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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建立一种基于微滴式数字 PCR（ddPCR）技术的α珠蛋白基因αααanti-3.7 快速检测方法。方法 以β-actin 为参比基因、
α1
基因 X1/Y1 盒之间的差异性序列为目的基因代表性扩增子，
设计特异性引物和 TaqMan 探针，
建立基于 ddPCR 技术的拷贝数定
量方法；
检测 28 例已知基因型和 60 例临床样本，
评价此方法的灵敏度和准确性。结果 采用本研究建立的方法，
28 例已知基因
与 MLPA 的验证结果一致；
方法学评价结果显
型样本的检测结果均与靶基因型结果相符；
60 例临床样本中检出 5 例αα/αααanti-3.7，
操作简单快速、
示此ddPCR体系的灵敏度与准确性均达 100%。结论 建立了一种α珠蛋白基因αααanti-3.7 三联体ddPCR检测方法，
结果准确可靠，
可应用于人群筛查和临床常规分子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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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rapid method for detection of alpha-globin gene αααanti-3.7 based on droplet digital PCR
(ddPCR) technique. Methods The differential sequence between the X1 and Y1 box of α1 gene was selected as the amplicon of
the target gene with β-actin as the reference gene. The specific primers and TaqMan probes were designed, and then a
quantitative method for detecting the copy number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ddPCR technique. The sensitivity and accuracy
of the method were evaluated by detecting 28 samples of known genotypes and 60 clinical samples. Results The ddPCR-based
method accurately identified the genotypes of all the 28 samples with known genotypes and detected 5 cases of αα/αααanti-3.7
from the 60 clinical samples, and the results were verified by MLPA. The sensitivity and accuracy of this method were both
100% for detecting alpha-globin gene αααanti-3.7. Conclusion This ddPCR-based method for detecting αααanti-3.7 triplet can be
applied for population screening and in routine clinical molecular diagnosis with simple operation, rapid analysis and
accurate results.
Keywords: digital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globin gene; multi-copy; Thalassemia

