒检测用的核酸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正向引

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 .1所示，所述第一反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 .2所

示；

和/或，所述第二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3所示，所述第二反向引物的核

苷酸序列如SEQ  ID  No.4所示。

6.根据权利要求1～5中任一项所述的H7N9病毒检测用的核酸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

述第一正向引物的5’端结合有所述第一荧光基团，所述第一正向引物的3’端结合有所述第

一荧光猝灭基团；

和/或，所述第二正向引物的5’端结合有所述第二荧光基团，所述第二正向引物的3’端

结合有所述第二荧光猝灭基团。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H7N9病毒检测用的核酸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荧光基

团选自FAM、HEX及VIC中的一种，所述第一荧光猝灭基团选自TAMARA及BHQ1中的一种。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H7N9病毒检测用的核酸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荧光基

团选自FAM、HEX及VIC中的一种，所述第二荧光猝灭基团选自TAMARA及BHQ1中的一种。

9.一种H7N9病毒实时荧光定量检测试剂盒，其特征在于，包括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

述的H7N9病毒检测用的核酸组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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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H7N9病毒检测用的核酸组合物在制备H7N9病毒检测试剂

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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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N9病毒检测用的核酸组合物和H7N9病毒实时荧光定量检测

试剂盒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分子诊断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H7N9病毒检测用的核酸组合物和H7N9

病毒实时荧光定量检测试剂盒及其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流感病毒属于正粘病毒科，遗传物质为单股、负链、多节段的核糖核酸(RNA)分子。

根据流感病毒核蛋白(nuclear  protein，NP)抗原性差异，可将流感病毒分为A、B、C三型，其

中，A型流感病毒为最常见的流感病毒，宿主范围广泛，可感染大多数哺乳动物、家禽以及野

鸟。根据流感病毒表面血凝素(HA，是决定病毒毒力最重要的蛋白)和神经氨酸酶(NA，是导

致流感炉散的糖蛋白，可以催化唾液酸水解，协助成熟流感病毒脱离宿主细胞而感染新的

细胞)氨基酸的差异，又可将A型流感病毒分为18个HA亚型和11个NA亚型。

[0003] H7N9病毒是流感病毒中的一种，其表面有血凝素H7亚型和神经氨酸酶N9亚型。人

感染H7N9禽流感是由甲型流感病毒H7N9亚型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患者一般表现为流

感样症状，如发热，咳嗽，少痰，可伴有头痛、肌肉酸痛和全身不适。重症患者病情发展迅速，

表现为重症肺炎，体温大多持续在39℃以上，出现呼吸困难，可伴有咯血痰；可快速进展出

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纵隔气肿、脓毒症、休克、意识障碍及急性肾损伤等。

[0004] 2013年2月，首次报告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疫情，2013年3月31日，国家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通报确认，在上海和安徽发现3例第一次发现有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此前

此病毒仅在禽类间有传染。截至2017年2月，中国已发生5次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疫情，为

了防止疫情传染，采取关闭活禽市场、暂停各类活禽交易、严格控制活禽运输等措施，很大

程度上制约了相关地区家禽养殖业的发展，对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较大影响。

[0005] 人感染H7N9禽流感诊疗的实验室检查包括血常规、血生化、病原学检查等。病原学

检测是人感染H7N9禽流感的筛查、确认重要的环节。流感病毒检测的“金标准”是病毒培养，

但病毒培养操作复杂，实验室硬件要求高，周期长，阳性率低，限制了其应用。近年来，随着

分子诊断技术的发展，PCR荧光探针技术以其简便快捷、特异性、敏感性、实时定量等优势而

应用于人感染H7N9禽流感的筛查和确认，以克服传统临床诊断的缺陷。然而，传统的PCR荧

光探针技术包括了三条核苷酸序列，分别为正向引物、反向引物和探针。引物的平均长度为

20bp左右，探针的平均长度为35bp～30bp，则要求保守区域的平均长度足够长，并且该技术

的检测灵敏度较低，不能满足实际需求。

发明内容

[0006] 基于此，有必要提供一种H7N9病毒检测用的核酸组合物，该H7N9病毒检测用的核

酸组合物对保守区域的平均长度要求较低，且检测灵敏度较高。

[0007] 此外，还提供一种H7N9病毒实时荧光定量检测试剂盒及其应用。

[0008] 一种H7N9病毒检测用的核酸组合物，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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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用于扩增血凝素H7基因待扩增片段的第一正向引物与第一反向引物，所述第一正

