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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星状病毒 3 型 RT-RAA 快速检测方法的建立
邓春冉 1，2，张富友 2，尚佳静 1，2，罗

娟 1，2，于晓慧 2，蒋文明 2，

刘华雷 2，王一新 3，刘冠慧 1，徐丽娜 1，李

阳2

（1. 河北工程大学生命科学与食品工程学院，河北邯郸
2.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山东青岛
3. 山东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山东泰安
摘

056038 ；

266032 ；
271018）

要 ：鸭星状病毒是近年来危害我国鸭业发展的新发病原之一，给养鸭业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其中鸭

星状病毒 3 型（DAstV-3）是近年来感染率较高的星状病毒。为实现 DAstV-3 的快速检测，根据 DAstV-3 的

RNA 依赖性核糖核酸聚合酶基因（RNA-dependent RNA polymerase，RdRp）设计特异性探针与引物，建立了
DAstV-3 的荧光 RT-RAA 检测方法，并对该方法的特异性、灵敏性、重复性和临床适用性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
建立的 RT-RAA 方法能够在 39 ℃恒温条件下，在 20 min 内实现对 DAstV-3 的快速检测，与 H9 亚型禽流感病毒、
新城疫病毒、鹅星状病毒、禽呼肠孤病毒等常见病毒均无交叉反应，最低检测限为 101 copies/μL ；临床样本检
测发现 RT-RAA 方法阳性检出率高于常规 RT-PCR 方法，且检测时间较 RT-PCR 更短。结果表明，本研究建立
的 RT-RAA 方法灵敏度高，特异性强，操作简便，临床适用性好，适合 DAstV-3 的现场快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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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ck astrovirus is one of the emerging pathogens causing huge economic losses to duck industry，especially

duck astrovirus-3（DAstV-3）with high infection rate in recent years. In order to rapidly detect DAstV-3，specific
probe and primers were designed based on the RNA-dependent RNA polymerase（RdRp）gene of DAstV-3 to establish
a ﬂuorescent real-time recombinase aided ampliﬁcation（RT-RAA）assay，followed by evaluation on its speciﬁcity，
sensitivity，reproducibility and clinical applicabil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AstV-3 could be rapidly detected by the
established method within 20 min under the constant temperature of 39 ℃，while no cross reaction with H9 subtype avian

inﬂuenza virus，Newcastle disease virus，goose astrovirus，avian reovirus and other common viruses was observed，
and the minimum detection limit was 101 copies/μL ；it was found that，by test of clinical samples，the established
收稿日期 ：2022-09-16

修回日期 ：2022-10-08

同等贡献作者 ：邓春冉，张富友

通信作者 ：刘冠慧。E-mail ：liuguanhui.1986@163.com
徐丽娜。E-mail ：Xulina@hebeu.edu.cn
李

105

阳。E-mail ：liyang@cahec.cn

技 术 支 撑

RT-RAA assay was with higher positive detection rate and shorter detection time compared to routine RT-PCR. In
conclusion，the established RT-RAA assay was with high sensitivity，strong speciﬁcity，simple operation and good
clinical applicability，which was suitable for rapid detection of DAstV-3 in the ﬁeld.
Key word ：DAstV-3 ；RT-RAA ；rapid detection

禽星状病毒（avian astrovirus，AAstV）属于

RT-PCR Kit），购自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星状病毒科，包含多种亚型，是危害家禽养殖业

公司；病毒 DNA/RNA 提取试剂盒，购自济凡生

的重要病原之一。AAstV 是一种无囊膜的单股正链

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转录试剂盒（RiboMAXTM

RNA 病毒，直径 25~35 nm，基因组全长 6.1~7.9 kb，

Large Scale RNA Production System-T7）， 购 自

包 括 5' 端 非 编 码 区、3 个 开 放 阅 读 框（ORF1a、

普洛麦格（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纯化试剂

ORF1b 和 ORF2）、3' 端非编码区和 1 个多聚腺苷

盒（RNeasy Mini Kit）， 购 自 德 国 QIAGEN 有

[1]

酸尾巴 。鸭星状病毒（DAstV）是最早被发现的

限 公 司； 胶 回 收 试 剂 盒， 购 自 赛 默 飞 世 尔 科 技

AAstV，早在 1965 年研究人员就从患病毒性肝炎

公 司；pEASY-Blunt Zero Cloning Kit 和 Trans5α

的鸭群中发现了 DAstV。目前，已知的 DAstV 基

Chemically Competent Cell，购自北京全式金生物

[2-4]

