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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基孔肯雅病毒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Ｉ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
方法的建立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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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建立一种基孔肯雅病毒的快速诊断方法。　方法　采用基孔肯雅病毒Ｅ１基因的重组质粒作为阳性标

准品。优化反应条件，建立针对基孔肯雅病毒的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Ｉ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检测方法，并对其特异性、灵敏性和重复性

进行评价。　结果　建立的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Ｉ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检测方法的Ｃｔ值与阳性标准品在６．９４×１０
０
～６．９４×１０

８
ｃｏｐ

ｉｅｓ／μｌ范围内呈良好的线性关系，相关性为０．９９７，斜率为－３．５７１；其检测下限为０．６９４ｃｏｐｉｅｓ／μｌ，且对ＺＩＫＶ、ＤＥＮＶ和

ＪＥＶ等均无特异性扩增；所有稀释倍数的标准品在８４．０℃出现特异性熔解峰；组内和组间变异系数均小于２％。采用

该方法对９３份蚊虫样品进行检测，基孔肯雅病毒核酸阳性率为２．１５％，普通ＰＣＲ核酸阳性率为１．０７％。　结论　成

功建立了针对基孔肯雅病毒Ｅ１基因的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Ｉ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检测方法。该方法灵敏、特异，可用于基孔肯雅病

毒感染的快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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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孔肯雅病毒（Ｃｈｉｋｕｎｇｕｎｙａｖｉｒｕｓ，ＣＨＩＫＶ）为披

膜病毒科（Ｔｏｇａｖｉｒｉｄａｅ）甲病毒属（Ａｌｐｈａｖｉｒｕｓ），病毒

直径６０～７０ｎｍ，为不分节段的单股正链 ＲＮＡ 病

毒［１－２］。基因组全长约为１２ｋｂ，分为两个编码区，每

个编码区均含有一个开放阅读框（ＯＲＦ）。ＯＲＦ１编码

病毒的非结构蛋白（ｎｓＰ１、ｎｓＰ２、ｎｓＰ３和ｎｓＰ４），主要

负责病毒的转录和复制，ＯＲＦ２编码病毒的结构蛋白

（Ｃ、Ｅ１、Ｅ２和Ｅ３），即衣壳蛋白和包膜蛋白
［３］。该病

毒于１９５２年在坦桑尼亚南部尼瓦拉州被首次发现，随

后病毒相继传入欧洲南部、印度洋沿岸及亚洲的东南

部，并在世界范围引起流行［４－７］。我国于１９８７年在云

南西双版纳地区首次发现ＣＨＩＫＶ感染病例，并成功

从感染者的血液中分离出该病毒［８］。ＣＨＩＫＶ主要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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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基孔肯雅热（ＣＨＩＫＦ），传播媒介为埃及伊蚊和白纹

伊蚊。ＣＨＩＫＦ是一种急性发热性疾病，有研究表明超

过９０％以上的感染者表现为发热、关节痛和肌肉痛，

少数感染者会出现皮疹、恶心和呕吐等症状［９－１０］。虽

然该病的致死率低，但在蚊媒密度较高地区容易形成

大规模的暴发和流行。ＣＨＩＫＶ 的潜伏期为２～１２

ｄ
［１１］，这给ＣＨＩＫＶ感染的早期诊断带来了巨大的挑

战。

目前，对于基孔肯雅病毒的实验室检测方法主要

以普通ＰＣＲ检测为主，但该方法易污染，敏感性低，检

测耗时长且不能进行准确定量［１２－１３］，不适合进行准

确、快速检测。因此，亟待建立一种快速、高效的检测

方法。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不仅实现了ＰＣＲ从定性到

定量的跨越，而且还具有灵敏度高、特异性强、重复性

好、成本低、操作简便和不易污染等优点，已在病原微

生物检测、临床样品检测和基因研究等方面得到广泛

应用［１４］。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Ｉ为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

常用的荧光染料，性价比高，且对引物的特异性要求

低，便于操作。本研究拟建立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Ｉ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ＰＣＲ检测方法，并评价其敏感性和特异性，以期