向引物从5’端到3’端包括第一匹配片段和第一连接片段，所述第一匹配片段能够与所述血

凝素H7基因待扩增片段互补配对，所述第一正向引物的两端分别结合有第一荧光基团和第

一荧光猝灭基团；

[0010] 和/或，用于扩增神经氨酸酶N9基因待扩增片段的第二正向引物与第二反向引物，

所述第二正向引物从5’端到3’端包括第二匹配片段和第二连接片段，所述第二匹配片段能

够与所述神经氨酸酶N9基因待扩增片段互补配对，所述第二正向引物的两端分别结合有第

二荧光基团和第二荧光猝灭基团。

[0011] 上述H7N9病毒检测用的核酸组合物中第一正向引物从5’端到3’端包括第一匹配

片段及第一连接片段，第一匹配片段能够与血凝素H7基因待扩增片段互补配对，第一正向

引物的两端分别结合有第一荧光基团和第一荧光猝灭基团，使得第一正向引物不仅能够作

为引物，还能够作为探针，以提供荧光信号而进行定量检测，从而降低对保守区域的平均长

度的要求；第二正向引物从5’端到3’端包括第二匹配片段及第二连接片段，第二匹配片段

能够与神经氨酸酶N9基因待扩增片段互补配对，第二正向引物的两端分别结合有第二荧光

基团和第二荧光猝灭基团，使得第二正向引物不仅能够作为引物，还能够作为探针，以提供

荧光信号而进行定量检测，从而降低对保守区域的平均长度的要求。经试验验证，与采用传

统的PCR荧光探针技术进行H7N9病毒的检测相比，采用上述H7N9病毒检测用的核酸组合物

的检测灵敏度更高。

[0012]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第一连接片段为polyA片段；

[0013] 和/或，所述第二连接片段为polyA片段。

[0014]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第一正向引物还包括第一容错片段，所述第一容错片

段位于所述第一匹配片段和所述第一连接片段之间，所述第一容错片段针对所述血凝素H7

基因待扩增片段的高变区进行设计，且所述第一容错片段能够在所述血凝素H7基因待扩增

片段的高变区发生变异时被切断；

[0015] 和/或，所述第二正向引物还包括第二容错片段，所述第二容错片段位于所述第二

匹配片段和所述第二连接片段之间，所述第二容错片段针对所述神经氨酸酶N9基因待扩增

片段的高变区进行设计，且所述第二容错片段能够在所述神经氨酸酶N9基因待扩增片段的

高变区发生变异时被切断。

[0016]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第一容错片段含有2～4个碱基；

[0017] 和/或，所述第二容错片段含有2～4个碱基。

[0018]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第一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1所示，所述

第一反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2所示；

[0019] 和/或，所述第二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3所示，所述第二反向引物

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4所示。

[0020]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第一正向引物的5’端结合有所述第一荧光基团，所述

第一正向引物的3’端结合有所述第一荧光猝灭基团；

[0021] 和/或，所述第二正向引物的5’端结合有所述第二荧光基团，所述第二正向引物的

3’端结合有所述第二荧光猝灭基团。

[0022]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第一荧光基团选自FAM、HEX及VIC中的一种，所述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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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猝灭基团选自TAMARA及BHQ1中的一种。

[0023]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第二荧光基团选自FAM、HEX及VIC中的一种，所述第二

荧光猝灭基团选自TAMARA及BHQ1中的一种。

[0024] 一种H7N9病毒实时荧光定量检测试剂盒，包括上述H7N9病毒检测用的核酸组合

物。

[0025] 上述H7N9病毒检测用的核酸组合物在制备H7N9病毒检测试剂中的应用。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传统的荧光探针技术的扩增过程原理示意图；

[0027] 图2为一实施方式的H7N9病毒实时荧光定量检测试剂盒检测未发生变异的H7N9病

毒的原理示意图；

[0028] 图3为图2所示实施方式的H7N9病毒实时荧光定量检测试剂盒检测发生变异的

H7N9病毒的原理示意图；

[0029] 图4为实施例1的阴性对照的扩增曲线；

[0030] 图5为实施例1的实验组1的扩增曲线；

[0031] 图6为实施例1的实验组2的扩增曲线；

[0032] 图7为实施例1的实验组3的扩增曲线；

[0033] 图8为实施例2的采用试剂盒1与试剂盒2对待测样品进行检测后的扩增曲线对比

图；

[0034] 图9为实施例3的采用试剂盒1与试剂盒2对待测样品进行检测后的扩增曲线对比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及