因型有 4 种（DAstV-1~4）

，其中 DAstV-3 是近

技术（TransGen Biotech）股份有限公司；LB 培养基，

年来在我国鸭群中感染率较高的星状病毒，流行的

购自青岛海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DNA Marker，

范围也越来越广，可以引发鸭病毒性肝炎、产蛋下

购自宝生物工程（大连）有限公司。

降等，给我国养鸭业带来了严重经济损失 [5]。

1.1.2

主要仪器

RAA-B6100 恒 温 振 荡 混 匀

目 前， 对 于 DAstV-3 的 检 测 主 要 依 靠 传 统

仪、RAA-F1620 恒温核酸扩增检测仪，购自江苏

RT-PCR、荧光 RT-PCR 和血清学检测等方法，但

奇天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miniAmp PCR 仪、

这些方法耗时长，对设备要求较高，并不适用于

Nano Drop 核酸定量仪，购自赛默飞世尔科技公司；

DAstV-3 的现场快速检测。重组酶介导的等温扩增

涡旋振荡器，购自上海沃元科技有限公司。

技 术（recombinase aided ampliﬁcation，RAA） 是

1.1.3

一种利用重组酶、单链结合蛋白和 DNA 聚合酶，

病毒（H9-AIV）、鹅星状病毒（GoAstV）、新城

在恒温条件下进行核酸扩增的新技术，相比于传统

疫病毒（NDV）、禽呼肠孤病毒（ARV）等，均

的 PCR 检测方法，具有快速、简便、灵敏等优点，

由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分离鉴定并保存。

[6]

[7]

目前已被应用于乙型脑炎病毒 、新型冠状病毒 、
鸡滑液囊支原体

[8]

等病原体的快速检测，在很大

病毒及临床样本

DAstV、H9 亚型禽流感

鸭拭子和组织样品，采集自广东、广西、福建、湖
南等地，共计 166 份。

程度上为疫病防控提供了便利。本研究建立了一种

1.2

DAstV-3 的 RT-RAA 快速检测方法，以期为该病原

1.2.1

感染临床快速诊断和流行病学调查提供技术支持。

考毒株 CPH 株（GenBank：KJ020899）基因序列，

1

利用 Oligo 软件设计探针和引物，序列详见表 1。所

材料与方法

1.1
1.1.1

材料
主要试剂 RT-RAA 核酸扩增试剂盒（荧

方法
引物、探针设计与合成

依据 DAstV-3 参

有引物及探针均由生工生物（上海）有限公司合成。
1.2.2

cRNA 标 准 品 制 备

以 提 取 的 DAstV-3

光法），购自杭州众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步

RNA 为模板，使用 AAstV 通用引物（XZ-F/R）扩

法 RT-PCR 试剂盒（HiScript High Fidelity One step

增 DAstV-3 的 RdRp 基因，回收目的片段后连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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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名称