β-地中海贫血（简称
“β-地贫”
）是我国南方省区高
发的严重致死致残单基因遗传病之一，
据其临床表型可
以分为重型、
轻型和中间型3种主要类型［1-3］。其中中间
型β-地贫的表型多样，
轻者只有轻微地贫表征，
可无明
显临床症状；
而重者需要不定时输血，
出现肝脾肿大等
明显症状。中间型β-地贫的分子基础比较复杂，
其病理
学机制是源于α-和β-类珠蛋白不平衡的程度。β-地贫杂
合子合并α珠蛋白基因三联体或四联体，
可加剧珠蛋白
比例失衡，使患者由无临床症状转变为中间型地贫
表型［4-6］。αααanti-3.7为α珠蛋白基因三联体，
在人群中有一
［7-9］
anti-3.7
定的基因频率 。ααα
的检测，
在中间型β-地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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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机制研究、
临床诊断、
治疗方案及预后中，
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但目前尚无稳定有效而操作简单的检测方
法。本研究即采用微滴式数字PCR（ddPCR）技术，
建立
anti-3.7
了一种快速检测α珠蛋白基因ααα
三联体的方法，
报
道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1.1.1 已知基因型标本 从本实验室样本资源库中，
选
取基因型为αα/αα（正常基因型）gDNA 标本 20 例，αα/
αααanti-3.7（α珠蛋白基因三联体）gDNA标本8例。所有标
本来自 2015 年~2016 年在本实验室进行基因诊断的患
者或孕妇，
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基因型均已采用 Wen
［10-11］
等报道的PCR方法 和α珠蛋白基因多重连接探针扩
［12-13］
增技术（MLPA）
予以验证。
1.1.2 临床标本 收集 2016 年 7 月~12 月在韶关市妇幼
保健院产前诊断中心进行地贫基因检测的外周血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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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例，
乙二胺四乙酸（EDTA）抗凝，
男、
女各 30 例，
年龄
3~40岁，
其中确诊为中间型β-地贫标本30例，
未检出地
贫基因携带的正常标本30例。所有受检者均已签署知
情同意书。
1.1.3 仪器与试剂 Bio-rad QX200 微滴式数字 PCR 仪
及配套 Digital PCR Supermixes、
Droplet DigitalTM PCR
Oils 等试剂耗材购自美国 Bio-rad 公司；
引物及探针由
上海英骏（Invitrogen）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成。
1.2 方法
1.2.1 基因组 DNA（gDNA）提取及研究样本准备 将临
床收集的 60 例外周血标本用血液基因组 DNA 提取试
剂盒（天根生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货号 DP348），
按操
作说明提取 gDNA。将临床标本和已知基因型标本
gDNA，
用灭菌双蒸水，
调其浓度至5~10 ng/µL备用。
1.2.2 引物及探针设计 α珠蛋白基因簇定位于16号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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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体 16p13.3，
包含两个高度同源的α2 和α1 基因，
α2 基
因X2、
Y2、
Z2盒分别与α1基因X1、
Y1、
Z1盒的DNA序
列相同。如图1所示αααanti-3.7形成和结构示意图，
其分子
3.7
机制是源于非等位交换，
进而分别形成-α 和αααanti-3.7携
带单倍型［14］。据图2所示的基因拷贝数示意图，
如果以α
1基因X1与Y1之间的差异序列（箭头所示位置）为定量
靶标，
基因型为αα/αα的正常个体为2拷贝，
而基因型为
anti-3.7
αα/ααα
的个体为 3 拷贝。据此，本研究即以 X1 与
Y1之间的单一特异性序列为定量检测靶序列，
以7号染
色体上的看家基因β-actin为参比序列，
分别设计特异性
PCR引物和TaqMan探针（表1）。
1.2.3 α1 基因拷贝数微滴式数字 PCR（ddPCR）检测体
系的建立与优化 以 Bio-rad ddPCRTM Supermix for
Probes（No dUTP）为基本体系，
于同一反应管中加入对
应 目 的 基 因（α1）和 参 比 基 因（β-actin）扩 增 引 物 及

αα
αα

-α3.7
αααanti-3.7

图1 -α3.7和αααanti-3.7形成及结构示意图
Fig.1 Diagram showing the formation and structure of -α3.7 and αααanti-3.7.

αα/αα

αα/αααanti-3.7

图2 αα/αα和αα/αααanti-3.7基因拷贝数示意图
Fig.2 Diagram showing -α3.7 and αααanti-3.7 gene copies.

表1 引物和探针序列
Tab.1 Sequences of primers and probes
Gene

α1

β-actin

Sequences and fluorescence labels (5'-3')

Tm (℃)

F: tgaagggtgctgacctgatg

62.3

R: cagcctgagaaatcactgataagtc

60.6

T: HEX-atcttctgccagacccccagg-BHQ1

67.0

F: gtgaggaccctggatgtgac

60.4

R: gtctttcctgcctgagctgac

61.5

T: FAM-acacaccacaggaccccacagc-BHQ1

68.9

F: Forward primer. R: Reverse primer. T: TaqMan Probe.

Length (bp)