用于基孔肯雅病毒感染的早期诊断。

材料与方法

１　材料

１．１　病毒及蚊虫样品　寨卡病毒（Ｚｉｋａｖｉｒｕｓ）、登革

病毒（Ｄｅｎｇｕｅｖｉｒｕｓ）和乙型脑炎病毒（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Ｅｎ

ｃｅｐｈａｌｉｔｉｓｖｉｒｕｓ）等均由军事兽医研究所分子病毒学与

免疫学实验室保存；９３份蚊虫样品于２０１９年捕自云

南省普洱市。

１．２　主要试剂及仪器　ＴＩＡＮｐｒｅｐＭｉｎｉＰｌａｓｍｉｄＫｉｔ

质粒小提试剂盒购自天根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ＴｒｉｚｏｌＴｏｔａｌＲＮＡ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Ｋｉｔ购自生工生物工程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ＤＬ２０００购自大

连ＴａＫａＲａ公司；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ＩＰＣＲＭａｓｔｅｒＭｉｘ购

自美国Ｐｒｏｍｅｇａ公司。Ｐｒｉｓｍｒ７５００型荧光定量ＰＣＲ

仪购自美国应用生物系统公司（ＡＢＩ）

２　方法

２．１　引物的设计与合成　根据 ＮＣＢＩ上已发表的

ＣＨＩＫＶＥ１基因序列（ＧｅｎＢａｎｋ登录号：ＪＸ０８８７０５），

利用Ｐｒｉｍｅｒ５．０设计合成一对特异性引物，ＣＨＩＫＶ

Ｆ： ５′ＴＣＴＡＴＡＡＣＡＴＧＧＡＣＴＡＣＣＣＧＣＣＣ３′ ；

ＣＨＩＫＶＲ：５′ＡＧＣＣＡＧＡＴＧＧＴＧＣＣＴＧＡＧＡＧＴ３′，

扩增片段大小为１６８ｂｐ。引物由生工生物工程（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合成。

２．２　标准品质粒的制备　将菌液接种于氨苄青霉素

抗性的液体ＬＢ培养基中，３７℃震荡培养１２ｈ，按照

ＴＩＡＮｐｒｅｐＭｉｎｉＰｌａｓｍｉｄＫｉｔ质粒小提试剂盒说明书

提取质粒，－４０℃保存备用。

２．３　ＣＨＩＫＶ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Ｉ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方法的

建立及反应条件的优化

２．３．１　反应体系及条件的优化　以标准品质粒为模

板进行ＰＣＲ扩增，对反应体系、反应条件（退火温度及

循环数）等条件进行优化。以Ｃｔ值最小，荧光值最高

且在熔解曲线中只出现特异性峰来确定最佳反应条

件。

２．３．２　标准曲线的建立　通过测定质粒的浓度计算

标准质粒的拷贝数浓度，并将标准质粒进行１０倍倍比

稀释，选择６．９４×１０
０
～６．９４×１０

８
ｃｏｐｉｅｓ／μｌ的质粒为

模板，采用优化的反应条件进行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Ｉ荧光

定量ＰＣＲ扩增，建立标准曲线和熔解曲线。

２．３．３　敏感性检测　以１０倍倍比稀释的标准质粒为

模板分别进行普通ＰＣＲ与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Ｉ荧光定量

ＰＣＲ扩增，比较两种方法检出的最低拷贝数浓度，同

时设置阴性对照。

２．３．４　特异性检测　以ＺＩＫＶ、ＤＥＮＶ和ＪＥＶ 基因

组ＤＮＡ为模板，采用优化的反应体系和条件进行

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Ｉ荧光定量ＰＣＲ扩增，分析其特异性。

２．３．５　重复性检测　利用ｄｄＨ２Ｏ对标准质粒进行

１０倍梯度稀释，选取３个稀释梯度（６．９４×１０
６
～６．９４

×１０
４
ｃｏｐｉｅｓ／μｌ）的标准质粒作为模板，分别进行３次

组内与组间平行试验，计算组内和组间的Ｃｔ值误差及

变异系数，验证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Ｉ荧光定量ＰＣＲ方法的

重复性。

２．４　样品检测　将９３份蚊虫样品根据 Ｔｒｉｚｏｌ总

ＲＮＡ抽提试剂盒说明书提取ＲＮＡ，并反转录为ｃＤ

ＮＡ，分别采用建立的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Ｉ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方

法和普通ＰＣＲ方法进行检测，比较两种方法的阳性

率。

结　果

１　优化的反应条件

通过对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Ｉ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反应体系和

