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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ope (-fluorescent PCR) is the abbreviation of self-complementation of primers 5'end. A pair of 5'ends of primers 

with a central homologous bases is preceded by a complementary sequence with the 5' ends of the opposite primer, and a 

restriction endonuclease sequence is formed between the two. Now the new 5' ends of primer pairs with two partial homology 

segments is complemented to each other. So the 3'terminal complementation of the amplified products can also be template and 

mutually primer, and amplified by＞＞＞＞2
n
 index or to compensate for the consumption of primers. The sensitivity of Scope 

fluorescent PCR can be increased by 5.5 cycles in parallel, and there is no primer-dimer non-specificity because of the two 

homology seg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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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Scope（-荧光PCR）是引物5'端自身互补的缩写，一对中部同序引物5'端前加一段与对侧引物5'端互补序列，并

间以一限制内切酶序列，形成两段部分同序且新5'端相互反向互补的引物对。其扩增产物3'末端互补也可互为模板、互

为引物，以＞＞＞＞2
n
级数放大以及弥补引物消耗，Scope 荧光PCR灵敏度整体平行提前5.5个循环，因两段同序而无引物二

聚体非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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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分子世界太微小，想观察先要放大，采用几何级数放

大或指数扩增方法就成为首选。以2
n
方式成倍数放大，2

10

放大10
3
倍，2

20
放大10

6
倍，2

30
放大10

9
倍，象链式反应而

威力巨大。上世纪末，美国mullis开创了基因DNA、RNA

或核酸的PCR扩增技术[1]，于试管内模拟细胞DNA指数复

制放大和操作简便的特点，而成为分子生物学领域最具革

命性、应用最广的核心基础技术。随后各种PCR改进发明

及应用更是数不胜数，尤其是基于荧光染料和荧光探针的

实时荧光定量qPCR[2]及数字荧光PCR[3]克服了常规终末

PCR不能精确定量的缺陷，成为分子检测、重大传染病及

遗传疾病筛查、诊断的最有效工具。

 

然而，几何增长特征是要足够大的n循环次数才很晚

显现放大的全或无效应，实时荧光定量PCR单个靶分子扩

增曲线要37、38个热循环才见升起；而太多次指数放大不

可避免带来假阳性反应，一对常规引物对于本底PCR反应

30个循环开始出现显著的非特异性扩增，遮盖和抑制1–

10
3
分子位于30–38循环的检测。仅一端引物非特异线性扩

增远赶不上指数速度，引物与引物、引物与探针间指数非

特异性才是超越常规原因的PCR非特异性本质。引物序列

决定特异性也左右非特异性，Hands[4]技术使用一对完全

同序引物Tag，不仅显著抑制引物聚合非特异性,也平行地

减低靶特异性扩增；采用一对中部6-8b部分同序引物

PCR[5，6]技术能选择性地推后非特异性10个循环而不影

响靶特异性扩增。还有Snake系统[7]通过一端引物5'端添

加一段探针5'端前面的产物互补序列来增强水解荧光，改

善了实时荧光探针定量PCR低矮的荧光扩增曲线。 

外源产物再污染尤其引物二聚体PD交叉污染又进一步

加重PCR非特异性，实时荧光PCR所谓“闭管”操作时热循环

软化的管盖密闭不了，矿物油代替热盖仍是简易有效的封闭

措施。采用底物dUTP(dU)代替dTTP产物，再用尿嘧啶糖基

化酶(UDG) [8]降解含dU产物，对泄露的气雾分子污染有一

定效果，但对＞10
6
指数扩增放大产物的酶解作用有限；尤

其引物含dA处的引物二聚体PD产物才合成配对dU并此处酶

解断开，而引物dA大多是随机位置，UDG消化的PD产物往

往产生带几个互补碱基的消化游离引物，其3'末端互补的任

意引物对均产生极强的非特异性扩增。所以引物二聚体产物

必须从上下游引物序列正中间预设dU处切开才不会额外增

加引物3'端间的互补性及非特异性。 

如此限制要求下，选择设计引物必须3'端以腺嘌呤A

碱基结尾，离3'末端数个碱基/2-6b的偏3'端中部6-8b部分

同序的引物对。本文在此基础上，引物5'端自身互补的首

字母Self-complementation of primer 5'end缩写“Scope” 荧

光PCR方法、或“放大镜”PCR是一对中部同序引物5'端前

增加一段与对侧引物5'端互补序列，其间插入同一限制内

切酶迴文序列以间隔，形成两段部分同序并且新的5'端相

互反向互补的引物对。致使扩增产物3'末端互补（较引物-

模板退火可低2°C-6°C），因而PCR产物3'末端也互为模板、

互为引物，以＞2
n
级数放大和弥补原引物指数消耗，灵敏

度整体平行提前5.5个循环，单个靶分子只需扩增32个循

环可见曲线升起，本底非特异性扩增可推后至45甚至60

个循环以后，而Scope 荧光PCR扩增35个循环就可以结束

了（原理示意图1）。 

 

