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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鲷虹彩病毒 LAMP 检测方法的建立
袁向芬，石素婷，吕继洲，吴绍强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动物检疫研究所，北京
摘

100176）

要 ：为建立一种检测真鲷虹彩病毒的环介导等温扩增（LAMP）方法，满足口岸、养殖场对该病的快速监

测的需求，本研究比对分析了 GenBank 中公布的真鲷虹彩病毒基因组序列，筛选其主要衣壳蛋白 MCP 基因保
守区序列，进行 LAMP 引物设计，建立了真鲷虹彩病毒 LAMP 检测方法。对扩增条件进行优化，确定最佳反
应条件为 62 ℃，45 min。灵敏度试验结果显示，该方法最低检测限为 100 拷贝 /μL 目的基因。特异性试验结果
显示，该方法不与流行性造血器官坏死病毒（EHNV）、蛙病毒 3 型（FV3）、甲鱼虹彩病毒（STIV）发生交叉
反应。结果表明，本研究建立的 LAMP 方法具有良好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对 5 份疑似真鲷虹彩病毒感染的临床
样品进行检测，发现检测结果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推荐的 PCR 方法检测结果符合率为 100%。研究表
明，本方法具有灵敏度高、特异性强，以及仪器设备简单、操作便捷、结果直观等优点，非常适合作为初筛手段，
应用于养殖场、口岸等一线的疫病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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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LAMP for Detection of Red Sea Bream Iridovirus
Yuan Xiangfen，Shi Suting，Lü Jizhou，Wu Shaoqiang
（Institute of Animal Quarantine，Chinese Academy of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Beijing 100176，China）
Abstract ：To develop a 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ﬁcation（LAMP）method of Red sea bream iridovirus（RSIV）
for rapid monitoring of the disease at port of entry and ﬁshery，the RSIV genome sequence published in GenBank was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conservative region sequence of the main capsid protein MCP gene was screened out，
the LAMP primers were designed，and LAMP for detection of RSIV was established. The conditions of ampliﬁcation
were optimized，and the best reaction condition was 62 ℃，45 min. Sensitivity tes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inimum
detection limit for this method was 100 copies/µL. Speciﬁc test results showed that this method did not cross reaction
with EHNV，FV3 and STIV，with good sensitivity and speciﬁcity. By detection of 5 clinical samples，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incidence rate of the test results with that of the PCR method recommended by OIE was 100%. This method
was a rapid，simple，speciﬁc and sensitive assay with simple instruments and visualization results，which was suitable
for being used as a screening method for monitoring diseases at ports and ﬁsh farms.
Key words ：aquatic animal diseases ；Red sea bream iridovirus ；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ﬁcation（LAMP）；
rapid detection

真 鲷 虹 彩 病 毒（Red sea bream iridovirus，

年首次在日本四国岛的人工养殖患病真鲷中被发

RSIV）属于虹彩病毒科（Iridoviridae）、细胞肿

现 ，主要感染真鲷、花鲈、条石鲷等 30 余种海

[1-2]

大 病 毒 属（Megalocytivirus）

。 该 病 毒 于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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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鱼类

[4-5]

。患病鱼类主要表现为昏睡、严重贫血、

鳃上游瘀斑、脾肿大等症状。该病大多在自然界
突然暴发，难以治疗，致死率高，是目前对各国海
水养殖危害最为严重的疾病之一

[6-8]

。为此，该病

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列入必检疫病名录，

种病毒细胞培养液及 5 份疑似 RSIV 阳性样品（鲈

被我国列为二类疫病。韩国在实施的《水生动物疾

鱼），均按照 DNeasy Blood & Tissue Kit DNA 提

病管理法》中要求入境的真鲷、牙鲆、大黄鱼、花鲈、

取试剂盒操作手册，进行样品基因组 DNA 的提

[9]

条纹鲈等 35 种鱼类必须进行 RSIV 检验检疫 。
考虑到 RSIV 的危害性，建立一种快速、高效、

取，完成后置于 −20 ℃冰箱备用。将实验室保存
的 RSIV MCP 基因阳性质粒进行浓度测定后，10

灵敏的现场检疫检测方法，对于该病的及时发现、

倍 倍 比 稀 释 为 1×107、1×106、1×105、 ……、

防治手段的有效实施、疫情的迅速控制而言意义重

1×101 copies/μL， 然 后 将 其 作 为 标 准 样 品 置 于

大。然而目前，RSIV 的确诊方法，如病毒分离、

−20 ℃冰箱备用。

免疫荧光等

[10-11]

，由于缺乏合适的细胞培养系，

1.2.2

LAMP 引 物 设 计

根 据 Genbank 中 RSIV

以及免疫学检测范围窄且存在交叉反应现象，无法

MCP 基因的保守区序列，进行 LAMP 引物设计；

被广泛应用。常规 PCR、荧光 PCR 等分子检测方

利用 Primer Explorer version 4.0 在线引物设计软件，

[12-14]