条件进行优化，确定最终反应体系如下：２×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ＩＭａｓｔｅｒＭｉｘ１０μｌ，混合引物１μｌ，模板１μｌ，

ｄｄＨ２Ｏ８μｌ。反应条件：９５℃５ｍｉｎ；９５℃１５ｓ；６０

℃１ｍｉｎ。

２　标准曲线

将标准品质粒（ｐＵＣ５７ＣＨＩＫＶ）进行１０倍梯度

稀释，选择其中的６．９４×１０
０
～６．９４×１０

８
ｃｏｐｉｅｓ／μｌ，进

行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Ｉ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扩增，生成标准曲线

（图１）。其斜率为－３．５７３，线性回归方程为ｙ＝－３．

５７３ｘ＋３８．９２７，Ｒ
２ 为０．９９７。

·６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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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犆犎犐犓犞荧光定量犘犆犚标准曲线

犉犻犵．１　犛狋犪狀犱犪狉犱犮狌狉狏犲狊狅犳犆犎犐犓犞犫狔犛犢犅犚犌狉犲犲狀犐狉犲犪犾狋犻犿犲犘犆犚

３　熔解曲线

利用优化的反应条件对各个稀释梯度的标准品进

行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Ｉ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扩增，进行熔解温度

分析，结果见图２。在８４．０℃左右可见狭窄、单一的

特异性熔解峰，熔解峰高度与标准品质粒的拷贝数浓

度关系呈正相关。

　　

图２　犆犎犐犓犞犛犢犅犚犌狉犲犲狀犐狉犲犪犾狋犻犿犲犘犆犚扩增熔解曲线

犉犻犵．２　犕犲犾狋犻狀犵犮狌狉狏犲狅犳犆犎犐犓犞犫狔犛犢犅犚犌狉犲犲狀犐狉犲犪犾狋犻犿犲犘犆犚

４　方法的敏感性

以１０倍倍比稀释的标准质粒为模板，分别进行普

通ＰＣＲ和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Ｉ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扩增，结果见

图３和图４。优化条件后的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Ｉ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检测下限为０．６９４ｃｏｐｉｅｓ／μｌ，而普通ＰＣＲ的检

测下限为６９４ｃｏｐｉｅｓ／μｌ，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Ｉ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

方法检测ＣＨＩＫＶ的敏感性是普通ＰＣＲ方法的１０００

倍。

５　方法的特异性

以ＺＩＫＶ、ＤＥＮＶ和ＪＥＶ基因组ＤＮＡ为模板进

行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Ｉ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扩增，结果见图５。

ＺＩＫＶ、ＤＥＮＶ及ＪＥＶ均未出现特异性扩增，建立的荧

·７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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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定量ＰＣＲ方法特异性良好。

　　

１～１０　６．９４×１０
８
～６．９４×１０

－１
ｃｏｐｉｅｓ／μｌ

图３　犛犢犅犚犌狉犲犲狀犐狉犲犪犾狋犻犿犲犘犆犚敏感性分析

犉犻犵．３　犛犲狀狊犻狋犻狏犻狋狔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犛犢犅犚犌狉犲犲狀犐狉犲犪犾狋犻犿犲犘犆犚

　　

Ｍ　ＤＮＡ标志物（ＤＬ２０００）　１～１０　６．９４×１０
８
～６．９４×１０

－１

ｃｏｐｉｅｓ／μｌ　Ｎ　阴性对照
图４　普通犘犆犚敏感性分析

Ｍ　 ＤＬ２０００ 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　１－１０６．９４×１０
８
－６．９４×

１０
－１
ｃｏｐｉｅｓ／μｌ　Ｎ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犉犻犵．４　犛犲狀狊犻狋犻狏犻狋狔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犘犆犚

６　试验的重复性

以３个不同的稀释倍数（６．９４×１０
６
～６．９４×１０

４

ｃｏｐｉｅｓ／μｌ）的质粒为模板，利用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Ｉ荧光定

量ＰＣＲ分别进行３次组内和组间的重复性试验，结果

见表１和表２。组内和组间变异系数分别在０．８７％～

１．２７％和１．１０％～１．２７％之间，阴性对照无特异性扩

增，表明该方法具有良好的重复性。

　　

