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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 亚型和 N2 亚型禽流感病毒
二重 RT-PCR 检测方法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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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建立一种简单、快速鉴别 H4 亚型和 N2 亚型禽流感病毒（AIV）的方法，针对 H4 亚型 AIV HA 基

因和 N2 亚型 AIV NA 基因的保守区域，分别设计筛选出 1 对特异性引物，通过优化反应条件，建立了 H4 亚型
和 N2 亚型 AIV 二重 RT-PCR 检测方法。该法可特异性扩增 H4 亚型和 N2 亚型 AIV，对其他亚型 AIV 和常见
禽病病原体无交叉反应；对 H4 亚型和 N2 亚型 AIV 的检测下限均为 104 拷贝 /µL；对 152 份临床样品的检测结
果与病毒分离鉴定结果一致。本研究建立的二重 RT-PCR 方法为 H4 亚型和 N2 亚型 AIV 的诊断提供了快速、特异、
敏感和有效的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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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simple and rapid method for detecting H4 and N2 subtype avian influenza virus
（AIV），one pairs of speciﬁc primers were designed and screened respectively based on the conservative areas of HA
and NA genes of the two subtypes of virus，then a duplex RT-PCR assay was established after optimization of reaction
conditions，by which，H4 and N2 subtype AIV could be speciﬁcally ampliﬁed，while other subtypes AIV and the
pathogens of common poultry diseases failed to be ampliﬁed；the detection limits for H4 and N2 subtype were all
104 copies/µL；the testing results of 152 clinical sample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virus isolation and identiﬁcation.
In short，the RT-PCR assay established was rapid，specific，sensitive and effective for detecting H4 and N2
subtype AIV.
Key words：avian inﬂuenza virus；H4 subtype；N2 subtype；duplex RT-PCR；detection method
收稿日期 ：2019-09-18 修回日期 ：2019-10-14
基金项目：广西科技重大专项（桂科 AA17204057）；广西科技基地和人才专项（桂科 AD17195083）；桂科专项（17-1）；
“广西八桂学者”专项（2019.79）；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专项（W02060083）
通信作者 ：谢芝勋

69

禽 流 感 病 毒（avian inﬂuenza virus，AIV） 属

表1

所用毒株信息

正黏病毒科 A 型流感病毒属，为分节段、单股负

序号

病原 / 分离株

来源

链 RNA 病毒。根据 AIV 血凝素（hemagglutinin，

1

A/Duck/Guangxi/030D/2009（H1N1）

a

HA）和神经氨酸酶（neuraminidase，NA）抗原性

2

A/Sparrow/Guangxi/GXs-1/2012（H1N2）

a

不同，目前已发现 18 个 HA 亚型（H1—H18）和

3

A/Chicken/Guangxi/165C7/2014（H3N2）

a

。根据致病性不同，

4

A/Duck/Guangxi/175D12/2014（H3N6）

a

这些亚型分为高致病性 AIV（HPAIV）和低致病性

5

A/Goose/Guangxi/020G/2009（H3N8）

a

6

A/Duck/Guangxi/125D17/2012（H4N2）

a

7

A/Duck/Guangxi/149D24/2013（H4N6）

a

8

A/Turkey/GA/209092/02（H5N2）RNA

b

[1-2]

11 个 NA 亚型（N1—N11）

AIV（LPAIV）， 其 中 部 分 H5 和 H7 亚 型 AIV 属
于 HPAIV，其余均为 LPAIV。
H4 亚型 AIV 属于 LPAIV，能感染各类家禽及
野鸟，还可跨种传播，感染哺乳动物 ，在 AIV

9

A/Duck/Guangxi/GXd-2/2009（H6N2）

a

10

A/Duck/Guangxi/GXd-4/2009（H6N6）

a

流行调查中分离率较高。该型 AIV 常分离到的亚

11

A/Chicken/NY/273874/03（H7N2）RNA

b

型组合是 H4N2。因此，建立一种同时鉴定 H4 亚

12

A/Chinese Francolin/GuangXi/020B7/2010（H9N2）

a

型和 N2 亚型 AIV 的检测方法十分必要。

13

NDV F48

c

诊断 H4 亚型和 N2 亚型 AIV 的传统方法主要

14

IBV M41

c

是病毒分离鉴定：将采集的咽喉和泄殖腔棉拭子

15

ILTV Beijing strain

c

或组织样品接种 SPF 鸡胚增殖病毒 96~120 h；收

16

FAdV4-GX001

a

[3]

