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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 δ 冠状病毒实时荧光 RT-PCR
检测方法的建立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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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灵敏、快速检测猪 δ 冠状病毒（porcine deltacoronavirus，PDCoV），根据 PDCoV M 基因保守区域

设计引物和探针，建立了一种 PDCoV 实时荧光 RT-PCR 检测方法，并评价了该方法的特异性、灵敏性和重复

性。结果显示，该方法的拷贝数对数值与 Ct 值在 1.3×103~1.3×107 copies/μL 拷贝数浓度范围内呈现良好的线
性关系，R2 = 0.994 ；最低检出限为 13 copies/μL，且无非特异性扩增 ；批内和批间重复性试验变异系数（CV）
为 0.24%~2.15%，均小于 3%。利用该方法和普通 RT-PCR 对 42 份临床样品同时进行检测，发现本方法比普通

RT-PCR 灵敏性更高，二者符合率为 95.2%。以上结果表明，本试验建立的实时荧光 RT-PCR 方法灵敏、特异、
可靠，可用于 PDCoV 的临床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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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ensitively and rapidly detect porcine deltacoronavirus（PDCoV），probe and a pair of primers
were designed based on the conserved region of PDCoV M gene to establish a real-time ﬂuorescent RT-PCR assay for

PDCoV，followed by evaluation on its speciﬁcity，sensitivity and repeatabil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 logarithmic value of copy number and Ct value from 1.3×103 to 1.3×107 copies/μL，R2=0.994 ；the
lowest detection limit was 13 copies/μL without any nonspeciﬁc ampliﬁcation ；the coefﬁcient of variation（CV）of

intra and inter batch repeatability tests were from 0.24% to 2.15%，both of which were less than 3%. 42 clinical samples
were detected by the established method and general RT-PCR assay，it was found that the former was more sensitive
and reliable than the latter，the coincidence rate of both methods was 95.2%. In conclusion，the established method
could be used for clinical diagnosis and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on PDCoV with the help of its good speciﬁcity，
reliability and sensi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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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 δ 冠 状 病 毒（porcine deltacoronavirus，

PDCoV 毒株 M 基因序列，采用 MEGA 5.0 软件进

PDCoV） 属 于 冠 状 病 毒 科（Coronaviridae） 冠 状

行序列比对，利用 Primer express 3.0.1 软件设计引

病毒亚科（Coronavirinae）δ 冠状病毒属，最先由

物和探针（表 1）。

香港大学的 Woo 等

[1]

于 2012 年从死亡鸟类、鸡、

表1

引物及探针序列

哺乳动物的样本中发现。2014 年 2 月，美国学者

名称

在表现腹泻症状的仔猪和母猪中发现了 PDCoV，

PDCoV-F

GAGAGTAGACTCCTTGCAGGGATTAT

PDCoV-R

GCTTGCCATGCTTAACGACTG

病毒导致的仔猪死亡率达 30%~40%，造成了严重
的经济损失 [2-3]。此后，加拿大、韩国、泰国、中

序列（5'—3'）

产物大
小 /bp
102

PDCoV-Probe FAM-AATGCACCTCCATGTACC-TAMRA

国、越南、老挝、日本和墨西哥等国家也相继发现
了 PDCoV[4-10]。PDCoV 可以感染试验鸡、犊牛和
小鼠等多种动物

[11-14]

，也可感染人

[15]

，其跨物种

传播的特性和潜力，对动物和人类健康构成了严重
威胁

[16]

。

方法

1.2
1.2.1

重组质粒标准品构建

将 PDCoV S582N

株（GenBank 登录号：LC216915）M 基因序列送
至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合成，并