图５　犆犎犐犓犞犛犢犅犚犌狉犲犲狀犐狉犲犪犾狋犻犿犲犘犆犚特异性分析

犉犻犵．５　犛狆犲犮犻犳犻犮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狋犺犲犛犢犅犚犌狉犲犲狀犐狉犲犪犾狋犻犿犲犘犆犚

表１　荧光定量犘犆犚检测犆犎犐犓犞的组内统计

犜犪犫犾犲１　犛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犆犎犐犓犞犱犲狋犲犮狋犻狅狀犫狔犳犾狅狉犲狊犮犲狀犮犲狇狌犪狀狋犻狋犪狋犻狏犲

狉犲犪犾狋犻犿犲犘犆犚狑犻狋犺犻狀狋犺犲犵狉狅狌狆狊

标准模板（拷贝／μｌ）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同一批次３个重复的Ｃｔ值

Ｃｔｖａｌｕｅｏｆｉｎｔｒａａｓｓａｙ

１ ２ ３

平均值±

标准差

（ｘ±ｓ）

变异系数

（ＣＶ％）

６．９４×１０
６ １３．８１ １４．０８ １３．８４ １３．９１±０．１２ ０．８７

６．９４×１０
５ １８．０５ １７．７４ １７．８３ １７．８７±０．１３ ０．７４

６．９４×１０
４ ２１．２０ ２１．５７ ２０．９１ ２１．２３±０．２７ １．２７

表２　荧光定量犘犆犚检测犆犎犐犓犞的组间统计

犜犪犫犾犲２　犛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犆犎犐犓犞犱犲狋犲犮狋犻狅狀犫狔犳犾狅狉犲狊犮犲狀犮犲狇狌犪狀狋犻狋犪狋犻狏犲

狉犲犪犾狋犻犿犲犘犆犚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犵狉狅狌狆狊

标准模板（拷贝／μｌ）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同一批次３个重复的Ｃｔ值

Ｃｔｖａｌｕｅｏｆｉｎｔｒａａｓｓａｙ

１ ２３

平均值±

标准差

（ｘ±ｓ）

变异系数

（ＣＶ％）

６．９４×１０
６ １４．０８ １４．２２ １３．８４ １４．０５±０．１５ １．１０

６．９４×１０
５ １７．７４ １７．８３ １７．３５ １７．６４±０．２１ １．１６

６．９４×１０
４ ２１．５７ ２１．１８ ２０．９１ ２１．２２±０．２７ １．２７

７　样品检测

利用建立的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Ｉ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方法对

蚊虫样品进行检测，阳性率为２．１５％ （２／９３）。其中，

Ｃｔ值分别为２８．３７７和３３．２１，拷贝数分别为８９６．８１

ｃｏｐｉｅｓ／μｌ和３９．８１ｃｏｐｉｅｓ／μｌ。而普通ＰＣＲ检测出的

样品阳性率为１．０７％（１／９３）。表明建立的 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Ｉ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检测ＣＨＩＫＶ比普通ＰＣＲ敏

感。

讨　论

基孔肯雅病毒为重要的虫媒病毒，近年来随着全

球气候的变暖加上各国之间的交往越发频繁，增大了

基孔肯雅病毒传播和大暴发的几率。多数情况下基孔

肯雅病毒感染后的早期临床症状与很多热带感染性疾

病的早期临床症状相似，如ＺＩＫＶ、ＤＥＮＶ和钩端螺旋

体病［１５－１６］等，这给临床早期诊断增加了困难。实时荧

光定量ＰＣＲ用于目的基因的检测具有灵敏、特异的优

·８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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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目前，已有多种病毒性疾病采用荧光定量ＰＣＲ方

法进行检测，并且取得了一定的进展［１７］。

２０１６年，Ｗａｎｇ等
［１８］针对基孔肯雅病毒Ｅ１区域

设计引物，建立了基孔肯雅病毒 ＴａｑＭａｎ荧光定量

ＰＣＲ检测方法，但探针法对引物及其探针的设计要求

高且价格昂贵。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Ｉ染料法利用其与双链

ＤＮＡ分子结合发光的特性来指示扩增产物的增加，并

且只需要两个检测通道，对荧光定量ＰＣＲ仪器的适应

性强［１９－２０］，相比探针法其优势在于对引物的设计要求

较低，操作简便且价格低廉。本研究，根据ＮＣＢＩ上已

公布的基孔肯雅病毒Ｅ１基因序列设计了１对特异性

引物，通过对ＰＣＲ反应体系和条件进行筛选和优化，

以标准品质粒为模板建立一种针对基孔肯雅病毒的

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Ｉ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检测方法。结果显示，