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详细的说明。在下面的描述中阐述了很多具体细节以便于

充分理解本发明。但是本发明能够以很多不同于在此描述的其它方式来实施，本领域技术

人员可以在不违背本发明内涵的情况下做类似改进，因此本发明不受下面公开的具体实施

的限制。未特别说明，序列表中的碱基序列均为从5’端到3’端的顺序。

[0036] 一实施方式的H7N9病毒实时荧光定量检测试剂盒，该试剂盒能够对待测样中H7N9

病毒进行检测，特异性较高，灵敏度较高，检测结果的准确性较高，进而能够用于制备H7N9

病毒检测装置。上述H7N9病毒实时荧光定量检测试剂盒包括反应液和反应酶。

[0037]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待测样品为血液或唾液。

[0038] 反应液包括H7N9病毒检测用的核酸组合物。H7N9病毒检测用的核酸组合物对保守

区域的平均长度要求较低，且检测灵敏度较高。具体地，H7N9病毒检测用的核酸组合物包括

第一正向引物、第一反应引物、第二正向引物及第二反向引物。

[0039] 第一正向引物与第一反应引物用于扩增血凝素H7基因待扩增片段。

[0040] 血凝素是指红血球凝聚素(hemagglutinin，HA)，是流感病毒包膜表面的糖蛋白，

也是决定病毒毒力的蛋白。红血球凝聚素有18(H1～H18)种形态。其中禽流感病毒H7N9表面

的血凝素即为血凝素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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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第一正向引物从5’端到3’端包括第一匹配片段及第一连接

片段。第一匹配片段能够与血凝素H7基因待扩增片段互补配对。第一正向引物的两端分别

结合有第一荧光基团和第一荧光猝灭基团。此种设置，使得第一正向引物不仅能够作为引

物，还能够作为探针，以提供荧光信号而达到定量检测的目的，从而对保守区域的平均长度

要求较低，且检测灵敏度较高。

[0042] 在其中一个具体示例中，第一连接片段为polyA片段。进一步地，第一连接片段含

有4～6个A碱基。

[0043]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第一荧光基团选自FAM、HEX及VIC中的一种。第一荧光猝灭

基团选自TAMARA及BHQ1中的一种。

[0044]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第一正向引物的5’端结合有第一荧光基团，第一正向引物

的3’端结合有第一荧光猝灭基团。此种设置，将第一荧光猝灭基团连接于第一连接片段的

3’端，使得在扩增血凝素H7基因待扩增片段的过程中，第一荧光猝灭基团能够随第一连接

片段被切掉，从而使扩增反应能够继续。

[0045]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第一正向引物还包括第一容错片段。第一容错片段位于第

一匹配片段和第一连接片段之间。第一容错片段针对血凝素H7基因待扩增片段的高变区进

行设计。且第一容错片段能够在血凝素H7基因待扩增片段的高变区发生变异时被切断。

[0046] 此种设置，使得在扩增血凝素H7基因待扩增片段的过程中，若遇到血凝素H7基因

待扩增片段的高变区发生变异，第一容错片段则无法与发生变异的位置互补配对，此时，能

够从第一容错片段中与变异位置对应的位置切断第一容错片段，以使扩增反应继续而检测

血凝素H7基因，以避免因血凝素H7基因待扩增片段变异无法继续扩增而形成漏检，检测的

准确性较高。可选地，第一容错片段能够在血凝素H7基因待扩增片段的高变区发生变异时

被pfu酶切断。

[0047] 需要说明的是，血凝素H7基因待扩增片段的高变区发生变异可以为单一碱基的突

变，可以为多个碱基的突变。当该变异为一个碱基的突变时，第一容错片段则无法与该变异

的碱基互补配对。当该变异为多个碱基的突变时，可以为连续多个碱基突变，也可以为多个

间隔的碱基突变。当该变异为多个碱基的突变时，第一容错片段则无法与该多个变异的碱

基互补配对。

[0048] 需要说明的是，若遇到血凝素H7基因待扩增片段的高变区中一个碱基发生变异

时，能够从第一容错片段中与变异碱基对应的位置切断第一容错片段。若遇到血凝素H7基

因待扩增片段的高变区中多个碱基发生变异时，能够从第一容错片段中与最靠近5’端的变

异碱基对应的位置切断第一容错片段。

[0049]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第一正向引物从5’端到3’端包括依次连接的第一匹配片

段、第一容错片段和第一连接片段。

[0050] 进一步地，第一容错片段含有2～4个碱基。此时，第一容错片段能够在血凝素H7基

因待扩增片段的高变区中对应位置的2～4个碱基中至少一个发生变异时被切断。

[0051]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第一正向引物与第一反向引物根据H7N9亚型禽流感病毒的