PDCoV 与 猪 流 行 性 腹 泻 病 毒（porcine

克隆至 pMD19-T 载体，转化至 DH5α 感受态细胞

epidemic diarrhea virus，PEDV）、猪传染性胃肠炎

内，构建重组质粒。测序鉴定无误后抽提质粒作为

病 毒（transmissible gastroenteritis virus，TGEV）

标准品，利用 Nanodrop 2000c 测定质粒浓度，并

等猪肠道病原感染引起的临床症状极为相似，且存

按下面公式将浓度换算成拷贝数。DNA copies/μL =

在混合感染现象，因此对该病毒的检测主要依靠实

[6.02×1023×DNA 浓度（ng/μL）×10-9]/（DNA 碱

验室方法进行。本研究建立了一种 PDCoV 实时荧

基数 ×660）

光 RT-PCR 检测方法，以期为其临床检测和流行病

1.2.2

学调查提供技术支持。

针浓度（引物浓度 1.0、0.8、0.6、0.4、0.2 μmol/L，

1

探针浓度 1.0、0.5、0.4、0.3、0.2、0.1 μmol/L）、

材料与方法

1.1
1.1.1

反应条件优化

对反应体系中的引物和探

反应参数（反转录时间 5、10、15 min，退火温度

材料
病毒和菌株

PEDV、TGEV、 猪 轮 状

56、58、60 ℃，退火时间 20、30 s）等条件进行

病 毒（porcine rotavirus，RV）、 猪 捷 申 病 毒

摸索和优化，确定最适反应条件。

（porcine teschovirus，PTV）、猪嵴病毒（porcine

1.2.3

kobuvirus，PKV）、大肠杆菌，均由本实验室保存。

标准曲线绘制

经计算，阳性重组质粒拷

10

贝 数 浓 度 为 1.3×10 copies/μL。 用 ddH2O 对 阳

2017 年 9 月—2019 年 3 月，采

性重组质粒连续作 10 倍系列稀释，分别取浓度为

集上海市规模化猪场出现腹泻症状的仔猪粪便样品

1.3×103~1.3×107 copies/μL 的 阳 性 重 组 质 粒 作 为

42 份，置 -80 ℃保存备用。

反应模板，按照优化好的反应条件进行实时荧光

1.1.2

1.1.3

临床样品

主要试剂

病毒 RNA 提取试剂盒，购自广

RT-PCR 反应，每个梯度重复 3 次，绘制标准曲线。

州美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One Step PrimeScript ™

1.2.4

RT-PCR Kit、DNA 纯 化 回 收 试 剂 盒、pMD 19-T

PEDV、TGEV、RV、PTV、PKV、大肠杆菌核酸

Vector Cloning Kit、DL 2 000 DNA Marker、DH5α

及 PDCoV 阳性重组质粒为模板，进行实时荧光

感受态细胞，购自宝日医生物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RT-PCR 扩增，设 ddH2O 为阴性对照，评价方法的

1.1.4

引物和探针设计

从 GenBank 中下载不同

特异性试验

分别以本实验室保存的

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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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灵敏性试验 用 ddH2O 对阳性重组质粒连续
0

6

的阳性重组质粒为模板进行实时荧光 RT-PCR 扩

作 10 倍系列稀释，分别取 1.3×10 ~1.3×10 copies/μL

增，每个梯度重复 3 次。结果（图 1）显示，在该

的阳性重组质粒进行实时荧光 RT-PCR 扩增，设

拷贝数浓度范围内，拷贝数对数值（x 轴）与 Ct 值（y

ddH2O 为阴性对照，评价方法的灵敏性。

轴）呈良好的线性关系，线性方程为 y = -3.039x +

1.2.6

重复性试验

对拷贝数浓度范围为

27.464，R2 = 0.994。

1.3×104~1.3×107 copies/μL 的阳性质粒，采用同批
次配制的反应体系重复检测 3 次，计算批内变异系
数；采用 3 个不同批次配制的反应体系重复检测 3
次，计算批间变异系数。
1.2.7 临床样品检测 将 42 份粪便样品分别与 PBS
按体积比 1:10 混悬，震荡混匀，4 ℃ 12 000 r/min 离
心 10 min；取上清液用试剂盒提取核酸，加入上
述反应体系进行实时荧光 RT-PCR。同时，按照文
献 [17] 中的普通 RT-PCR 方法对样品核酸进行平行
检测，将 2 种方法的检测结果进行比较，计算两种
方法的符合率。
2