RT-RAA 扩增试剂盒说明书配制反应体系（表 2），

引物探针序列

序列（5'—3'）

来源

在含有冻干粉的反应管中加入 47.5 μL 上述混合

CPH-F1 AGATAATTCTGCTACCAACAGGGGAGGTGT

液， 在 管 盖 上 加 2.5 μL B-Buffer（280 mmol/L 乙

CPH-F2

AGAGAAGATAATTCTGCTACCAACAGGG

酸镁），小心盖好盖子，置于恒温振荡混匀仪中振

CPH-F3

CTGCTAGAGAAGATAATTCTGCTACCAAC

荡混匀，再转移到恒温核酸扩增检测仪中，39 ℃反

CPH-F4

AAAATCTGCTAGAGAAGATAATTCTGCT

CPH-F5

ATACGAAAAATCTGCTAGAGAAGATAATT

CPH-F6

AACAAGAAATTTTTTGATTGGTATACGAAA

CPH-F7

AAAGCATAACAAGAAATTTTTTGATTGGT

CPH-F8 AAGACAAAGCATAACAAGAAATTTTTTGAT
CPH-R1

CCTTTCTGTTTCCTGTGGAGCCAAGCAATT

CPH-R2

CTGTTTCCTGTGGAGCCAAGCAATTTCAA

CPH-R3

CTGTGGAGCCAAGCAATTTCAAAGTTAGT

CPH-R4

AGTAAGCCAGACATTACACATGTTGTTATC

CPH-R5

AGACATTACACATGTTGTTATCTACTGTT

CPH-R6

ATTACACATGTTGTTATCTACTGTTGTTG

CPH-P1

AACAGGGGAGGTGTGCCAAGTGAAAAAAGG/i6FAMdT//idSp/A/iBHQ1dT/
CCCTCAGGACAATT

XZ-F

GAYTGGACNMGNTWYGAYGGNACNATNCC

XZ-R

YTTNACCCACATNCCRAA

应 20 min。
表2

RT-RAA 反应体系
体积 /μL

名称
A-Buffer（缓冲液）
本研究

25.0

上游引物（10 μmol/L）

2.0

下游引物（10 μmol/L）

2.0

探针（10 μmol/L）

0.6

RNase-free water

12.9
5.0

模板

反应条件和反应体系优化

1.2.3.2

对 RT-RAA

的反应温度、引物探针用量等参数设置梯度，分别
文献 [9]

设置反应温度为 37、39、41 ℃，引物用量为 2.0、
1.6、1.2、0.8 μL，探针用量为 0.6、0.4、0.2 μL。
对比不同条件下的荧光扩增曲线斜率，确定最佳反

T 载体上，通过热激将重组质粒转化进大肠杆菌感

应条件，同时设置阴性对照。

受态细胞 DH5α 中；筛选阳性单克隆菌落并进行培

1.2.3.3

养，使用 Spe I 内切酶对阳性质粒进行单酶切；使

分 别 对 DAstV-3、H9-AIV、GoAstV、NDV、ARV

用胶回收试剂盒对酶切后的质粒进行纯化，选择合

等常见禽病毒进行检测，以验证该方法的特异性。

适浓度的纯化产物作为模板，使用 T7 转录试剂盒

1.2.3.4

特异性试验

使用优化的 RT-RAA 方法，

灵敏性试验

以拷贝数浓度为

进行体外转录，再使用 RNeasy Mini Kit 纯化试剂

10 ~10 copies/μL 的 cRNA 标准品为模板，使用

盒对转录产物进行纯化，以除去体系中的杂蛋白和

建立的 RT-RAA 方法进行检测，测定模板的最低

各种离子；使用 Nano Drop 核酸定量仪测量 cRNA

检出量，从而确定该方法的灵敏性。

标准品浓度，通过公式计算拷贝数，并将 cRNA 标

1.2.3.5

准品 10 倍倍比稀释至 100 copies/μL，-80 ℃保存。

数浓度的 cRNA 标准品为模板，RNase-free water

1.2.3
1.2.3.1

RT-RAA 方法建立及优化
引物筛选

以 1.2.2 制 备 的 cRNA 为 模

6

0

重复性试验

以 106~100 copies/μL 拷贝

为阴性对照，利用优化的荧光 RT-RAA 方法进行
试验，设置 8 个重复，并统计重复试验结果。

板，将表 1 中的 8 种上游引物和 6 种下游引物分别

1.2.4

进行组合（共 48 对），挑选起峰时间早、扩增曲

和 RT-PCR 方法同时对采集的 166 份临床样品进行

线斜率高的引物组合作为最佳引物对。按照荧光

检测，验证该方法的临床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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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2.1.1

RT-RAA 反应体系建立
引物筛选

选择起峰时间早、扩增曲线斜

率高的引物为最佳组合。从 48 对引物中挑选 7 对
引物组合作图。结果（图 1）显示：F8/R1 组合扩
增效果最好，因此选用此组合进行后续试验。

1~4. 依次为 2.0、1.6、1.2、0.8 μL。

图3

不同引物用量下 RT-RAA 反应结果

1~7. 依次为 F8/R1、F6/R6、F6/R3、F7/R6、
F8/R2、F8/R3、F8/R4 ；8. 阴性对照。

图1

2.1.2

部分引物筛选结果

反应体系优化

分别选择不同反应温度

（37、39、41 ℃）、 不 同 引 物 用 量（2.0、1.6、
1.2、0.8 μL）和不同探针用量（0.6、0.4、0.2 μL）

图4

37 ℃条件下 RT-RAA 反应结果

图5

39 ℃条件下 RT-RAA 反应结果

图6

41 ℃条件下 RT-RAA 反应结果

进行 RT-RAA 试验，对比不同条件下的荧光扩增
曲线 斜 率。 结 果 显 示：3 种 探 针 用 量 对 RT-RAA
扩增结果影响不大（图 2）；引物用量为 2.0 μL
和 1.6 μL 时，RT-RAA 的扩增结果更好（图 3）；
3 种反应温度对 RT-RAA 扩增结果影响不大（图
4~6）。综合考虑试剂盒说明书要求和试验成本，
最终确定引物用量为 2.0 μL，探针用量为 0.4 μL，
反应温度为 39 ℃。