血凝素抗原(HA)基因序列(GenBank：KC853766)设计。

[0052] 第二正向引物和第二反向引物用于扩增神经氨酸酶N9基因待扩增片段。

[0053] 神经氨酸酶又称唾液酸酶(neuraminidase，NA)，是分布于流感病毒被膜上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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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蛋白，具有抗原性，可以催化唾液酸水解，协助成熟流感病毒脱离宿主细胞感染新的细

胞。目前，已知的甲型流感病毒中共有11种不同的神经氨酸酶抗原型(即N1～N11)。其中，禽

流感病毒H7N9表面的神经氨酸酶即为神经氨酸酶N9。

[0054]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第二正向引物从5’端到3’端包括第二匹配片段及第二连接

片段。第二匹配片段能够与神经氨酸酶N9基因待扩增片段互补配对。第二正向引物的两端

分别结合有第二荧光基团和第二荧光猝灭基团。此种设置，使得第二正向引物不仅能够作

为引物，还能够作为探针，以提供荧光信号而达到定量检测的目的，从而对保守区域的平均

长度要求较低，且检测灵敏度较高。

[0055] 在其中一个具体示例中，第二连接片段为polyA片段。进一步地，第二连接片段含

有4～6个A碱基。

[0056]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第二荧光基团选自FAM、HEX及VIC中的一种。第二荧光猝灭

基团选自TAMARA及BHQ1中的一种。

[0057]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第二正向引物的5’端结合有第二荧光基团，第二正向引物

的3’端结合有第二荧光猝灭基团。此种设置，将第二荧光猝灭基团连接于第二连接片段的

3’端，使得在扩增神经氨酸酶N9基因待扩增片段的过程中，第二荧光猝灭基团能够随第二

连接片段被切掉，从而使扩增反应能够继续。

[0058]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第二正向引物还包括第二容错片段。第二容错片段位于第

二匹配片段和第二连接片段之间。第二容错片段针对神经氨酸酶N9基因待扩增片段的高变

区进行设计。且第二容错片段能够在神经氨酸酶N9基因待扩增片段的高变区发生变异时被

切断。

[0059] 此种设置，使得扩增神经氨酸酶N9基因待扩增片段的过程中，若遇到神经氨酸酶

N9基因待扩增片段的高变区发生变异，第二容错片段则无法与发生变异的位置互补配对，

此时，能够从第二容错片段中与变异位置对应的位置切断第二容错片段，使扩增反应继续

以检测神经氨酸酶N9基因，以避免检测神经氨酸酶N9基因待扩增片段变异无法继续扩增而

形成漏检，检测的准确性较高。可选地，第二容错片段能够在神经氨酸酶N9基因待扩增片段

的高变区发生变异时被pfu酶切断。

[0060] 需要说明的是，神经氨酸酶N9基因待扩增片段的高变区发生变异可以为单一碱基

的突变，可以为多个碱基的突变。当该变异为一个碱基的突变时，第二容错片段则无法与该

变异的碱基互补配对。当该变异为多个碱基的突变时，可以为连续多个碱基突变，也可以为

多个间隔的碱基突变。当该变异为多个碱基的突变时，第二容错片段则无法与该多个变异

的碱基互补配对。

[0061] 需要说明的是，若遇到神经氨酸酶N9基因待扩增片段的高变区中一个碱基发生变

异时，能够从第二容错片段中与变异碱基对应的位置切断第二容错片段。若遇到神经氨酸

酶N9基因待扩增片段的高变区中多个碱基发生变异时，能够从第二容错片段中与最靠近5’

端的变异碱基对应的位置切断第二容错片段。

[0062]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第二正向引物从5’端到3’端包括依次连接的第二匹配片

段、第二容错片段和第二连接片段。

[0063] 进一步地，第二容错片段含有2～4个碱基。此时，第二容错片段能够在神经氨酸酶

N9基因待扩增片段的高变区中对应位置的2～4个碱基中至少一个发生变异时被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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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第二正向引物与第二反向引物根据H7N9亚型禽流感病毒的

神经氨酸酶抗原(NA)基因序列(GenBank：KC853765)设计。

[0065] 在其中一个具体示例中，第一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1所示，第一反

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 .2所示；第二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 .3所