建立的ＰＣＲ方法检测的标准品与Ｃｔ值在６．９４×１０
０

～６．９４×１０
８
ｃｏｐｉｅｓ／μｌ范围内呈良好的线性关系，相

关系数Ｒ
２ 为０．９９７，检测下限为０．６９４ｃｏｐｉｅｓ／μｌ，比

Ｗａｎｇ等
［１８］建立的ＴａｑｍａｎＰＣＲ检测的３．５ｃｏｐｉｅｓ／

μｌ的灵敏度提高一个数量级。利用该方法检测

ＺＩＫＶ、ＤＥＮＶ和ＪＥＶ均未出现特异性扩增，所有稀释

倍数的标准品均在８４．０℃左右出现特异性熔解峰。

组间和组内重复性试验表明，Ｃｔ值的变异系数均小于

２％，保证了荧光定量检测结果的重复性。用建立的

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Ｉ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方法对９３份蚊虫样品

进行检测，阳性率为２．１５％（２／９３），高于普通ＰＣＲ法

的阳性率１．０７％，表明建立的荧光定量方法更加灵

敏。

本研究建立了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Ｉｒｅａｌｔｉｍｅ荧光定量

ＰＣＲ方法，与普通ＰＣＲ方法相比灵敏度高、特异性

好，可望用于基孔肯雅病毒感染的快速检测。

【参考文献】

［１］　ＲａｓｈａｄＡＡ，ＭａｈａｌｉｎｇａｍＳ，ＫｅｌｌｅｒＰＡ．Ｃｈｉｋｕｎｇｕｎｙａｖｉｒｕｓ：ｅ

ｍｅｒｇｉｎｇｔａｒｇｅｔｓａｎｄｎｅｗ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Ｊ］．ＪＭｅｄＣｈｅｍ，２０１４，５７（４）：１１４７－６６．

［２］　张金勇，肖朋朋，孙文超，等．基孔肯雅病毒Ｅ１基因重组腺病毒

的构建、鉴定及稳定性［Ｊ］．中国兽医学报，２０１８，３８（４）：７０９－

１５．

［３］　李晓．基孔肯雅病毒核酸检测方法建立和结构蛋白Ｅ２单克隆抗

体的制备及鉴定［Ｄ］．北京：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武汉

病毒研究所），２０１８．

［４］　ＢａｒｔｏｎＤＪ，ＳａｗｉｃｉｋｉＳＧ，ＳａｗｉｃｉｋｉＤＬ．Ｓｏｌｕ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ｍｕ

ｎｏ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ｐｈａｖｉｒｕｓ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Ｊ］．ＪＶｉｒｏｌ，

１９９１，６５（３）：１４９６－５０６．

［５］　ＧｒａｔｚＮＧ．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ｖｅｃｔｏｒ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Ａｅｄｅｓａｌｂｏｐｉｃｔｕｓ

［Ｊ］．ＭｅｄＶｅｔＥｎｔｏｍｏｌ，２００４，１８（３）：２１５－２７．

［６］　ＳｔａｐｌｅｓＪＥ，ＢｒｅｉｍａｎＲＦ，ＰｏｗｅｒｓＡＭ．Ｃｈｉｋｕｎｇｕｎｙａｆｅｖｅｒ：ａｎｅｐ

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ａｒｅ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Ｃｌｉｎ

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２００９，４９（６）：９４２－８．

［７］　ＤｅｅｂａＦ，ＨａｉｄｅｒＭＳＨ，ＡｈｍｅｄＡ，ｅｔ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ｋｕｎｇｕｎｙａｖｉｒｕｓ［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

Ｉｎｆｅｃｔ，２０２０（１４８）：ｅ６３．

［８］　凡敏．基孔肯亚与辛德毕斯病毒检测基因芯片的建立及初步应用

［Ｄ］．长春：吉林农业大学，２０１２．

［９］　ＡｇａｒｗａｌＡ，ＳｉｎｇＡＫ，ＳｈａｒｍａＳ，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ＲＴＰＣＲｉｎｖｅｃｔｏｒ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ａｎ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ｋｉ

