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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法恒温猪圆环病毒 II 型检测试剂盒》使用说明书 (版本 OH02) 

 

货号 

PCV21 

储存条件 

该产品在常温下运输，收到产品后请放于-20 ℃保存，该条件下，至少 2年内仍然有活性。 

产品用途 

《一步法恒温猪圆环病毒 II型检测试剂盒》主要用于检测活体猪的鼻腔、肛门或者猪的肾、肺、

脾脏、淋巴结等组织是否携带猪圆环病毒 II 型（Porcine Circovirus Type 2，PCV2）。本产品仅

用于基础研究。 

产品简介  

猪圆环病毒 II 型（Porcine Circovirus Type 2，PCV2）是引起仔猪断奶后多系统衰竭综合征

(Postweaning Multisystemic Wasting Syndrome, PMWS)的主要病原。PMWS 临床上以断奶猪呼吸急

促成困难．腹泻、贫血、明显的淋巴结病变和进行性消瘦为主要特征。该病的发病率不高，但死亡

率相对较高。此外，PCV2还与猪皮炎与肾病综合症(Porcine Dermatitis and Nephropathy Syndrome, 

PDNS)等疾病密切相关。目前, PCV2 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 给各国养猪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PCV2的快速诊断对于养猪业意义重大。 

目前，PCV2 的诊断方法主要有：（一）病毒分离法。该方法由于费时费力而不适于临床的快速

检测。（二）血清学方法。由于病毒感染后特异性抗体出现较晚，血清学方法难以用于 PPV 的早期

诊断。（三）PCR法。但是 PCR法也有明显的缺点：（1）耗时，整个过程大约需要 3个小时；（2）

操作复杂，需要专业人员操作；（3）PCR 产物的电泳，需要用到 EB 等潜在的致癌物质；（4）需要

用到 PCR仪、电泳槽、凝胶成像仪、离心机等仪器。 

相对于 PCV2的 PCR法检测，《一步法恒温猪圆环病毒 II型检测试剂盒》有如下几个优点：（1）

检测时间短，整个检测过程只需 1小时；（2）操作极其简单，一步即可完成，整个检测过程完全可

以由普通人员完成。（3）灵敏度高，是 PCR 法的 10-1000 倍，非常有利于疾病的早期诊断；（4）

扩增的产物无需电泳，可以通过指示剂的颜色变化直接肉眼判断反应结果；（5）无需用到 PCR仪、

电泳槽、凝胶成像仪、离心机等仪器，整个检测过程只需一个水浴锅。 

试剂盒组成 

（1）反应管，48 个。 
（2）水化溶液，1.5 mL 。 
（3）阳性对照 DNA，50 μL。 
（4）矿物油，1.5 mL。 

样品的准备 

 活体猪的鼻拭子样品（原理：PCV2 可通过呼吸道排毒）：使用无菌的棉签，来回蘸取猪的

鼻腔分泌物数下，此含鼻腔分泌物的棉签即可直接可用于检测。如不立即检测，样品可于

-20℃或-80℃保存。 

 活体猪的肛门拭子（原理：PCV2 可通过消化道排毒）：使用无菌的棉签，来回蘸取猪的肛

门数下（尽量将棉签插入猪的直肠内），将棉签放入含 0.1 mL 灭菌水的离心管内，搅动数

下后，丢弃棉签。如果此时含肛门蘸取物的灭菌水太脏，可以低速离心（1000 rpm，离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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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或者室温静止一段时间，然后取上清用于用于检测。如不立即检测，样品可于-20℃
或-80℃保存。 