示，第二反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4所示。采用此H7N9病毒检测用的核酸组合物

进行H7N9病毒检测，特异性、灵敏度及准确性均较高。

[0066] 具体地，如SEQ  ID  No.1所示的核苷酸系列为5’-AAACCCGGTCAAACTAAGCAGCGGCTA

CAAAA-3’，其中，第一匹配片段为AAACCCGGTCAAACTAAGCAGCGG，第一容错片段为CTAC，第一

连接片段为AAAA；

[0067] 如SEQ  ID  No.2所示的核酸序列为5’-CCGAAGCTAAACCARAGTATCACA-3’；

[0068] 如SEQ  ID  No.3所示的核苷酸序列为5’-AAATCACCGCCCACAGTGTACAATAGCAAAA-3’，

其中，第二匹配片段为AAATCACCGCCCACAGTGTACAA，第二容错片段为TAGC，第二连接片段为

AAAA；

[0069] 如SEQ  ID  No.4所示的核苷酸序列为5’-ACTAGTACTTGACCAMCCAATGCA-3’。

[0070] 进一步地，第一正向引物的5’端结合有第一荧光基团，第一正向引物的3’端结合

有第一荧光猝灭基团，第一荧光基团为FAM，第一荧光猝灭基团为TAMARA。第二正向引物的

5’端结合有第二荧光基团，第二正向引物的3’端结合有第二荧光猝灭基团，第二荧光基团

为HEX，第二荧光猝灭基团为TAMARA。

[0071]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反应液包括10μM～20μM的第一正向引物、10μM～20μM的第

一反向引物、10μM～20μM的第二正向引物、10μM～20μM的第二反向引物。

[0072] 进一步地，反应液还包括Tris-HCl、Mg2+、dNTP等常见的荧光定量PCR反应试剂。具

体地，反应液还包括60mM～150mM的Tris-HCl、30mM～50mM的(NH4)2SO4、6mM～10mM的MgSO4、

体积百分含量为5％～10％的甘油、体积百分含量为0.66％～1％的牛血清白蛋白(即BSA)、

体积百分含量为0.12％～0.5％的乙基苯基聚乙二醇(即NP-40)、体积百分含量为0.1％～

0.2％的吐温20、100mM～150mM的KCl、4mM～6mM的MgCl2、1mM～2mM的二硫苏糖醇(即DTT)、

体积百分含量为3％～6％的DMSO及80μg/mL～100μg/mL的BT。其中，BT为牛凝血酶。更进一

步地，反应液还包括0.4mM～0.8mM的dNTPs。

[0073]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H7N9病毒实时荧光定量检测试剂盒还包括反应酶，反应酶

包括pfu酶。

[0074] pfu酶即为Pfu  DNA聚合酶(Pfu  DNA  polymerase)，是在嗜热的古核生物火球菌属

内发现的、一类能在活体内进行DNA复制的酶。该酶同时具有5’-3’聚合酶活性和3’-5’外切

核酸酶活性，因此，在聚合反应中能够通过切断错误掺入的碱基以纠正错配。通过在H7N9病

毒实时荧光定量检测试剂盒中加入pfu酶，使得在基因扩增过程中，若遇到基因突变，能够

通过切断第一容错片或第二容错片段而使扩增反应继续，以到达检测H7N9病毒的目的，提

高检测的准确性。

[0075]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反应酶包括2U/μL～5U/μL的pfu酶。进一步地，pfu酶为NEB

公司且货号为E0555的pfu酶或Qiagen公司的pfu酶。

[0076] 进一步地，反应酶还包括10U/μL～20U/μL的逆转录酶。通过逆转录酶能够将H7N9

病毒的RNA逆转录成c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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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7]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反应酶与反应液的体积比为15:5～19:1。

[0078]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H7N9病毒实时荧光定量检测试剂盒还包括RNA提取试剂。

RNA提取试剂用于提取H7N9病毒的RNA。进一步地，RNA提取试剂为病毒RNA提取试剂盒。更进

一步地，RNA提取试剂为深圳市刚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货号为RV010-50的病毒RNA提取试

剂盒。需要说明的是，RNA提取试剂不限于上指出的病毒RNA提取试剂盒，也可以为其他厂家

的病毒RNA提取试剂盒。

[0079]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H7N9病毒实时荧光定量检测试剂盒还包括H7N9阳性对照和