图图图图1 1 1 1 Scope PCR 原理示意图，长实线代表模板，短箭头代表原引物及扩

增方向，字母示意5’端加的互补序列，虚线表示产物3’末端互为引物。 

2．．．．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本文使用的PCR引物、探针寡核苷酸由生工生物工程

（上海）有限公司合成，耐热Taq聚合酶、底物dNTP包括

dUTP亦购自生工生物工程（上海）有限公司；酶E.Coli 

UDG和限制内切酶购自NEB（北京）公司；荧光染料SYBR 

Green Ⅰ 购 自 Invitrogen 公 司 ； 荧 光 PCR 仪 器 使 用

SLAN-96P（上海宏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同序引物特征：首先选取靶特异性或保守序列，搜寻

间隔小于300b的倒置重复≥5b碱基序列作为引物中部部分

同序碱基；挑选引物序列从3'离中部部分同序2-6个碱基为

腺嘌呤A结尾，共长17-24个核苷酸碱基或适合退火长度作

为上下游两端引物对。次要考虑：引物3'末端不要有连续

反向互补，尾A可置3'倒数第二位但不要选AG结尾，不要

有连续CCGG或AATT极端偏置情况。Scope引物设计：一

般采用5-9b原引物5'端互补序列作为添加人工序列加至对

侧引物5'端前面，人工添加的序列与原引物序列间插入一

短4b序列限制酶切位点。 

转基因检测从共用CaMV 35S启动子序列选择通用引

物 :NcmF:5'-cgtaagt ccgg attgt gaagata gtggaaa-3' 和

NcmR:5'-acaatccgg acttacg tcagtg gagata-3'(粗黑体hpaII位

点，下划线 6b同序 )；乙型肝炎病毒HBV 选取C区

（nt:2307-2433）保守序列为中部同序引物：HBVcF: 

5'-tcaatctccgg aatgcc cctatc ttatca ac-3'和HBVcRa: 5'-ggcatt 

ccgg agattga gatctt atgcga c-3'(粗黑体为hpaII位点，下划线

同序增变一个a同序)。对比hpaII位点后面为常规引物序列。 

以25µl体系为例反应条件，PCR反应管依次加入：尖

头吸2µl含10%蔗糖1.25µM缓释引物于管底，0.5µl的5µM

对侧引物于低处管壁，﹛0.5µl的10mM dNTP(dU替dT)、

1.0µl的Taq(2.5U/µl)、2.5µl的buffer(10×)、1.0µl的增效剂

(25×)﹜或5µl 的5×PCR反应液，小心加12.5µl的纯化水

dH2O冲下，5.0µl的样本DNA于高处管壁，最后加25µl矿

物油于管口并盖上瞬时离心。PCR首先94°C变性2-3分钟

并反应液热混匀,再运行35个热循环：94°C变性20秒、52°C 

-56°C退火20-30秒、72°C延伸30秒并读取荧光值的油封无

热盖扩增，或两步94°C、58-62°C荧光探针PCR。仪器基

线设定在最初的0-9个循环以避开增敏后前移5个循环的

检测窗口，以基线荧光值的10倍标准差定为阈值，荧光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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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的循环数为Ct值。（荧光染料或探针预先加入缓释引

物中，UDG含于所有试剂和水中）。 

3．．．．结果结果结果结果 

3.1．．．．5'末端互补引物荧光染料末端互补引物荧光染料末端互补引物荧光染料末端互补引物荧光染料PCR的增敏效果的增敏效果的增敏效果的增敏效果 

首先测试Scope引物对究竟能够增敏多少，比较两组

Scope引物NcmF/NcmR, HBVcF/HBVcRa对比仅中部同序

引物同样量模板DNA的扩增灵敏度均提前5.5循环Ct值。

引物按以上配方采用5µM浓度，上样标准品（约1ng/ml）

质粒5µL，进行45个热循环实时荧光PCR。一组结果见图2，

Scope引物Ct值14.5较中部同序引物Ct值20.0提前5.5循环

Ct值，一般6.6循环Ct值放大10
2
=100倍，折算Scope PCR 增

敏近5.6循环Ct值=放大50倍；注意是原放大10
11
倍数基础

上再乘以50倍或同样灵敏度情况下可减少反应5个循环。

而本底扩增从Ct值41个循环推至无Ct值直线反应。 

 