86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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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qMan探针、
gDNA模板，
于Bio-rad QX200 ddPCR系
统，
按操作说明进行扩增和检测分析，
根据检测结果对
体系组份进行优化调整，
建立稳定有效的α1 基因拷贝
数ddPCR检测体系。
1.2.4 检测方法的灵敏度和准确性验证与评价 应用本
研究建立的方法，
检测已备的28例已知基因型标本（αα/
αα标本 20 例，
αα/αααanti-3.7 标本 8 例）以评价此方法的准
确性与灵敏度；
检测已收集的60例临床样本，
并将所有
检出的阳性样本及10例随机阴性样本采用MLPA方法
（SALSA MLPA probemix P140-B4 HBA 试剂盒，
荷兰
MRC-Holland 公司产品）进行验证，
以评价此方法的应
用性。
然后将所有 88 例 gDNA 样本（28 例已知基因型样
本和60例已检测验证临床样本），
进行盲法编号后用本
方法检测，
以全面验证准确性与灵敏度。
2 结果
2.1 α1基因拷贝数微滴式数字PCR（ddPCR）检测体系
建立的检测体系总体积 20.0 μL，
包含 2×ddPCRTM
Supermix for Probes（No dUTP）10.0 μL、10 pmol/μL
α1 和β-actin 正反向引物及 TaqMan 探针各 0.5 μL、5~
10 ng/μL gDNA 1.0 μL、
灭菌双蒸水 4.0 μL。配制好的
PCR 扩增体系，
经混匀，
瞬时离心后，
于 Bio-rad ddPCR
系统配套QX200 Droplet Generator，
按操作说明制备微
滴；然后转移微滴至 96 孔 PCR 板，封膜后于 Bio-rad

C1000 Touch PCR仪进行扩增（PCR反应条件为95℃预
变性 6 min，
94℃ 30 sec+60℃ 30sec 30 个循环）。扩增
完成后，
将PCR反应板转移至Bio-rad ddPCR系统配套
QX200 Droplet Reader，按仪器和软件操作说明，进行
微滴计数及荧光信号检测。
2.2 检测数据及结果分析
仪器配套软件分别显示具有 FAM 和 HEX 荧光信
号微滴数（即目的序列拷贝数）的绝对值及分布直方图，
FAM 标记的为 2 拷贝的参比基因，
HEX 记的为待检的
目的基因，
如果HEX通道的荧光微滴数与FAM通道的
荧光微滴数之比≈1，
待检目的基因的拷贝数为2；
如果≈
1.5，
则待检目的基因的拷贝数为3。
2.3 28例已知基因型样本检测结果
经检测分析，
20例为αα/αα的正常基因型，
8例为αα/
anti-3.7
ααα
的α珠蛋白基因三联体，各样本的基因型检测
结果与已知基因型结果相符。基因型分别为αα/αα和
αα/αααanti-3.7 的 ddPCR 检测结果如图 3 所示：已知参比
基因相对拷贝数为 2，图中右侧所检样本检测结果显
示，参比基因目的序列拷贝数为 1460，α1 基因目的序
列拷贝数为 1459，比例≈1，即说明α1 基因的相对拷贝
数也为 2，此样本的基因型为αα/αα；而图中左侧所检
样本的参比基因与α1 基因目的序列拷贝数为 1713∶
2565≈1.5，即说明α1 基因的相对拷贝数为 3，此样本
的基因型为αα/αααanti-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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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αα/αααanti-3.7和αα/αα ddPCR检测结果图
Fig.3 Results of αα/αααanti-3.7 and αα/αα detection using the ddPCR-based method.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fluorescence drops of
the reference gene and the target gene; B and C: Fluorescence drop distribution histograms of the two genotype samples,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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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60例临床标本检测结果
将收集的 60 例临床样本，
采用本研究建立的方法
进行检测，30 例中间型β-地贫标本中，检出 3 例为αα/
αααanti-3.7；
30例正常样本中，
检出2例αα/αααanti-3.7。5例阳
性样本及随机选取的 10 例阴性样本，
经 MLPA 方法验
证，
两种方法的检测结果相符。
2.5 盲法编号样本检测灵敏度与准确性评价
采用本方法检测88例盲法编号样本的基因型结果
均与靶基因型相符，
准确性与灵敏度均达100%（表2）。
表2 88例盲法样本的检测结果统计分析表
Tab.2 Detection results of 88 blind samples using the
ddPCR-based method
Genotypic results of this method
Target genotype