ｎｅｔｉｃｓｏｆａｎ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ｎｏｖｅｌＥＣＳＡ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ｏｆＣｈｉｋｕｎｇｕｎｙａｖｉｒｕｓ

ｉｎＡｅｄｅｓａｅｇｙｐｔｉ［Ｊ］．ＪＶｉｒｏ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２０１３，１９３（２）：４１９－２５．

［１０］　高晶晶．基孔肯雅热疫苗的研发［Ｊ］．微生物学免疫学进展，

２０１８，４６（５）：１０３．

［１１］　ＭｏｈａｎＡ，ＫｉｒａｎＤＨ，ＭａｎｏｈａｒＩＣ，ｅｔａｌ．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Ｃｈｉｋｕｎｇｕｎｙａｆｅｖｅｒ：ｌｅｓｓｏｎｓ

ｌｅａｒｎ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ｅ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Ｊ］．ＩｎｄｉａｎＪＤｅｒｍａｔｏｌ，

２０１０，５５（１）：５４－６３．

［１２］　丁天翊，潘阳阳，何罖闳，等．快速检测奶牛乳房炎四种病原菌

的多重ＰＣＲ方法的建立及应用［Ｊ］．中国兽医科学，２０１８，４８

（１）：１９－２６．

［１３］　刘波，郭红艳．基于 ＴａｑＭａｎ探针的荧光定量 ＰＣＲ 技术在

ＰＣＶ２检测中应用研究［Ｊ］．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２０１５，１０（２）：

１３９－４３．

［１４］　吴文辉．寨卡病毒、登革病毒、黄热病毒及基孔肯雅病毒多重实

时荧光ｑＲＴＰＣＲ检测方法的研究［Ｄ］．厦门：厦门大学，２０１８．

［１５］　吴照春，吴家兵．寨卡病毒病研究进展［Ｊ］．华南预防医学，

２０１６．４２（５）：４８７－９０．

［１６］　ＡｎｗａｒＳ，Ｔａｓｌｅｍ ＭＪ，ＫｈａｎＭＦ，ｅｔａｌ．Ｃｈｉｋｕｎｇｕｎｙａ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ｉｎ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２０１７）：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ｈｅ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Ｊ］．

ＰｌｏｓＮｅｇｌｅｃｔＴｒｏｐＤｉｓ，２０２０，１４（２）：ｅ０００７４６６．

［１７］　ＡｍｅｒＨＭ，ＡｌｍａｊｈｄｉＦ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Ｉｂａｓｅｄ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ＲＴＰＣＲａｓｓａｙｆｏ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ｏｖｉｎｅ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Ｊ］．ＭｏｌＣｅｌｌＰｒｏｂｅｓ，２０１１（２５）：１０１－７．

［１８］　ＷａｎｇＳＭ，ＡｌｉＵＨ，ＳｅｋａｒａｎＳＤ，ｅｔａ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ｋｕｎｇｕｎｙａｖｉｒｕｓｂｙ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ＲＴＰＣＲａｓｓａｙ［Ｊ］．Ｍｅｔｈ

ｏｄｓＭｏｌＢｉｏｌ，２０１６（１４２６）：１０５１７．

［１９］　朱彤，赵贵民，沈付娆，等．牛肠道病毒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Ⅰ实时荧

光定量ＰＣＲ检测方法的建立及初步应用［Ｊ］．病毒学报，２０１５，

３１（５）：４８８－９３．

［２０］　ＣｈｅｎＨ，ＰａｒｉｍｅｌａｌａｇａｎＭ，ＬａｉＹＬ，ｅｔ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ｂａｓｅｄ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ＲＴＰＣＲａｓ

ｓａｙｆｏｒ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ｒｏｔｙｐｉｎｇｏｆＤｅｎｇｕｅａｎｄ

Ｃｈｉｋｕｎｇｕｎｙａｖｉｒｕｓｅｓ［Ｊ］．ＭｏｌＤｉａｇｎ，２０１５，１７（６）：７２２－８．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４１５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００６２９

·９９７·

中 国 病 原 生 物 学 杂 志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犘犪狋犺狅犵犲狀犅犻狅犾狅犵狔
　
２０２０年７月　第１５卷第７期

Ｊｕｌ．２０２０，　Ｖｏｌ．１５，Ｎｏ．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