H7N9阴性对照。进一步地，阳性对照品为含有阳性核苷酸序列的质粒。进一步地，该阳性核

苷酸序列与H7N9病毒DNA的序列相同。H7N9阴性对照为无核酸水。

[0080] 上述H7N9病毒检测用的核酸组合物中第一正向引物与第二正向引物的设计原理

如下：

[0081] 选择并确定待扩增片段的高变区；根据该高变区设计容错片段所在位置，容错片

段与未变异的参考序列匹配；再从容错片段的3’端到5’端的方向设计匹配片段，匹配片段

与参考序列的上游区域匹配；再于容错片段的3’端加上连接片段，用于连接荧光猝灭基团，

从而得到正向引物。

[0082] 上述H7N9病毒实时荧光定量检测试剂盒的操作原理如下：

[0083] 从图1可以看出，传统的PCR荧光探针技术包括三条核苷酸序列，分别为正向引物、

反向引物和探针。正向引物与反向引物用于模板链的扩增，探针用于提供荧光源。当探针完

整时，荧光基团发射的荧光信号被淬灭基团吸收。当进行扩增时，探针被酶切降解而使荧光

基团和荧光淬灭基团分离，此时，荧光监测系统能够接收到荧光信号而实现荧光检测。

[0084] 从图2可以看出，采用上述H7N9病毒实时荧光定量检测试剂盒对未发生突变的

H7N9病毒进行检测时，正向引物即作为引物，又作为探针。当正向引物完整时，荧光基团发

射的荧光信号被淬灭基团吸收。而在扩增过程中，该正向引物的连接片段被高保真DNA聚合

酶切断，以使荧光淬灭基团与荧光基团分离，并使扩增反应能够继续，而实现实时荧光定量

检测。

[0085] 从图3可以看出，采用上述H7N9病毒实时荧光定量检测试剂盒对发生突变的H7N9

病毒进行检测时，正向引物即作为引物，又作为探针。当正向引物完整时，荧光基团发射的

荧光信号被淬灭基团吸收。而在扩增过程中，若待扩增片段的高变区发生变异，该正向引物

的容错片段中与变异处对应的位置被高保真DNA聚合酶切断，以使荧光淬灭基团与荧光基

团分离，并使扩增反应能够继续，而实现实时荧光定量检测。

[0086] 上述H7N9病毒实时荧光定量检测试剂盒至少具有如下优点：

[0087] 上述H7N9病毒检测用的核酸组合物中第一正向引物从5’端到3’端包括的第一匹

配片段及第一连接片段，第一匹配片段能够与血凝素H7基因待扩增片段互补配对，第一正

向引物的两端分别结合有第一荧光基团和第一荧光猝灭基团，使得第一正向引物不仅能够

作为引物，还能够作为探针，以提供荧光信号而进行定量检测，从而降低对保守区域的平均

长度的要求；第二正向引物从5’端到3’端包括第二匹配片段及第二连接片段，第二匹配片

段能够与神经氨酸酶N9基因待扩增片段互补配对，第二正向引物的两端分别结合有第二荧

光基团和第二荧光猝灭基团，使得第二正向引物不仅能够作为引物，还能够作为探针，以提

供荧光信号而进行定量检测，从而降低对保守区域的平均长度的要求。经试验验证，与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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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PCR荧光探针技术进行H7N9病毒的检测相比，采用上述H7N9病毒检测用的核酸组合

