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说明书  
 
 
 
 

ID GENE® AFRICAN SWINE FEVER DUPLEX 
ID GENE® 非洲猪瘟病毒双重荧光 PCR 检测试剂盒 
检测非洲猪瘟病毒 DNA 的实时荧光定量 PCR 

 
 
 
 

病原 非洲猪瘟病毒（ASFV） 

核酸类型 DNA 

物种 猪，野猪或疣猪 

样本类型 

• 血清和全血（单个样本或最多 20 个样本的混合样） 
• 口咽液(单个样本或混合样本) 
• 组织 (脾脏，淋巴结，扁桃体，骨髓和肾脏。单个样本或者最多 20

个样本的混合样本) 

相关产品 
• ID Gene® 磁珠快速提取试剂盒 (MAGFAST384) 
• ID Gene® 硅柱通用提取试剂盒 (SPIN50 / SPIN250) 
• ASF 阳性提取对照 (PEC-ASF) 

产品代码和规格 
IDASF-50 
50 个反应 

IDASF-100 
100 个反应 

 
 
 
体外使用 
 
 
IDASF version 0619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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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产品特点 
ID Gene®非洲猪瘟病毒双重荧光 PCR 检测试剂盒是一个可用于特异性扩增非洲猪瘟病毒（ASFV）基因组中靶序列的荧

光 PCR 试剂盒。 
该试剂盒是定性的双重检测，可同时扩增靶基因和内源性对照基因。该试剂盒可用于检测家猪，野猪或疣猪的血清，

EDTA 抗凝全血，口咽液或组织（脾，淋巴结，扁桃体，骨髓和肾脏）样本。 通常可以对单个样本或最多 20 个样本的混

合样进行检测。 

试剂盒组成和贮存条件 
该试剂盒包含以下试剂： 
 

参考 组成成分 体积 描述 

PAC-ASF 阳性扩增对照 
100 µl 
1 管 
 (蓝色瓶盖) 

合成核酸 

ARM-ASF 扩增反应混合液 
400 µl 
1 / 2 管 
(白色瓶盖) 

含有 Taq 酶，引物，探针和寡核苷酸的即用型反应混合液。 
用于扩增和检测 ASFV 基因组和内源性非靶标阳性对照。 

 

自备器材 
使用的所有材料应具备适合分子生物学检测要求的质量。 

仪器： 

•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其通道能够读取以下荧光基团: FAM™ 和 HEX™或 VIC®。 

设备，消耗品和试剂： 
• 精密微量移液器，可量取 1 µl 至 1000 µl 的体积 
• 无核酸酶的带滤芯吸头 
• 1.5 ml 离心管 
• 96 孔 PCR 板或 PCR 管（光学质量与 PCR 仪兼容）和高透膜或盖 
• 冷藏架 

• 蒸馏水或无核酸酶(RNase/DNase)水 
 

提取和扩增对照 
建议在每次试验中使用以下对照： 

ASF 阳性提取对照（PEC-ASF），单独提供 
冻干的非洲猪瘟灭活病毒（用阴性全血稀释）。 该对照与样本以相同的方式进行准备和提取，用于验证核酸提取和 qPCR
扩增过程的效率并监测分析灵敏度的变化。 请参阅包装说明以进行复溶和存储。 

ASF 阳性扩增对照 (PAC-ASF) 
人工合成的靶基因核酸。该对照用于验证靶基因的扩增过程。  
注: 如果已使用 PEC-ASF 或其他内部标记样本作为阳性对照，则不必强制使用 PAC-ASF。 

内源性非靶标参考对照(NTPCen) 
该对照存在于待测样本的细胞中。 用于验证（1）细胞裂解和（2）非靶基因的扩增。 还可用于确认细胞的存在，明确样

本的质量。 该对照也可用于验证 PCR 扩增过程中是否存在抑制剂。 

阴性提取对照 (NEC) 
该对照应不含非洲猪瘟病毒。 该对照须与样本以相同的方式进行处理，包括样本预处理（如有必要）和核酸提取。 
此处样本使用阴性基质（NEC-matrix ）或无核酸酶的水（NEC-H2O）代替。 
注: 使用 NEC-matrix 时，请参阅所相关提取说明书。 

阴性扩增对照 (NAC) 
该对照包含 8 µl 反应混合液（ARM-ASF）和 5 µl 无核酸酶的水。 该对照用于验证每次试验是否存在气溶胶污染。 
 
 

所有试剂应贮存在 ≤ -16°C 条件下， 建议将试剂分装（最少 100 µl），以避免超过 3 次冻融。 



 

 
 3 / 4 

IDASF_ver0619_CN_doc2208 
 

 

核酸提取 

必须先从样本中提取非洲猪瘟病毒的 DNA，然后才能进行 qPCR 扩增。 

为了获得最佳效果，推荐使用以下 IDvet 提取试剂盒： 
 

描述 产品名称 产品编码 

磁珠提取系统 ID Gene® 磁珠快速提取试剂盒 MAGFAST384 

硅柱提取系统 ID Gene® 硅柱通用提取试剂盒 SPIN50 / SPIN250 

 
 