Total
αα/αα

αα/αααanti-3.7

75

0

75

αα/ααα

0

13

13

Total

75

13

88

αα/αα
anti-3.7

3 讨论
地中海贫血的病理学机制是α-和β-类珠蛋白不平
衡，其临床症状的轻重与珠蛋白比例失衡程度直接
相关［15-18］。研究已经表明，
β-地贫杂合子和并α珠蛋白基
因多拷贝是中间型β-地贫的重要分子基础之一［9］。分子
流行病学研究报道-α3.7缺失突变在广东和广西人群中的
携带率分别高达 3.10%和 4.78%，仅次于--SEA 突变类
型［19-21］。如图 1 所示配子生成过程中α珠蛋白基因的非
等位交叉产生了-α3.7 缺失和αααanti-3.7 三拷贝两种等位基
因，
由此可推断与-α3.7缺失对应的αααanti-3.7在我国南方人
群中有一定的携带率，
只是由于检测方法等多方面的局
限，
目前尚未获得相应的数据资料。
αααanti-3.7 的检测方法，
最早是采用 PCR 扩增给合酶
［22］
切电泳 。2003年所报道的方法，
则根据非等位交叉而
形成融合基因的序列特征（于图 1 所示形成的Z1/Z2融
合基因），
于两端设计特异性引物进行 PCR 扩增、
凝胶
［10-11］
电泳目的产物分析进行检测 ，
此方法在一定程度上
简化了操作，
但由于α珠蛋白基因DNA序列高GC、
高同
源，
特异性引物只能选择Y1/Z1和Z2/X1之间的差异序
列（图 1），
所以此检测体系为高 GC 目的序列长片段扩
增，
扩增时间长且易出现扩增失败导致假阴性结果。随
着 MLPA 技术的应用，
近年来多采用此方法进行α珠蛋
白基因多拷贝检测，
此方法结果准确，
但需经DNA杂交
过夜、
PCR 扩增、
毛细管电泳等步骤，
操作繁琐、
设备要
［23-24］
求高，
不适合大规模常规检测 。
据图1，
2所示的αααanti-3.7结构基础，
采用合适的技术
策略对α1 基因拷贝数进行准确定量，
即可实现αααanti-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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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检测。目前普遍采用的 Real-Time 定量 PCR 技
术，
能准确分析的拷贝数比例为1∶2，
而不适应于拷贝数
比 例 为 2:3 的 αα/αααanti-3.7 检 测［25］。 微 滴 式 数 字 PCR
（ddPCR）是 Bio-rad 公司近年推出的专利技术，
在传统
的 PCR 扩增前对样品进行微滴化处理，
即将含有核酸
分子的反应体系分成成千上万个纳升级的微滴，
其中每
个微滴不含或含一至数个待检靶分子，
扩增后对微滴进
行逐个检测，
根据泊松分布原理及荧光信号的有无，
即
可得出靶分子的初始拷贝数或浓度，
实现原始模板的绝
［26-27］
对定量
。本方法的技术原理就是在α1 基因的特异
性单一序列区域，
选取非高GC短片段（<90 bp）扩增子，
采用ddPCR技术对α1基因进行拷贝数定量。实验结果
显示，
本研究建立的方法，
能对靶基因DNA目的序列进
行绝对定量，
参比基因与目的基因比例直接反映α1 基
因拷贝数。应用此方法对28例已知基因型样本的检测
结果均与靶基因型结果相符，
60例临床样本的检测结果
也与验证结果一致，
灵敏度与准确性均达100%。与目
前采用的 MLPA 技术相比较，
本方法在 PCR 扩增完成
后直接将反应板置于 QX200 Droplet Reader 仪器平台
进行自动化检测与分析，
2-3h 即可获得检测结果，
无其
它中间环节而操作简单，
且结果准确、
检测成本低，
适合
大规模常规检测。
总言之，
本研究建立的方法，
为当前地贫的临床诊
断及相关基础研究提供了一种α珠蛋白基因αααanti-3.7 快
速检测新体系，
是数字PCR技术在此领域的应用，
也为
anti-4.2
诸如ααα 、
SMN 等基因拷贝数相关单基因遗传病的
ddPCR检测方法学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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