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猪群中检出猪圆环病毒 3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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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猪圆环病毒 3 型（Porcine circovirus type 3，PCV3）为新发传染病病原。2016 年美国首次报道了该病

的发生与流行。为了解 PCV3 在我国猪群中的分布与流行状况，本研究建立了 PCV3 PCR 检测方法。敏感性和
特异性试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对 PCV3 的最低核酸检出量为 38 pg，可扩增出 284 bp 的特异性片段。利用建立
的 PCR 方法对从河北省猪场收集的 168 份疑似样品进行检验，检出阳性样本 9 份，表明河北猪群存在 PCV3 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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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rcine circovirus type 3（PCV3）is a new infectious disease pathogen. The United States ﬁrstly reported
PCV3 in 2016.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CV3 in China，the PCR method on PCV3 was established.
The results of sensitivity and speciﬁcity showed that the lowest detection amount of nucleic acid for PCV3 was 38 pg，
and a speciﬁc fragment of 284 bp could be ampliﬁed. A total of 168 suspecte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Hebei Province by PCR，and 9 positive samples were detected，which indicated that PCV3 infection was present in swine herds in
Hebei Province.
Key words ：Porcine circovirus type 3 ；infection ；PCR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猪圆环病毒（Porcine circovirus，PCV）是单

circovirus type 3，PCV3）为新发传染病病原，基

股 环 状 DNA 病 毒， 其 基 因 组 长 度 约 为 1.7 kb，

[3]
因组长 2.0 kb，2016 年被美国首次报道 。该病原

没有囊膜，是已知最小的动物病毒。已经确定的

在我国猪群也有检出 。临床调查表明，PCV3 和

PCV 有两种类型，即圆环病毒 1 型（PCV1）和圆

猪的繁殖障碍等有关联 。

[1-2]

环病毒 2 型（PCV2）

。猪圆环病毒 3 型（Por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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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聚合酶链式反应（PCR）由于具有特异性好、
灵敏性高、重复性好等优点，在动物疫病检测领域
被广泛应用。为了探明 PCV3 在河北省猪群的分布
与流行情况，根据 PCV3 保守基因组序列，设计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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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建立了 PCV3 PCR 检测方法。并利用建立的

将离心柱置于一个新的 1.5 mL 离心管中，在吸附

PCR 检测方法对从河北省猪群收集的 168 份疑似样

膜中心滴加 35 µL RNase-free 水，
室温静置 1 min 后，

品进行了 PCV3 检测。

12 000 r/min 室温离心 1 min，-20 ℃贮存备用。

1

1.5

1.1

材料与方法

PCR
取提取的核酸进行 PCR 鉴定。分别在反应管

病料和毒株
疑似猪圆环病毒的猪病料与血清均来自河北

中加入 10×Taq Buffer 2 µL、DNA 模板 2 µL、dNTP

省猪场。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PRRSV）、

Mixture（2.5 mM）2 µL、Taq DNA polymerase（5

PCV1、PCV2、伪狂犬病毒（PRV），由本实验室

U/µL）0.5 µL、上游引物（10 µM）0.5 µL、下游

分离并保存。

引物（10 µM）0.5 µL，最后加无核酸酶水至体积

1.2

为 20 µL。反应程序如下：94 ℃ 3 min，1 个循环；

引物设计与合成
根 据 GenBank 公 布 的 PCV3 capsid protein 基

94 ℃ 30 s，57 ℃ 30 s，72 ℃ 17 s，共 30 个循环；

因序列设计 1 对特异性引物。引物由生工生物工程

72 ℃ 10 min 1 个循环。同时设立阴性对照。PCR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合成。扩增的片段长度为

结束后，取 5 µL PCR 扩增产物进行 1% 琼脂糖凝

284 bp。引物序列见表 1。

胶电泳。

表1
引物名称
PCV3-decF
PCV3-decR

特异性检测。遵循以上步骤提取 PCV3、

猪圆环病毒 3 型 PCR 检测引物

1.5.1

序列（5'—3'）
TTACTTAGAGAACGGACTTGTAACG
AAATGAGACACAGAGCTATATTCAG

PCV2、PCV1、PRRSV、PRV 参考毒株的核酸，进
行 PCR 及琼脂糖凝胶电泳。其中，对 PRRSV 核酸
先利用反转录引物进行反转录。在 20 µL 体系里，

1.3

试剂

依 次 加 入 RNA 11 µL、5×RT Buffer 4 µL、PCV3-

病 毒 核 酸 提 取 试 剂 盒、dNTPs、Taq DNA

decR（10 uM）2 µL、dNTP Mixture（2.5 mM）

polymerase、M-MLV 酶 和 DNA Marker DL2000，

2 µL、RNasin（30 U/µL）0.5 µL、M-MLV 酶（2.5

均购自北京全式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U/µL）0.5 µL，42 ℃ 反 转 录 1 h。 得 到 的 产 物 为