物的检测灵敏度更高。

[0088] 再者，传统的PCR荧光探针技术包括了三条核苷酸序列，分别为正向引物、反向引

物和探针。引物的平均长度为20bp左右，探针的平均长度为35bp～30bp。因此，要求保守区

域的平均长度最低为80bp～100bp，在病毒的基因组中，如果选择特别保守的区域，则容易

把其他的基因扩增出来，造成交叉扩增或非特异性扩增，如果选择高变区域，则容易在有突

变的情况下信号弱或者漏检。同时，H7N9病毒的基因组保守区域较长，但区分度较高的区域

较少，适合做引物设计区域的DNA序列很有限。上述H7N9病毒检测用的核酸组合物中，通过

使第一正向引物与第二正向引物即作为引物又作为探针，从而使得通过较短的保守区域及

上述四条核苷酸序列即可进行H7N9病毒的检测，降低对保守区域的序列长度的要求，检测

灵敏度更高。

[0089] 最后，上述H7N9病毒检测用的核酸组合物包括第一容错片段和第二容错片段，扩

增血凝素H7基因待扩增片段或神经氨酸酶N9基因待扩增片段的过程中，若遇到血凝素H7基

因待扩增片段突变或神经氨酸酶N9基因待扩增片段突变，能够通过切断第一容错片段或第

二容错片段而使扩增反应继续以检测H7N9病毒，以避免因基因突变无法继续扩增而形成漏

检，不仅能够对正常的H7N9病毒进行准确检测，还能够对基因突变的H7N9病毒进行准确检

测，检测的准确性较高，检测范围更大。

[0090] 以下为具体实施例部分：

[0091] 实施例中采用试剂和仪器如非特别说明，均为本领域常规选择。实施例中未注明

具体条件的实验方法，通常按照常规条件，例如文献、书本中所述的条件或者试剂盒生产厂

家推荐的方法实现。实施例中所使用的试剂均为市售。

[0092] 如未特别说明，以下实施例中，逆转录酶为invtrogen公司的货号为C28025的逆转

录酶；pfu酶为Qiagen公司的pfu酶。第一正向引物与第一反向引物根据H7N9亚型禽流感病

毒的血凝素抗原(HA)基因序列(GenBank：KC853766)设计。第二正向引物与第二反向引物根

据H7N9亚型禽流感病毒的神经氨酸酶抗原(NA)基因序列(GenBank：KC853765)设计。

[0093] 如未特别说明，以下实施例中，试剂盒1为包括：反应酶与反应液。反应酶包括2U/μ

L的pfu酶及10U/μL的逆转录酶。反应液包括10μM的第一正向引物、10μM的第一反向引物、10

μM的第二正向引物、10μM的第二反向引物、120mM的Tris-HCl、33.2mM的(NH4)2SO4、6mM的

MgSO4、体积百分含量为10％的甘油、体积百分含量为0.66％的牛血清白蛋白(即BSA)、体积

百分含量为0.12％的乙基苯基聚乙二醇(即NP-40)、体积百分含量为0.1％的吐温20、100mM

的KCl、4mM的MgCl2、1mM的二硫苏糖醇(即DTT)、体积百分含量为3％的DMSO、80μg/mLmL的BT

及0.8mM的dNTPs；第一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1所示，第一反向引物的核苷酸

序列如SEQ  ID  No.2所示；第二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3所示，第二反向引物

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4所示。第一正向引物的5’端结合有FAM，第一正向引物的3’端

结合有TAMARA；第二正向引物的5’端结合有HEX，第二正向引物的3’端结合有TAMARA。

[0094] 试剂盒2与试剂盒1大致相同，不同之处在于，试剂盒2的反应液包括10μM的第一正

向引物、10μM的第一反向引物及10μM的第一探针，的第一正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5所示(即为5’-GAGGCAATGCAAATAGAATACAGAT-3’)，第一反向引物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No.6所示(即为5’-CCGAAGCTAAACCAGAGTATCACA-3’)，第一探针的核苷酸序列如SEQ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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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7所示(即为5’-ACCCGGTCAAACTAAGCAGCGGCTAYAA-3’)；兼并碱基Y为C碱基或T碱基，第一

探针的5’端结合有FAM，第一探针的3’端结合有BHQ2。

[0095] 实施例1

[0096] (1)采用通用型病毒RNA提取试剂盒(购于深圳市刚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并按照

其操作说明提取待测样品中的病毒RNA，并将提取的病毒RNA保存于-80℃。其中，待测样品

包括样品1～3，样品1为武汉病毒研究所保藏中心的H7N9灭活病毒，样品2为武汉病毒研究

所保藏中心的H7灭活病毒，样品3为武汉病毒研究所保藏中心的N9灭活病毒。阳性对照品为

含有阳性核苷酸序列的质粒，样品1～3均设置相应的阳性对照品。阳性对照品解冻，并于使

用前在2000rpm离心20s。阴性对照品为无核酸水。

[0097] (2)准备试剂盒1。从试剂盒1中取出反应液和反应酶，冰上融化。在使用前于

2000rpm离心10s备用。

[0098] (3)取灭过菌的1.5mL离心管，向每个离心管中加入19μL的反应酶，再加入1μL的反

应液，混匀后短暂离心(即2000rpm离心20s)。实验分组为实验组1～3、阳性对照组及阴性对

照组，实验组1～3中每组三个离心管，阳性对照组及阴性对照组各1个离心管。向实验组1的

每管加入5μL的样品1的病毒RNA，向实验组2的每管加入5μL的样品2的病毒RNA，向实验组3

的每管加入5μL的样品3的病毒RNA，阳性对照组及阴性对照组的离心管分别加入5μL的阳性

对照品和5μL的阴性对照品，并按照表1的反应条件进行荧光定量PCR反应。荧光信号采集设

定在退火温度，H7基因的报告荧光为FAM，淬灭基团选None；N9基因的报告荧光为JOE，淬灭

基团选None。

[0099] 表1荧光定量PCR反应条件

[0100]

[0101]

[0102] (4)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具体地，分析条件设置：根据分析后图像调节基线

(Baseline)的Start值、Stop值以及阈值(Threshold)的Value值(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调

整，Start值可以在3～15、end值可以在5～20，调整阴性对照的扩增曲线平直或低于阈值

线)，使仪器给出正确的结果。

[0103] 质量控制的标准为：(a)阴性对照品检测后，FAM通道/JOE通道均无扩增曲线，Ct值

显示为Undet或No  Ct；(b)阳性对照品检测后，FAM通道和JOE通道均有扩增曲线，Ct值均≤

30；以上两个要求在同一次实验中同时满足，检测结果有效，否则，本次实验的检测结果无

效，需要重新进行实验。

[0104] 结果判读标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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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5] 当FAM通道和JOE通道均有扩增曲线，且Ct值均≤35，可判定H7N9阳性；