，因需要昂贵仪器或电泳分析等后续操作，

设计多套 LAMP 引物。由英潍捷基（上海）贸易

无法有效应用于口岸快速检测。鉴于以上不足，本

有限公司进行引物合成，并通过预实验进行比较筛

研究以 RSIV MCP 基因保守区为模板，建立了一

选，最终确定 1 套 LAMP 引物（表 1）：外引物

种环介导等温扩增方法（Loop-medieated isothermal

（RSIV-F3/RSIV-B3）、 内 引 物（RSIV-FIP/RSIV-

ampliﬁcation，LAMP），用于 RSIV 的检测。该方

BIP）、环引物（RSIV-LF/RSIV-LB）。

法

法快速、灵敏、特异，在简单的水浴恒温环境下，
即可完成对靶基因的大量扩增，借助染料即可进行
结果的可视化判定。本方法作为一种初筛手段，可
大大增加口岸、养殖场的 RSIV 检疫效率，降低检
疫工作中人员、时间等成本的投入。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表1
引物
种类
RSIV-F3 上游外引物
RSIV-B3 下游外引物
RSIV-FIP 上游内引物
RSIV-BIP 下游内引物
RSIV-LF 上游环引物
RSIV-LB 下游环引物

1.2.3

RSIV-LAMP 引物设计
引物序列（5´—3´）
CAAGAATGTCACTCACCGCA
CACCATCCATCTCAGGCATG
GCCAGCAAAGGCAGATTCACCTACGTGCAAAGCAATTACACC
TTACGAGAACACCCCTCGGCTAGGGGTCGACAGATGTGA
CCACCAGATGGGAGTAGACTAC
TGTTGACATACACGGGACTGG

RSIV-LAMP 检测方法的建立

为实时监

真 鲷 虹 彩 病 毒（RSIV）、

测不同反应条件下 LAMP 的进展情况，借助环介

流行性造血器官坏死病毒（EHNV）、蛙病毒 3 型

导等温扩增实时浊度仪 LA-320c，进行反应条件优

（FV3）、甲鱼虹彩病毒（STIV）：深圳出入境检

化；在 Loopamp DNA Ampli-ﬁ cation Kit
（RT-LAMP）

验检疫局刘荭研究员馈赠；真鲷虹彩病毒 MCP 基

试

因阳性克隆质粒、5 份疑似 RSIV 阳性样品（鲈鱼）：

Japan）基础上，主要对反应的引物浓度、退火温

本实验室保存。

度（60~65 ℃）和反应时间进行优化。经过一系列

1.1.1

病毒及样品

剂

盒（Eiken Chemical Co.，Ltd，Tokyo，

试 剂 和 仪 器 DNeasy Blood & Tissue Kit

优化，确定 RSIV-LAMP 方法的反应体系（25 μL）

DNA 提取试剂盒：购自凯杰（QIAGEN）生物工

为：RSIV-FIP 和 RSIV-BIP 各 40 pmol，RSIV-F3

程有限公司；环介导等温扩增法 DNA 扩增试剂盒

和 RSIV-B3 各 5 pmol，RSIV-LF 和 RSIV-LP 各 20

及环介导等温扩增实时浊度仪（LA-320c）：购自

pmol，2×Reaction Mix 12.5 μL ﹝ Tris-HCl（pH

北京蓝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8）40 mmol/L、KCl 20 mmol/L、MgSO4 16 mmol/L、

1.2

（NH4）2SO4 20 mmol/L、Tween 20 0.2%、Betaine

1.1.2

1.2.1

方法
样品

对 RSIV、EHNV、FV3、STIV 等 4

1.6 mol/L、dNTPs 2.8 mmol/L ﹞，Enzyme 1.0 μ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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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 DNA 2 μL。另外，在反应液中加入 1 μL 荧
光 试 剂 FDR（Eiken Chemical Co.，Ltd，Tokyo，
Japan），进行反应结果的可视化判定。反应程序为：
62 ℃恒温下扩增 40 min；80 ℃酶灭活 5 min。既
可在恒温水浴锅中进行，也可在金属浴及各种核酸
A：LAMP 实时浊度曲线图；B：LAMP 可视化结果
1~7. 扩增模板浓度分别为 1×107、1×106、1×105、…、1×101
copies/μL 的阳性质粒；8. 阴性对照

扩增仪等仪器中进行。反应完成后，通过肉眼观察
颜色变化即可判定反应阴阳性。
1.2.4

特异性及敏感性试验

方法，对提取的 RSIV、EHNV、FV3、STIV DNA
进行检测，以验证所建方法的特异性；对 10 倍系
列稀释的 RSIV 阳性质粒进行扩增，以验证所建方
法的最低检测限。
1.2.5

