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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PCR 技术在动物疫苗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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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数字 PCR（digital PCR，dPCR）技术是基于“有限稀释”和“泊松分布”原理迅速发展的第三代 PCR 技术，

无需标准品即可实现样品的绝对定量，灵敏度高、操作简单，在疫病检测、转基因鉴定、食品检测等方面得到
快速发展，而在动物疫苗研究领域也被越来越多用于质控、筛查和定量。本文从动物疫苗研究的角度，阐述了
数字 PCR 在动物疫苗基因变异检测、基因定量、效价测定、疫苗效果评价等方面的发展潜力。该技术将有助于
解决动物疫苗研究过程中的病毒生长曲线和疫苗效价测定以及基因变异分析等重点难点问题，未来将成为疫苗
研发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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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PCR（dPCR）is the third generation PCR technology developed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limited

dilution”and“poisson distribution”，by which，the absolute quantification of samples could be achieved without
standard materials. With high sensitivity and simple operation，it could be widely used in disease detection，transgenic

identiﬁcation and food test as well as quality control，screening and quantiﬁcation in the researches on animal vaccines.
In the paper，its potential in detection of animal vaccine gene mutation，gene quantitative，titer determination and
vaccine effect evaluation was describ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es on animal vaccine. In conclusion，the
technology could be used to solve key problems in the researches on animal vaccines such as virus growth curve，
vaccine titer determination and analysis on gene mutation，which would be used as a powerful tool for development of
vaccine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dPCR ；detection of genetic mutation ；absolute quantiﬁcation ；titer determination

在 近 30 年 的 时 间 里， 聚 合 酶 链 式 反 应

术，其灵敏度高、操作简便、结果直观，在临床检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 技 术 经 历 了 3

验、微生物检测等领域应用广泛；第三代 PCR 技

次重要的技术发展。第一代 PCR 技术，即采用琼

术，是基于“有限稀释”和“泊松分布”原理的数

脂糖凝胶电泳方法进行分析的传统 PCR 技术；第

字 PCR（digital PCR，dPCR）技术，无需依赖标

二 代 PCR 技 术， 即 通 过 添 加 荧 光 信 号 进 行 实 时

准品即可实现核酸分子的绝对定量，耗时短、结果

分 析 的 定 量 PCR（quantitative PCR，qPCR） 技

直观、可控性强，迅速成为各学科领域公认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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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检测技术。
近年来，我国在出口食品致病病原、微生物
痕量残留、转基因植物等检测鉴定方面建立了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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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完善的数字 PCR 检测方法，已发布 20 多项相关