1.4

cDNA。

病毒核酸提取
根据病毒核酸提取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

1.5.2

敏感性检测。对提取的病毒核酸用超微量

简述如下：取 300 µL 待检样品放入 1.5 mL 离心

分光光度计测定浓度后，将经 10 倍系列稀释的病

管中，加入 200 µL 提前配制好的 BB5 溶液（包含

毒核酸，用以上反应体系和程序进行 PCR 反应，

5.6 µg Carrier RNA）， 再 加 入 Proteinase K 20 µL

并设置阴性对照。反应结束后，取等量 PCR 扩增

吹吸混匀，涡旋混匀 15 s 后，放入 56 ℃水浴锅中

产物进行 1% 琼脂糖凝胶电泳。

15 min；孵育完成后，加入无水乙醇 250 µL 于样

1.6

品中，再次涡旋震荡 15 s，充分混匀，室温放置 5

临床检测
无菌采集 168 份疑似 PCV3 的病猪内脏（肺、脾、

min；将全部样品加入离心柱中，12 000 r/min 离心

肾、淋巴结等）和血清。将内脏在超净台中剪碎并

1 min；弃去收集管中的废液后，取 WB5 500 µL

研磨后，加入已灭菌的 0.9% 氯化钠溶液，按 1:5 的

于离心柱中，12 000 r/min 离心 1 min；弃去收集管

比例制成悬液，9 000 r/min 离心 3 min 后，取上清；

中的液体，反复此洗涤步骤 1 次后，将吸附柱重新

按上述方法提取核酸进行 PCR 及电泳检测。

放入收集管中，12 000 r/min 室温离心 2 min，彻底

2

去掉残留在吸附膜上的乙醇，放入超净台中晾干。

2.1

结果
PCR 产物鉴定
71

按照优化的 PCR 反应体系与条件进行 PCV3

1597 µg/µL。应用此 PCR 检测方法对 10 倍稀释的

扩增，经电泳检查 PCR 扩增产物。PCV3 阳性样本

PCV-3 核酸模板进行检测。结果显示，该 PCR 能

扩增产物条带大小为 284 bp（图 1）。回收 PCR 产

检测 PCV3 型核酸模板的最低浓度为 159.7 pg/µL

物，经连接转化后测序证实扩增产物均为 PCV3 特

（图 3）。

异性核酸片段。

M. DL2000 Marker；1~8. 依次为 100~10-7 倍比稀释病毒
核酸的扩增产物；9. 阴性对照

图3

2.4

2.2

PCV3 PCR 检测结果

特异性检测

临床检测
利用建立的 PCR 方法，对河北省送检的 168

M. DL2000 Marker；1. PCV3；2. 阴性对照

图1

PCV3 PCR 敏感性检测

份疑似样本进行检测，分别在容城（2 份）、饶阳
（1 份）、任丘（1 份）、易县（1 份）、大成（1

如图 2 所示，PCV3 病毒核酸扩增出了与预

份）、怀来（1 份）、滦平（1 份）、徐水（1 份）

期大小相符的 284 bp 的条带，而阴性对照以及其

等地送检的样品中检出阳性样本 9 份。其中最早在

余 4 种病毒核酸均未扩增出任何条带。上述结果表

2014 年送检病料中检出 PCV3，另有 1 份阳性样本

明，本研究建立的 PCR 检测方法能特异性扩增出

为母猪血清，同时存在 PCV2 与 PCV3 的混合感染。

PCV3 核酸，而不能检测扩增出其他的病毒，表明

3

此 PCR 检测方法具有良好的特异性。

讨论
2016 年美国首次报道了 PCV3 型。根据对往

年样品的检测发现，2014 年河北省某个县的猪场
就存在着 PCV3。将 168 份样品用 PCR 方法进行检
测，发现 9 份临床样品为 PCV3 阳性，其中阳性检
出率较高的内脏是脾脏和淋巴结。因此，临床建议
采集脾脏和淋巴结进行 PCV3 检测。从检测结果来
看，2017 年 PCV3 检出率显著增高，占总阳性率的
55.6%。PCV3 对猪群的危害值得关注。个别样本
M. DL2000 Marker；1. PCV3 模板；2. PCV2 模板 3. PCV1 模板；
4. PRRSV 模板；5. PRV 模板；6. 阴性对照

图2

PCV3 PCR 特异性检测

中 同 时 有 CSFV、PRRSV 或 PCV2 被 检 出， 也 存
在 PCV2 与 PCV3 的混合感染。
PCV3 是在急性死亡的、具有类似猪皮炎肾病

2.3

敏感性检测
用超微量分光光度计测得 PCV-3 核酸浓度为

72

综合征（PDNS）临床症状的母猪中鉴定出的一种
新圆环病毒。调查显示，PCV3 与猪的繁殖障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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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存在关联。有报道称 ，自 2016 年 3 月以来辽

[4]

PCV3 核酸模板，可用于 PCV3 的临床监测与流行

宁省、江西省和重庆市的 3 个农场共有 356 头母

病学调查。利用建立的 PCR 检测方法，对从河北

猪出现了生殖问题，并且新生仔猪发生了急性损

省猪场收集的 168 份疑似样品进行检验，检出阳

失。这 3 个猪场的仔猪出生率为 5.2%~20.1%，死

性样本 9 份。这表明河北猪群存在 PCV3 感染。

亡率为 5.4%~10.5%。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疫病诊断

关于 PCV3 的遗传演化规律以及致病性等有待进

中心对从我国重庆、福建、河北、湖南等 11 个省

一步研究。

份收集的 222 个样品（包括死胎、组织、精液和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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