 猪的组织：（1）将新鲜的或-80℃冻存的肾、肺、脾脏、淋巴结等组织，按照常规的哺乳动

物组织基因组 DNA 提取试剂盒或者方法进行提取，最后用灭菌水溶解提取好的 DNA（注

意：不得使用含 EDTA 的溶液进行溶解！否则会影响恒温扩增的酶活性）。如不立即检测，

样品可于-20℃或-80℃保存。（2）如果是已经提取并溶解在 TE（1 mM EDTA，10 mM Tris-HCl）

的病料组织基因组DNA，请用灭菌去离子稀释100倍（目的是使其中的EDTA含量低于0.05mM）

后，再进行检测。 

检测过程 

1. 反应：操作之前，请详细阅读后文的注意事项后，再进行操作。 

（1） 取反应管，分别标记为阳性对照管（Positive）、测试管（Test）和阴性对照管

（Negative），而后各加入 25 μL 的水化溶液，吹吸数次直到所有冻干粉剂彻底溶解

（冻干品较难溶解，需要缓慢吹吸约 30-50 下。此过程，如有大气泡产生或者小气泡

过多，必须去除，否则严重影响反应结果！气泡的去除方法请见注意事项），将所有

反应管盖子盖上，在另外一个房间内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2） 往阳性对照管中加入 1 μL 阳性对照 DNA，而往测试管中加入 1 μL 待测样品，阴性对

照管可以不加。 

（3） 选择以下方式之一进行反应：① 水浴内反应：往每个反应管内加入 25 μL 矿物油，以

防止水份挥发，盖上盖子，将反应管插入带孔的漂板内，放入已经升温到 61℃的水浴

内，准确反应 51分钟。② PCR仪上反应：有 PCR仪的实验室，尽量在 PCR仪上进行反

应，这样可以准确控制反应的时间和温度。PCR仪参数如下：61℃，51 min；20℃, ∞；

热盖温度，100 ℃。注：在带热盖的 PCR仪上进行反应，无需在反应管内加入矿物油。 

2. 结果判断： 61℃反应 51 分钟后，立刻取出反应管，放于室温。以一张白纸或白色泡沫盒

（优选白色泡沫）为背景，通过反应管溶液颜色的变化，即可判断检测结果。如果溶液为

蓝绿色，则说明样品中存在 PCV2；如果为粉红色或紫红色，则说明样品中没有 PCV2（如图

1）。 

 

 注意：如果 63℃反应 51分钟后，阳性对照没有呈现蓝绿色，说明酶活性由于某种原因

有所下降，可以考虑再在 63℃反应 5 分钟。如果 63℃反应 51 分钟后，阳性对照已经

呈现蓝绿色，不得再继续反应，否则会出现假阳性。 

 

 

图 1. 左边为阴性反应结果，右边为阳性反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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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 冻干品较难溶解，需要缓慢吹吸约 30-50 下，由于水化液中含有表面活性剂，吹吸过程很

容易产生气泡，如图 2A所示的液体表面少量小气泡不影响反应结果。但是如果小气泡过多

或者有图 2B所示的大气泡产生，则会严重影响反应结果，必须去除！气泡去除方法：（一）

盖上盖子，将反应管套在 0.5 mL的管子内，再将 0.5 mL的管子套入 1.5 mL的管子内，同

时剪掉 0.5 mL和 1.5 mL的离心管盖子，在普通台式离心机上，≧13000 rpm,离心 1分钟。

（二）盖上盖子，将反应管用手指捏住，用力甩动数下。经验证，此方法可以去除几乎所

有的大气泡，但是无法去除小气泡。（三）将反应管在室温静置 20-30 分钟，大部分气泡

可以自动消失。注：条件许可，尽量采取第一种方式去除气泡。 

 

图 2. (A)液体表面的少量小气泡，不影响反应;（B）大气泡，严重影响反应，必须去除。 

 

2. 如果一次同时进行大批量的检测（一次检测超过 30个样品），可以采取以下方式溶解冻干

粉：直接往每个反应管中加入 25 μL 的水化溶液（每加一管，更换新的吸头，以此保证每

次移液的准确性，同时防止将整管水化液污染），无需吹吸，盖上盖子后，室温静置 15分

钟以上（让冻干粉充分水化），用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反应管的上部，用右手食指轻弹反