[0106] 当FAM通道和JOE通道均无扩增曲线，可判定H7N9阴性；

[0107] 当FAM通道有扩增曲线，且Ct值≤35，而JOE通道无扩增曲线，可判定H7基因阳性；

[0108] 当JOE通道有扩增曲线，且Ct值≤35，而FAM通道无扩增曲线，可判定N9基因阳性。

[0109] 其中，检测结果详见图4～7。图4为阴性对照品的扩增曲线；图5为实验组1的扩增

曲线；图6为实验组2的扩增曲线；图7为实验组3的扩增曲线。

[0110] 从图4～7可以看出，阴性对照品没有扩增曲线，实验组1的H7基因与N9基因均有扩

增曲线，说明待样品1为H7N9阳性病毒。实验组2的H7基因有扩增曲线，而N9基因没有扩增曲

线，说明样品2为H7阳性病毒。实验组3的N9基因有扩增曲线，而H7基因没有扩增曲线，说明

样品3为N9阳性病毒。

[0111] 实施例2

[0112] (1)实验分组共分为两组，每组三个平行，具体分组如下表2：

[0113] 表2实施例2的实验分组

[0114]

分组 试剂盒

实验组1 试剂盒1

实验组2 试剂盒2

[0115] 其中，实验组1～2的待测样品均为武汉病毒研究所保藏中心的H7N9灭活病毒。该

病毒为A/shanghai/1/2013(H7N9)毒株。

[0116] (2)按照实施例1的操作对上述各组样品进行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采用试剂盒1

对实验组1进行检测，采用试剂盒2对实验组2进行检测。测定结果详见图8。图8为采用试剂

盒1与试剂盒2对待测样品进行检测后的扩增曲线对比图。

[0117] 从图8可以看出，采用试剂盒1检测的灵敏度高于试剂盒2，说明上述实施方式的

H7N9病毒检测用的核酸组合物具有较高的灵敏度。

[0118] 实施例3

[0119] (1)实验分组共分为两组，每组三个平行，具体分组如下表3：

[0120] 表3实施例3的实验分组

[0121]

分组 试剂盒

实验组1 试剂盒1

实验组2 试剂盒2

[0122] 其中，实验组1～2的待测样品均为武汉病毒研究所保藏中心的H7N9灭活病毒。该

病毒为A/shanghai/2/2013(H7N9)毒株。

[0123] (2)按照实施例1的操作对上述各组样品进行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采用试剂盒1

对实验组1进行检测，采用试剂盒2对实验组2进行检测。测定结果详见图9。图9为采用试剂

盒1与试剂盒2对待测样品进行检测后的扩增曲线对比图。

[0124] 从图9可以看出，采用试剂盒1能够扩增上述待测样品，而采用试剂盒2不能扩增上

述待测样品，说明上述实施方式的H7N9病毒检测用的核酸组合物能够对基因突变的H7N9病

毒进行准确检测，检测的准确性较高，检测范围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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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5] 以上所述实施例的各技术特征可以进行任意的组合，为使描述简洁，未对上述实

施例中的各个技术特征所有可能的组合都进行描述，然而，只要这些技术特征的组合不存

在矛盾，都应当认为是本说明书记载的范围。

[0126]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

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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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列表

<110>   深圳市刚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20>   H7N9病毒检测用的核酸组合物和H7N9病毒实时荧光定量检测试剂盒及其应用

<160>   7

<170>   SIPOSequenceListing  1.0

<210>   1

<211>   32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Artificial  Sequence)

<400>   1

aaacccggtc  aaactaagca  gcggctacaa  aa                                     32

<210>   2

<211>   24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Artificial  Sequence)

<400>   2

ccgaagctaa  accaragtat  caca                                              24

<210>   3

<211>   31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Artificial  Sequence)

<400>   3

aaatcaccgc  ccacagtgta  caatagcaaa  a                                      31

<210>   4

<211>   24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Artificial  Sequence)

<400>   4

actagtactt  gaccamccaa  tgca                                              24

<210>   5

<211>   25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Artificial  Sequence)

<400>   5

gaggcaatgc  aaatagaata  cagat                                             25

<210>   6

<211>   24

<212>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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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人工序列(Artificial  Sequence)

<400>   6

ccgaagctaa  accagagtat  caca                                              24

<210>   7

<211>   28

<212>   DNA

<213>  人工序列(Artificial  Sequence)

<400>   7

acccggtcaa  actaagcagc  ggctayaa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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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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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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