集鸡胚尿囊液进行血凝试验（HA），对 HA 阳性
样品进行血凝抑制试验（HI），鉴定 H 亚型；通
过 PCR 扩增 NA 基因并克隆测序鉴定 N 亚型。该
方法虽然结果准确可靠，但耗时较长、操作繁琐，
在实际应用中有一定的局限性。多重 RT-PCR 是在
普通 PCR 基础上建立的多基因检测体系，可同时
检测多个靶基因或片段，具有省时省力的优点，
已被广泛应用于病原体检测

[4-6]

。本研究旨在建立

一种同时鉴别 H4 亚型和 N2 亚型 AIV 的二重 RTPCR 检测方法，为 H4N2 亚型、H4 亚型和 N2 亚
型 AIV 的快速诊断提供技术支撑。
1
1.1

材料与方法
主要试剂、血清和毒株
DNA/RNA 共提试剂盒，购自北京天根生物技

术公司；AMV 反转录酶、dNTP 等反转录试剂、

注：a. 广西壮族自治区兽医研究所；b.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c.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

1.2

引物设计与合成
下 载 GenBank 基 因 库 中 H4 亚 型 AIV HA 基

因、N2 亚型 AIV NA 基因序列，用 DNAstar 软件
比对序列，在保守区域，用引物设计软件 Primer
Premier 5.0 设计和筛选引物，经 NCBI-blast 验证，
最终得到 2 对特异性引物，分别用于 H4 亚型和
N2 亚型 AIV 检测。引物信息详见表 2，序列送至
Invitrogen 公司合成。
表2
引物
名称
H4-F
H4-R

2×Taq PCR Mix 和 pMD 18-T 克 隆 载 体， 购 自

N2-F

TaKaRa 公司；SPF 鸡胚，购自北京梅里亚公司。

N2-R

H1、H3、H4、H6、H9 亚型 AIV 抗血清，由广西
壮族自治区兽医研究所制备保存。本研究所用毒株
信息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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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H4 和 N2 亚型 AIV 引物信息

引物序列（5'—3'）
AACGGTGATTATGCGAGGCTTTACA
ATGAGCCTATGGGAGTTGCAGTGTT
GGAAATGATGTTTGGATGGGAAGAA
GGCCTTCCTCTTATCAACTCCACAT

扩增产物
长度 /bp

GenBank

322

KJ881013.1

登录号

位置
569~593
890~866
1 088~1 112

224

KJ881015.1
1 311~1 287

核酸提取与反转录
参照 DNA/RNA 共提试剂盒说明书，抽提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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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 RNA 以及传染性喉气管炎病毒（ILTV）和血清

经引物浓度和退火温度优化，确定最佳反应

4 型禽腺病毒（FAdV4）的 DNA。参照反转录体系，

体 系（25 μL） 为：2×Taq PCR Mix 12.5 μL，H4

将 RNA 反转录为 cDNA，并保存在 -30 ℃，备用。

和 N2 亚 型 上 下 游 引 物（25 μmol/L） 各 0.5 μL，

1.4

cDNA 2.0 μL，加 dH2O 至 25 μL；最佳反应程序为：

条件优化
对 H4 亚 型 和 N2 亚 型 的 引 物 终 浓 度， 在

95 ℃ 5 min；95 ℃ 50 s，55 ℃ 40 s，72 ℃ 40 s，

0.1~1.0 μmol/L 范围内进行优化，确定 2 对引物同

35 个循环；72 ℃ 延伸 10 min，12 ℃结束。

时使用时的最佳浓度；在 50~60 ℃范围内依次进行

2.2

特异性结果见图 1。该法对 H4N2 亚型 AIV 扩

温度递增，确定最佳退火温度。
1.5

特异性试验

增出 322 bp（H4 亚型）和 224 bp（N2 亚型）两个

特异性试验
用优化好的二重 RT-PCR 反应体系，分别对

目的条带；对 H4N6 亚型 AIV 扩增出 322 bp 的目

不 同 亚 型 AIV（H4N2、H1N1、H1N2、H3N2、

的 条 带（H4 亚 型）； 对 H1N2、H3N2、H5N2、

H3N6、H3N8、H4N6、H5N2、H6N2、H6N6、

H6N2、H7N2、H9N2 均扩增出 224 bp 的目的条带

H7N2、H9N2）、 新 城 疫 病 毒（NDV）、 传 染 性

（N2 亚型）；对其他亚型 AIV（H1N1、H3N6、

支气管炎病毒（IBV）、ILTV 和 FAdV4 的 cDNA/

H3N8 和 H6N6）、NDV、IBV、ILTV 和 FAdV4

DNA 模板进行检测，检验该法的特异性。

均无扩增条带，表明无交叉反应。

1.6

敏感性试验
[7]