判断“有 / 无”微滴状态，完全不依赖于 Ct 值、

检测标准。在病原微生物检疫领域，数字 PCR 技

阈值线，因而对低丰度样品检测敏感性高 [2]；（3）

术发展迅速。相比于荧光定量 PCR，数字 PCR 技

反应体系分配原则可极大程度地降低微单元中抑制

术有其无可替代的优势，如对低浓度、背景复杂样

分子的浓度，提高复杂背景样品的检测准确性 [3]。

本检测准确度高，可对多重目标分子绝对定量等，

但该技术理论模型为“泊松分布”，对较高浓度目

在动物疫苗研究领域也被越来越多用作质控、筛查、

标分子的定量结果准确度偏低，加之仪器试剂比较

定量的工具。本文从动物疫苗研究的角度，阐述了

昂贵，目前还不能完全替代荧光定量 PCR[4]。数字

数字 PCR 在动物疫苗基因变异检测、基因定量以

PCR 技术的这些优点将有助于解决动物疫苗研究

及效价测定、效果评价等方面的发展潜力，以期为

过程中的病毒生长曲线和疫苗效价测定以及基因变

该技术在动物疫苗研究领域的深入应用提供帮助。

异分析等重点难点问题，未来将成为疫苗研发的有

1

力工具。

原理与特点
数字 PCR 技术基于“有限稀释”原理，将一

个 PCR 反应体系分配到大量的微反应单元中，理

2
2.1

在动物疫苗研发中的应用前景
基因变异检测

想情况下每个微反应单元中包含小于或等于 1 个的

荧光定量 PCR 可以利用标准质粒对目标核苷

目标分子，在 PCR 反应结束后，统计每个微反应

酸分子相对定量，但定量结果可能会受反应效率和

单元的扩增信号，经“泊松分布”理论模型计算样

抑制物浓度等因素的影响；另外对临床样品中基因

本中目标分子的拷贝数（图 1）。根据微反应单元

变异的检测，需要比其更灵敏的方法。数字 PCR

形成方式的差异，数字 PCR 主要分为 2 种：微滴

技术可对目标分子变异比例进行准确计算及监测，

式数字 PCR（droplet digital PCR，ddPCR）和芯片

近年来在液体活检、肿瘤标记物检测等基因变异

式数字 PCR（chip digital PCR，cdPCR）。其中，

检测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在临床医学上已开发

微滴式数字 PCR 技术应用更为广泛，其将 PCR 反

了一系列利用相关基因突变来诊断乳腺癌 [5]、胰腺

应体系分配至几万个微小的油包水微滴中，通过荧

癌 [6]、骨癌 [7] 的数字 PCR 检测方法，并进一步根

光信号检测每个微滴的阴阳性，统计并计算目标分

据等位基因变异比例来评估治疗及预后效果。在新

子拷贝数。

冠肺炎的诊断和治疗方面同样有很多研究。例如，
Yu 等 [8] 使用数字 PCR 方法对患者实施病毒定量监
测，Wong 等 [9] 针对新冠病毒 PRRA 基序建立了二
重数字 PCR 方法，评估病毒传播变异频率。可见
数字 PCR 技术在低频基因变异频率检测、疫病临
床诊断、病毒进化研究等方面具有巨大的临床应用
图1

数字 PCR 基本原理

价值。
疫苗毒种在生产前需进行扩大培养，但病毒

数字 PCR 技术的优点主要在于：（1）通过

在体外传代培养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基因突变，导致

识别反应后阴阳性微滴数来计算初始样品拷贝数，

毒力增强或致弱，因此对疫苗株或强毒株增殖传代

无需依赖对照样品和标准曲线即可对样品进行绝对

中间产物的关键位点进行动态监测，有助于开发致

定量检测 [1]；（2）数字 PCR 在进行结果判读时仅

弱疫苗株，保证疫苗产品批次间的稳定性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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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Klafack 等 [10] 通过多重数字 PCR 方法检测证

型基因纯化过程的动态监测、基因筛选提速方面，

实，鲤鱼疱疹病毒（Cyprinid herpesvirus 3）体外

建立多重数字 PCR 量化检测方法是最有效直接的

连续传代导致毒力减弱，ORF150 基因缺失最开始

途径。数字 PCR 技术的应用，推动了以 CRISPR-

出现在第 78 代，并且推测该基因可能会成为治疗

Cas9 为代表的基因工程技术在基因治疗、靶向弱

疱疹病毒的潜在靶位点；Mukaide[11] 等针对丙型肝

毒疫苗等方面的应用。

炎病毒核心蛋白第 70 位氨基酸突变序列建立的数

随着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用减毒的重组病

字 PCR SNP 方法，可以实时高通量监测病毒变异

毒做载体表达外源抗原，从而获得高保护力疫苗株

比例；Boogaerts[12] 等针对新冠病毒多基因变异位

的疫苗开发思路被广泛应用于多种动物疫病防控研

点建立了多重数字 PCR 检测方法，对废水中新冠

究，而新病毒株能否稳定高效地持续性表达外源基

病毒变异毒株进行监测，可及时有效预测病毒进化

因是研究者必须解决的关键点。腺病毒载体疫苗是

特征。数字 PCR 技术在病毒遗传变异监测中也发

以腺病毒为载体表达保护性抗原基因的载体疫苗，

挥着重要作用。Hauck 等

[13]