样品检测

图2

用优化好的 LAMP

以提取的 5 份疑似 RSIV 阳性

样 品（ 鲈 鱼）DNA 为 模 板， 用 所 建 RSIV-LAMP
检测方法与 OIE 推荐的 PCR 检测方法

[15]

2.3

RSIV-LAMP 方法敏感度试验

样品检测
用建立的 RSIV-LAMP 检测方法，对实验室保

存的 5 份疑似 RSIV 阳性样品 DNA 进行检测，同时
用 OIE 推荐的 RSIV-PCR 方法，对 5 份样品进行检
测。检测结果显示，两种方法检测结果的符合率为
100%，均检测到 2 份阳性样品、3 份阴性样品（图 3）。

同时进行

检测，并对检测结果进行比较。
2
2.1

结果
特异性试验
以 提 取 的 RSIV、EHNV、FV3、STIV DNA

为模板，用优化好的方法进行 LAMP 扩增反应。
结果显示，仅 RSIV 的扩增结果为阳性，其它 3 种
病毒均未扩增，说明该方法具有良好的特异性，不
与其它相似或同属病毒发生交叉反应（图 1）。

A：LAMP 实时浊度曲线；B：LAMP 可视化结果；
C：OIE 推荐 PCR 方法检测结果
M. DL2000 DNA 分子量标准；1. 阳性对照；
2. 阴性对照；3~7. 样品 1~5 基因组

图3

3

样品检测结果

讨论
鉴于 RSIV 的高致病性、高致死率及分布的广

泛性，世界各地在相关动物及产品的检疫中，对其

A：LAMP 实时浊度曲线；B：LAMP 可视化结果
1~4. 扩增模板分别为 RSIV、EHNV、FV3、STIV 基因组 DNA；
5. 阴性对照

图1

2.2

检疫均较为严格。目前，口岸、养殖场等一线对该
病的检测主要依赖 PCR 方法。原因在于 RSIV 血

RSIV-LAMP 方法特异性试验

清学方法所需材料不易获得，存在交叉反应且操作

敏感性试验
以 10 倍 系 列 稀 释 的 RSIV MCP 基 因 阳 性 克

较为冗长繁琐。而 PCR 方法仅需提取基因组后直

隆质粒为模板，用优化好的方法进行 LAMP 扩增

接进行扩增，并运用琼脂糖凝胶电泳法即可进行结

2

果判定。这大大减少了样品检测周期。然而，PCR

反应。结果显示，本方法的最低检测限为 1×10

copies/μL，可以满足临床样品检测的需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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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并不能完全满足在环境简单、缺乏专业人员条

件下大量临床样品的快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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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联合用药，不要超剂量用药，以避免产生耐药

纪50—90年代，我国华南、西南和华东等地区曾

菌株。

大范围流行猪链球菌病，其病原均为SEZ；1993年

参考文献：

[4]

陈永林 对我国1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采集的
126份致病性猪源链球菌进行分群鉴定，发现SEZ
[5]

占72.22%；刘佩红等 1997—1999年从上海市分离

[1]

[2] 邹君，王楷宬，田莉莉，等. 链球菌猪主要致病种和型
多重PCR检测方法的建立[J]. 中国兽医科学，2011，41

到的15株致病性猪源链球菌中，发现C群链球菌有

（7）：701-706.
[3] 陆承平. 猪链球菌病与猪链球菌2型[J]. 科技导报，2005

4株。
药敏试验结果表明，链球菌是革兰阳性菌。

（9）：9-10.
[4] 陈永林，关孚时. 动物病原性链球菌的血清学分群鉴定

虽然理论上有很多药物可以进行治疗，但由于抗生
素的超剂量使用、滥用，使猪场产生了大量耐药菌

[J]. 中国兽医杂志，1993，19（9）：3-4.
[5]

验，筛选出了呋喃妥因、利福平、头孢西丁等药
物，并结合猪场实际情况，采取联合用药措施，
因而控制了病情发展。因各地区和猪场用药习惯不
[6-7]

同，此案例产生的耐药性和之前文献报道也不同 。
这说明猪场在临床用药时，应尽可能按剂量轮换用

刘佩红，沈素芳，王永康，等. 上海地区猪源链球菌
分离株的病原特性鉴定[J]. 中国兽医学报，2001，12

株，甚至产生了“超级细菌”。本研究通过药敏试

99

陆承平. 兽医微生物学[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2：87-88.

（1）：42-46.
[6] 郝春燕，王利勤，王晶钰. 猪链球菌的分离鉴定及药敏
试验[J]. 动物医学进展，2010，31（5）：124-128.
[7]

惠艳华，丁宁，沈莉萍，等. 一例猪链球菌2型感染的
病原分离鉴定及药敏试验[J]. 中国动物检疫，2017，
34（8）：97-99.

（责任编辑：朱迪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