1~3. 依次为 0.4、0.6、0.2 μL。

图2

不同探针用量下 RT-RAA 反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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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优化的 RT-RAA 方法分

别对 166 份临床样品进行平行检测。结果（表 3）

别对 DAstV-3、GoAstV、H9-AIV、NDV、ARV 进

显 示：RT-RAA 方 法 检 测 到 40 份 阳 性 样 品，

行检测。结果（图 7）显示：只有 DAstV-3 出现特

RT-PCR 检测到 22 份阳性样品，其中两种方法均

异性荧光扩增曲线，其他病毒均未出现扩增曲线。

检测为阳性的样品有 22 份。为验证 RT-RAA 方法

特异性试验

2.1.3

的准确性，对 RT-RAA 结果阳性但 RT-PCR 结果阴
性的样品进行测序鉴定，证实均为 DAstV-3。结果
表明，RT-RAA 方法检测结果准确可靠，且具有更
高的阳性检出率。
表3

RT-RAA 和 RT-PCR 方法临床样品检测结果统计
单位 ：份
RT-PCR

项目

图7

灵敏性试验

2.1.4

特异性试验结果

RT-RAA

以 10 倍 倍 比 稀 释 的 cRNA

阳性

阴性

总计

阳性

22

18

40

阴性

0

126

126

总计

22

144

166

为模板，利用优化的 RT-RAA 反应体系进行检测。
结果（图 8）显示：建立的 RT-RAA 方法最低检测
1

限为 10 copies/μL。

3

讨论
AAstV 是近年来新发现的一种重要病原，既

可通过水平和垂直传播，也可跨物种传播，除可感
染鸡、火鸡、鸭等禽类外，也可感染哺乳动物 [10]，
导致 AAstV 感染的诊断与防控难度日益增大。作
为一种潜在的人兽共患病毒，AAstV 对人类健康
构成了严重威胁 [11]。DAstV-3 在我国最早于 2014
年被发现并报道，其传播速度快，分布范围广，给
我国养鸭业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 [12]。目前，实验
图8

重复性试验

2.1.5

室常用的 DAstV-3 检测方法主要有病毒分离培养、
灵敏性试验结果

分子生物学检测、电子显微镜（EM）观察等 [13]，

使用建立的 RT-RAA 方法进
6

3

但鉴于 DAstV-3 的分离培养较为困难，常规检测

行重复性试验。结果显示：以 10 ~10 copies/μL 的

耗时长且操作复杂，电子显微镜对仪器设备要求较

cRNA 标准品为模板，8 次检测均出现扩增曲线；

高等原因，以上方法均无法满足 DAstV-3 的快速

2

以 10 copies/μL 的 cRNA 标 准 品 为 模 板 时，8 次
1

检测中有 6 次出现扩增曲线；以 10 copies/μL 的
cRNA 标准品为模板时，8 次检测中有 3 次出现扩
0

和大规模检测需求。因此，开发一种快速、特异、
灵敏、操作简单的检测方法至关重要。
RAA 技术是近年来快速发展的一种新型等温

增曲线；以 10 copies/μL 的 cRNA 标准品为模板

扩增技术。该技术利用大肠杆菌酶将模板核酸链

时，8 次检测均为阴性。

解螺旋后，在重组酶、聚合酶作用下对模板核酸进

临床样品检测

行重组和特异性扩增。恒温条件下，RAA 技术在

2.2

利 用 建 立 的 RT-RAA 方 法 和 RT-PCR 方 法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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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成本低、耗时短及结果判读简单直观等优势，

[3]

characterization of a novel astrovirus in Pekin ducks[J].

已在多种动物病原检测中被广泛应用，具有广阔
的发展前景。DAstV-3 作为新发病原，目前尚未见
RT-RAA 检测方法的报道。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建

LIAO Q F，LIU N，WANG X Y，et al. Genetic
Infection，genetics and evolution，2015，32：60-67.

[4]

ZHANG J Q，HUANG Y Z，LI L L，et al. First
identiﬁcation and genetic characterization of a novel duck

立了一种基于荧光探针的 DAstV-3 RT-RAA 快速检

astrovirus in ducklings in China[J]. Frontiers in veterinary

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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