发现，禽脑脊髓炎病

具有转导效率高、宿主细胞范围广和可感染多时期

毒（avian encephalomyelitis virus，AEV）弱毒株在

细胞等优点 [19]，目前已在非洲猪瘟病毒 [20]、猪流

鸡胚中多次传代后容易转变为嗜神经型强毒株，这

行性腹泻病毒 [21]、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 [22]、

一转变与 VP2 和 VP3 基因中的 2 个核苷酸位点突

禽流感病毒 [23] 等病毒载体疫苗研发方面取得显著

变有关。将数字 PCR 技术应用于此类遗传物质易

成绩，而对腺病毒载体疫苗准确定量是保证免疫效

突变疫苗毒株生产过程中的变异监测，有助于保证

果的前提。Birei 等 [24] 研究发现，对腺病毒载体疫

疫苗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苗不同位置设计引物探针，分别用荧光定量 PCR

基因工程疫苗研发

2.2

和数字 PCR 方法对重组病毒株进行定量，结果发

以 CRISPR-Cas9 为代表的基因编辑技术使得

现数字 PCR 定量结果稳定，不受标准品、引物位

基因功能研究 [14]、转基因育种研究 [15] 有了飞跃式

置及基因结构的影响，而标准品和易形成二级结构

进展。这类技术主要依赖于核酸酶在基因组特定位

的基因序列对荧光定量 PCR 定量结果会产生显著

置产生双链断裂，从而诱导产生基因重组，具有操

性影响，这与 Tozaki 等 [25] 阐述数字 PCR 相比于

作简单、编辑效率高等特点，已成为最热门的基因

荧光定量 PCR 具有更好的基因结构稳定性和序列

编辑工具。但如何评估基因编辑效率，对产生的多

容错性的结论高度一致，因此数字 PCR 可作为重

种突变结果如何准确筛选等问题也应运而生。徐磊

组腺病毒疫苗等活载体疫苗在临床使用中质量评

等 [16] 构建了 4 个 CRISPR/Cas9 基因编辑系统，利

价、 活 性 滴 定、 杂 质 评 估 的 有 力 工 具。 兰 德 松

用数字 PCR 技术，通过转染后的 DNA、mRNA、

等

蛋白表达定量检测，证明所构建的多基因编辑载体

和准确性，建立了伪狂犬病毒野毒与疫苗毒微滴数

可在猪细胞中高效工作。为了检测基因编辑频率，

字 PCR 鉴别方法，可对样品中野毒与基因工程疫

Hauber 等

[17]

建立了数字 PCR 设计及操作指南，

[26]

利用数字 PCR 技术在基因定量方面的稳定性

苗毒分别进行鉴别、定量，这对于我国猪场伪狂犬

通过对野生型和基因编辑型基因同时进行定量及比

病的疫苗防控、种猪净化具有重要价值。

例检测，在 1 d 内可量化基因编辑效率。Bothmer

2.3

[18]

疫苗效价测定

研究发现，对 T 细胞受体 α 和 β 两种微球蛋

鸡 传 染 性 贫 血 病 毒（chicken anemia virus，

白基因同时进行基因编辑的效率为 7%，在对编辑

CAV）在我国家禽行业流行广泛，但是该病毒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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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F 等常见细胞系上无法增殖，在多数分离毒株

况，证明添加 BM2 佐剂可以提高疫苗的保护作用。

鸡胚上病变不明显，因此对该病活疫苗的滴度提升、

疫苗生产效率、免疫后安全性和保护效力是疫苗评

效价测定一直是生产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张玉

价的重要指标，而数字 PCR 技术擅长检测血液、

建立了 CAV 弱毒株数字 PCR 检测方法，相

组织等复杂背景样品 [31]，对目标基因高度敏感等

比于 Nested-PCR、TaqMan 荧光定量 PCR、斑点杂

特性使其更适合作为毒种鉴定、工艺优化、安全性

交、普通 PCR 等方法，其灵敏度更高，特别对于

效力评估等方面的工具，可在疫苗效果评价中发挥

弱毒苗中低浓度的 CAV 感染，检测敏感性高于定

巨大作用。

量 PCR 方法 100 倍，人工模拟感染定量结果与理

3

标

[27]