应管的底部，使冻干粉彻底溶解。如果冻干粉无法彻底溶解，可以再在室温静置 5 分钟，

重复该操作。该方法有两个优点：（1）由于无需吹吸，不容易产生气泡；（2）进行大批

量检测时，可以节约很多时间。 

3. 由于恒温扩增所用的各种酶强烈依赖溶液中的二价离子，请确保所检测的DNA样品没有EDTA

等金属离子螯合剂（样品中 EDTA浓度不能超过 0.05 mM，最好没有）。所以：（1）请用去

离子水溶解提取好的样品DNA；（2）如果是已经提取并溶解在TE（1 mM EDTA，10 mM Tris-HCl）

的病料组织基因组DNA，请用灭菌去离子稀释100倍（目的是使其中的EDTA含量低于0.05mM）

后，再进行检测。 

4. 请确保反应之前：阴性、阳性和所有待测样品的颜色基本一致。如果个别样品，一旦加入，

反应管的颜色就与阴性、阳性明显不同，说明其中含有可干扰本系统正常指示效果的物质，

必须先去除或稀释。稀释方法：用灭菌水稀释 10-100倍后，再尝试。 

5. 在反应之前，水浴锅必须先升温到 61℃，再放入反应管。此外，必须用水银温度计测量水

温，确保水浴锅的温度准确。 

6. 在 61℃反应的时间必须准确计时，超过说明书规定的反应时间，可能会出现假阳性。个别

批次的最佳反应时间，可能会围绕 51分钟上下略有变化，如有变化，会在试剂盒中特别提

醒。如果没有特别提醒，请按此说明书进行反应，即 61℃，反应 51分钟。 

7. 防 DNA污染注意事项：（1）必须确保吸取水化液的移液枪本身没有残留的 PCV2。因此，最

好使用全新购买的移液枪。如果没有新购买的移液枪，至少应该使用没有进行过 PCV2核酸

抽提的移液枪吸取水化液。因为进行过 PCV2 核酸抽提的移液枪极有可能被 PCV2 污染。由

于本试剂盒非常灵敏，移液枪中吸附的微量 PCV2 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假阳性。（2）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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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带滤芯的吸头吸取水化液和阳性 PCV2等。如果没有带滤芯的吸头，至少应该使用新开

封的吸头。（3）吸取水化液并溶解冻干粉的房间，与用于样品前处理、加阳性对照 DNA、

样品 DNA的房间一定要分开。（4）样品前处理的各类吸头、棉签、离心管，以及吸取阳性

对照 DNA、待测样品 DNA的吸头，务必小心处理，请将其装入含有半瓶水的带盖的、可密封

的瓶子内，全部样品吸取完后，盖上瓶盖，以防止阳性 DNA 的挥发，造成环境的污染，从

而干扰检测结果。（5）反应后，请勿打开反应管的盖子，否则有可能造成检测环境的污染。

结果判断完后，将其用自封袋密闭，扔到另外一个房间的垃圾桶内。 

8. 反应结束后可以拍成彩色照片，作为检测结果依据。由于用手机拍的照片颜色失真很厉害，

拍照时请尽量用专业的数码相机并带闪光拍照（如果没有闪光，至少在光照条件好的窗口

或者台灯下拍照）这样阳性和阴性的色彩区分更好。 

9. 由于光照、是否开闪光以及各个相机的不同，阳性和阴性的拍照效果可能会与本说明书的

图示效果（图 1）略有不同，但不会影响到结果的判断。只要一个反应管呈明显的蓝绿色，

说明为阳性反应结果；而阴性反应可能会略有差异，只要总体呈粉红色或紫红色，则说明

为阴性反应结果。总之，反应后，阳性和阴性的颜色必须一眼就能看出区别，才说明检测

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