2.3

标准曲线

特异性试验
分 别 以 PEDV、TGEV、RV、PTV、PKV、

结果与分析

2.1

图1

大肠杆菌核酸及 PDCoV 阳性重组质粒为模板，用

反应条件优化
通过棋盘法对引物和探针浓度进行优化，当

上 下 游 引 物 浓 度 为 0.2 μmol/L， 探 针 浓 度 为
0.4 μmol/L 时，荧光信号最强，荧光扩增效率最高，
因此将其确定为最佳工作浓度；当反转录时间为
5 min 时，荧光扩增效率较低，Ct 值略高，10 min
和 15 min 的荧光扩增效率基本一致，Ct 值无显著
差 异， 从 节 约 时 间 上 考 虑， 选 择 反 转 录 时 间 为
10 min；当退火温度为 60 ℃，退火时间为 30 s 时，
荧光扩增效率最高。因此，确定本研究建立的实时
荧光 RT-PCR 检测方法的最佳反应体系：2×One

本研究建立的实时荧光 RT-PCR 检测方法进行扩
增，验证方法的特异性。结果（图 2）显示，仅
PDCoV 出现特异性扩增曲线，而其他样品均未出
现特异性扩增曲线，表明该方法的特异性良好。
2.4

灵敏性试验
用拷贝数浓度为 1.3×100 ~1.3×106 copies/μL

的标准质粒进行实时荧光 RT-PCR 扩增。结果（图
3）显示，本方法的最低检出限为 13 copies/μL。
2.5

重复性试验
结 果（ 表 2） 显 示， 该 方 法 的 批 内 CV 为

Step RT-PCR Buffer II 12.5 µL，TaKaRa ExTaq

0.24%~0.76%，批间 CV 为 0.57% ~ 2.15%，批内、

HS（5 U/μL）0.5 µL，PrimeScript RT Enzyme Mix

批间变异系数均小于 3%，表明本方法具有较好的

II 0.5 µL，上下游引物（10 μmol/L）各 0.5 µL，

重复性。

探 针（10 μmol/L）1.0 µL，RNA 5.0 µL， 最 后 用

2.6

RNase Free ddH 2O 补 足 至 25.0 µL。 反 应 条 件：

临床样品检测
利用本研究建立的实时荧光 RT-PCR 检测方法

50 ℃ 10 min；95 ℃ 30 s；95 ℃ 15 s，60℃ 30 s，

对 42 份粪便样品进行检测，结果检出 5 份阳性样品，

40 个循环。

阳性率为 11.9%（5/42），而使用普通 RT-PCR 方

2.2

法检测上述样品，有 3 份为阳性（图 4），阳性率

标准曲线绘制
3

7

以 拷 贝 数 浓 度 为 1.3×10 ~1.3×10 copies/μ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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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质粒拷贝数
浓度 /（copies/μL）

图2

特异性试验结果

图3

灵敏性试验结果

重复性试验结果
批内重复性

批间重复性

平均数
（X±SD）

CV/%

平均数
（X±SD）

CV/%

1.3×107

16.15±0.05

0.28

15.98±0.34

2.15

1.3×106

19.34±0.15

0.76

19.15±0.17

0.88

1.3×105

22.44±0.05

0.24

22.38±0.18

0.79

1.3×104

25.99±0.16

0.63

26.00±0.15

0.57

M. DL 2 000 DNA Marker ；P. 阳性对照 ；
N. 阴性对照 ；S1~3. 部分临床样品。

图4

普通 RT-PCR 检测阳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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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敏、特异、可靠的 PDCoV 实时荧光 RT-PCR 检

讨论
PDCoV 是引发猪腹泻的重要病原之一，可引起

测方法，能够满足临床诊断和流行病学调查需求，

猪较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严重威胁我国生猪养殖

为该病的有效防控提供了技术支持。

业的健康发展。PDCoV 引发的腹泻症状与 PE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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