论值一致。数字 PCR 方法可直接测定目标分子浓

小结与展望
从凝胶电泳的定性分析，到相对定量的实时

荧光 PCR，再到实现绝对定量的数字 PCR，三代

度，因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绝对定量。
疫苗抗原含量与免疫效果有直接关系，很多

PCR 技术都是为了解决“如何定性定量检测目标

对畜禽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病原，如猪圆环病毒、

核酸分子”这一核心问题，毫无疑问，数字 PCR

猪瘟病毒、禽偏肺病毒等，在靶动物及靶细胞中病

技术是目前最简单、准确的方法。数字 PCR 技术

变不明显，因而效价判定困难。若能将数字 PCR

自问世以来在检测领域发展迅速，目前已报道了很

技术的绝对定量特点应用于种毒鉴定、效价判定等

多病原微生物数字 PCR 定量检测方法，其中包括

方面，将在疫苗株筛选，效价客观性、产品质量稳

新冠病毒数字 PCR 检测技术。几乎所有应用该技

定性评价以及节约时间成本等方面有巨大经济价值。

术建立的检测方法，其敏感性和准确性均高于荧光

2.4

定量 PCR。

疫苗效果评价
既要保证疫苗具有良好的安全性与保护效力，

又要避免引起免疫麻痹，造成防控失败，在生产过
程中必须进行疫苗量效关系研究。Hoai 等

[28]

建立

数字 PCR 技术不仅在疫病诊断方面举足轻重，
在动物疫苗研究中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
病毒纯度鉴定、病毒增殖过程监测、SNP 检测鉴定、

二重数字 PCR 方法鉴别检测及准确定量裂谷热病

转基因成分鉴定、NGS 测序文库建立等病毒特性

毒疫苗株及突变株，免疫 3 d 后即可定量动物血液

研究方面，已被开发出越来越多成熟的数字 PCR

中微量的病毒，可作为疫苗免疫效果评价的有效工

检测方法；在疫苗量效关系研究、疫苗质量把控、

具；Veach 等

[29]

优化了病毒核酸提取、加样等步骤，

液体活检等质控检验方面，具有结果稳定、容错性

建立了从生产细胞中准确定量流感疫苗的全自动数

强等强大优势。但是，该技术是基于 PCR 技术的

字 PCR 方法，其将宿主细胞密度考虑在内，具有

检测方法，目前仍无法扩增未知序列；在实际应用

准确检测感染细胞释放病毒的能力，相比于病灶形

时，经常会在无模板对照中观察到假阳性信号 [32]，

成方法（Focus-Formation assay，FFA）、HA 试验、

虽然可以通过分析软件校正，但是假阳性信号来源

病毒计数等方法，对病毒的定量更精确，因而在流

仍尚未确定；试剂、仪器和耗材成本高，在一定程

感疫苗生产工艺优化、疫苗效价测定等方面具有重

度上限制了该技术在地方实验室的发展。目前在数

要价值；Song 等 [30] 建立的结核分枝杆菌数字 PCR

字 PCR 技术发展阶段，各品牌的数字 PCR 仪可选

检测方法比定量 PCR 方法敏感性高 10 倍，且能够

择的荧光通道较少，如伯乐 QX200 为双通道检测

提早 2 周在猴体内检测到结核分枝杆菌，通过定量

系统（FAM/HEX），Naica 数字 PCR 支持三通道

检测免疫攻毒后猴血液中结核分枝杆菌的消长情

检测技术（FAM/VIC/CY5），BioMark HD 最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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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 4 种荧光染料检测体系。但可以预见，随着数
字 PCR 技术的不断应用与完善，该技术将被更广
泛地关注和发展，将被广泛应用于疫病诊断、疫苗
研发、生产质控等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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