参照 HA 和 NA 基因全长引物 ，以 H4N2 亚
型 AIV 为模板进行 RT-PCR，将 HA 和 NA 基因的
PCR 产物分别连接至 pMD 18-T 克隆载体，转化至
大肠杆菌 DH5α，挑取单菌落进行 PCR 鉴定，并
将阳性重组菌送至 Invitrogen 公司测序。以 H4 和
N2 测序正确的阳性重组菌为模板提取质粒，测定
质粒浓度，并倍比稀释至 108~101 拷贝 /μL。以不

M. 100 bp Marker ；1. H4N2 ；2. H1N1 ；3. H1N2 ；4. H3N2 ；
5. H3N6 ；6. H3N8 ；7. H4N6 ；8. H5N2 ；9. H6N2 ；10. H6N6 ；
11. H7N2 ；12. H9N2 ；13. NDV ；14. IBV ；15. ILTV ；
16. FAdV4 ；17. 阴性对照。

同梯度的质粒为模板，用建立的方法分别进行检测。
1.7

临床样品检测

图1

2.3

二重 RT-PCR 特异性试验结果

敏感性试验

用该法对广西南宁市活禽市场采集的 152 份棉

敏感性结果见图 2。该法对 H4 亚型和 N2 亚

拭子样品（同只活禽的咽喉和泄殖腔拭子为 1 份）

型 AIV 108~105 拷贝 /μL 质粒的检测，均有明显的

进行检测。同时，将上述棉拭子样品接种 9 日龄

条带；对 104 拷贝 /μL 质粒的检测，H4 亚型 AIV

SPF 鸡胚增殖病毒，收集 24~120 h 内的鸡胚尿囊

仍有较亮的条带，N2 亚型目的条带较弱，但仍能

液进行 HA 试验；对 HA 阳性的分离液，用常见

检测到；对 103 拷贝 /μL 的检测，H4 亚型和 N2 亚

AIV 亚 型（H1、H3、H4、H6、H9） 抗 血 清 进 行

型均检测不到，无目的条带。该法最低检测到 104

HI 试验，确定 H 亚型。参照文献 [7]，对已确定为

拷贝 /μL 的 H4 亚型和 N2 亚型 AIV。

H 亚型的样品，用 NA 基因全长引物对其进行 PCR

2.4

扩增、克隆和测序，确定 N 亚型。
2
2.1

结果与分析
最佳反应条件

临床样品检测
用该法检测 152 份活禽棉拭子样品，检出 H4

亚型 AIV 5 份、N2 亚型 AIV 9 份，与病毒分离鉴
定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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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多对引物，在扩增中可能存在竞争，因此在设
计筛选引物时，需考虑以下几个因素：（1）引物
之间会不会相互结合而产生非特异性扩增或引物二
聚体，导致检测不准确或扩增效率降低；（2）多
对引物目的片段大小要间隔 100 bp 以上，只有这
样才能用琼脂糖凝胶电泳区分开；（3）多对引物
的退火温度需接近，以确保各扩增产物量相对平衡。
4
M. 100 bp Marker ；1~6. 依次为 108~103 拷贝 /μL ；7. 阴性对照。

图2

3

二重 RT-PCR 敏感性试验结果

本研究建立的二重 RT-PCR 方法特异性好、敏
感性高和重复性好，不仅可快速鉴别 H4N2 亚型
AIV，还可确定是否存在 H4 亚型（包括与 N2 亚

讨论
H4 亚型 AIV 于 1956 年首次被分离到，然后

频繁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家禽和野鸟流行调查
中被检测到

结论

[8-11]

。H4 亚型 AIV 宿主范围较广，包

括鸡、火鸡、水禽、滨鸟、鹦鹉、海狮、马和猪
等，但水禽和滨鸟是其主要宿主

[12-13]

。H4 亚型是

常分离到的 AIV 亚型之一，已有多种基因型在我

型及其他 N 亚型的组合）、N2 亚型（包括与 H4
亚型及其他 H 亚型的组合）AIV，从而为禽流感的
有效防控提供了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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