扩增步骤 
qPCR 扩增反应的制备 
1. 制定用于分析样本和对照的试验计划，确保将阳性对照（PAC-ASF）与其他样本分开。 

2. 解冻 IDASF 试剂盒，建议在 5°C（±3°C）冷藏温度下解冻。 若即刻使用，可在室温（21°C±5°C）下解冻。 

3. 将反应混合液（ARM-ASF）涡旋混匀并瞬时离心。 

4. 每个反应管中加入 8μl 反应混合液（ARM-ASF）。  

5. 将以下成分添加到反应混合液中: 
• 5 μl 样本 DNA 提取物 
• 5 μl PAC-ASF 

• 5 μl NEC 提取物 

• 5 μl 无核酸酶水（NAC） 

6. 用合适的高透膜（盖）封板（管）。 

反应程序 
1. 设定荧光 PCR 仪探测器以探测以下波长： 
 

靶基因 可读取荧光通道 淬灭基团* 
ASFV FAM™ 非荧光淬灭基团 

内源性非靶标参考对照（NTPCen） VIC®/HEX™ 非荧光淬灭基团（兼容的 VIC®/ HEX™） 

注: 对于需要内部参照进行光学校准的设备，混合液中已包含 ROX 染料备选。 
*对于淬灭基团，设置 TAMRA™染料来代替非荧光染料可改善某些仪器的数据分析。 

2. 根据需要，在 IDvet 提供的两个 2 种不同扩增程序之间进行选择： 
• 标准程序（允许在单次扩增程序下使用来自不同供应商的 PCR 试剂盒） 
• 快速程序 

 

步骤 标准程序 快速程序 循环次数 

(1) 聚合酶激活 95°C，10 分钟   95°C，2 分钟 1 

(2) DNA 变性/延伸 
95°C，15 秒  
60°C，60 秒  

95°C，10 秒 
60°C，30 秒  

40 

注意: 在 60°C 延伸结束时读取荧光信号。 

3. 在荧光 PCR 仪上输入其中一个程序，并设定 13 µl 为每个 PCR 反应体系的最终体积。 如果一次扩增中包含不同体积

的反应体系，应选择最大体积。 

4. 将 PCR 管或 PCR 板放入荧光定量 PCR 仪中并启动程序。 

 

 

 

 

特别注意 

尽管 IDvet 的 qPCR 试剂盒可与其他供应商的提取试剂盒一起使用，但在使用之前，有必要先联系 info@id-vet.com 以验

证兼容性。 



info@id-vet.com 
+ 33 4 67 41 49 33 
www.id-v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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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有效性和判定 
结果有效性 
结果判定基于每个样本的 Cq（定量循环数）值。 Cq 值也称为 Ct 值（阈值循环数）。 
按照下表的标准验证结果有效性。如果不满足任何一个标准，则结果无效。 
对照 预期结果 判定标准 

PAC-ASF 在 FAM™通道检测到信号 出现特征性扩增曲线 
参考质控证书中给出的 Cq 值 

NEC 

如果使用 NEC-matrix，可在 VIC®/HEX™通道检

测到信号 
出现特征性扩增曲线 

如果使用 NEC-H20，检测不到信号 无特征性扩增曲线 

NAC 检测不到信号 无特征性扩增曲线 
 

结果判读建议 
可以根据以下标准判读每个样本的结果： 

样本 ASFV 信号 NTPCen 信号 解释 

单个样本 

检测到 检测到或未检测到 检测到 ASFV 

未检测到 检测到 未检测到 ASFV  

未检测到 未检测到 样本准备或提取过程中出现问题和/或 PCR 反应受到抑制 

混合样本 

检测到 检测到或未检测到 至少 1 份样本为 ASFV 阳性：需要进行单个样本检测 

未检测到 检测到 混合样本为阴性 

未检测到 未检测到 样本准备或提取过程中出现问题/ 或 PCR 反应受到抑制 

结果无效的样本： 
• 未检测到 NTPCen： 
o 在样本准备或提取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再次提取样本。 
o 或者 PCR 反应被抑制。 在这种情况下，请按照以下步骤准备新的扩增反应: 

1. 用无核酸酶的水中将提取的 DNA 稀释 10 倍。 
2. 取 5 µl 上述稀释液重新扩增。 
3. 如果检测到 NTPCen，请根据上表对样本进行判定。 
4. 如果仍未检测到 NTPCen，请重新提取样本或认为样本无效。 

 
使用风险和注意事项 

某些组件包含有害物质，请戴防护手套/穿防护服/戴防护眼罩。 我们可根据要求提供材料和安全数据 （MSDS）。 
 

技术支持和文档 
对于所有问题，技术支持及对 MSDS 和协议的要求，请通过 info@id-vet.com 与我们联系。 
 

修订历史 

版本 编辑日期 参考 版本类型 修订版 

0619 02/2020 DOC2208 
技术修改: 
在对试剂盒进行技术修改后，

对文件进行更新 

• 试剂盒现在提供了阳性扩增对照（PAC）代替目标阳性

对照（TPC）。 
• 单独提供 ASF 阳性提取对照。 
• 试剂盒现已可用于口咽液样本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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