图图图图2 Scope引物对比仅中部同序引物。。 

分别测试Scope引物各种2.5、3、3.5、4、4.5、5µM等

浓度定量Ct值25标准品，结果扩增均一致；Ct值30标准品

除3.0µM引物拉后0.5个、2.5µM引物拉后1个循环外对低浓

度样本增敏足够。而Scope引物各种5、6、7、8、9、10µM

等浓度测试其本底Ct值，结果5、6、7、8µM引物45个循

环内均直线反应，都不见非特异扩增，9µM引物见Ct60循

环的不规则曲线、10µM引物见Ct47循环小峰非特异性扩

增。 

3.2．．．．Scope引物荧光染料引物荧光染料引物荧光染料引物荧光染料PCR扩增梯度及重复性评估扩增梯度及重复性评估扩增梯度及重复性评估扩增梯度及重复性评估 

再测试Scope引物的标准品10倍稀释梯度，扩增梯度

曲线见图3，标II、标III、标IV、标V样品Ct值分别为15、

18.4、22.3、25.5个循环，不同浓度样品Scope PCR 较中

部同序引物20、23.4、27.3、30.5均增敏约5个循环Ct值≈

放大50倍，每稀释10倍仍间隔3.3个循环Ct值，梯度均匀且

间隔没有改变。同样量样本重复Scope PCR扩增曲线高度

一致，与常规引物及中部同序引物实时荧光PCR变异系数

无差异，重复性同SYBR Green I实时荧光PCR。 

 

图图图图3 Scope引物扩增标II-标V。 

3.3．．．．Scope定向聚合荧光探针定向聚合荧光探针定向聚合荧光探针定向聚合荧光探针PCR 

采用TaqMan探针改进方法，5'末端互补引物同染料

法Scope荧光PCR，只是退火温度稍高，THBVF:5'-tcaatc 

tccgga aatgcc cctatc ttatca ac-3'和 THBVRa:5'-ggcatt tccgga 

gattga gatctt atgcga c-3'(粗黑体hpaII位点，下划线部分为同

序)。探针采用原探针3'端加5-7b与自身中部互补的尾序列

使两两探针间杂交使尾端淬灭基团更加靠近5'端荧光基团，

不仅增强淬灭作用以降低荧光基线水平，也减少探针与引

物间聚合非特异性（原理示意图4）。而完全不影响荧光

探针5'端结合水解效率。HBVc荧光探针，TqMnHb: 

5’-FAM-cgtctg cgaggc gag gga gttctt cttatc cc 

/i2omeT/ca-TAMRA-3'(粗黑斜体与下划线代表两探针间

反向互补，/i2ome T/为反义碱基)。PCR配方除探针较引物

浓度低一半外其余条件相同，反应体积可相应比列调整，

首先94°C变性2-3分钟后,再运行35-36个热循环：94°C变性

20秒、58°C退火、延伸50秒并读取荧光值的油封无热盖扩

增。仪器基线设定在初始的3-10个循环以避开增敏后前移

5个循环的检测窗口，以基线荧光值的10倍标准差定为阈

值，荧光达阈值的循环数为Ct值。 

 

图图图图4 4 4 4 Scope 定向聚合荧光探针PCR原理示意图，探针3‘末端加5-7b与中

部互补序列降本底荧光。 

对比两组引物定向聚合的荧光探针PCR检测窗口/范

围边界最大值、最小值的增敏效果，采用5'末端互补引物

THBVF/THBVRa 定 向 聚 合 荧 光 探 针 PCR 测 定

pHBc(MW=2.1×10
6
) 质 粒 标 准 品 10× 倍 稀 释 梯 度 标 I

（10ng/mL）、II、 III 、IV、 V 和标VI（0.1µg/mL×1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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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中部引物HBvF/THBVRa荧光TqMnHb探针PCR测标I

和标VI。标准品扩增曲线标I—标VI扩增Ct值分别标I为

11.0、14.4、17.7、21.0、24.0、标VI为27.1，较常规引物

Ct值标I为16.4、标VI为32.5，分别提前约5个循环Ct值，

扩增曲线见图5。检测范围边界的最大值、最小值均增敏

近5.5循环Ct值≈放大近50倍的超敏荧光PCR，每稀释10倍

仍间隔约3.3个循环，标准梯度间隔基本没有改变。Scope

定向聚合探针PCR解决了常规荧光探针PCR基线水平高、

荧光信号弱而扩增曲线低矮、及灵敏度不足等缺陷。 

 

图图图图5 Scope引物荧光探针。 

4．．．．讨论讨论讨论讨论 

指数扩增已成为分子试验的必要放大步骤，与生命科

学一道成为本世纪最热门领域。搜索PCR相关论文、专利

数目最多，但大家热衷于研究正面特异性指数放大及应用，

困惑的是非特异性一直严重阻碍PCR发展及应用，其研究

却受到非对称性冷落。少量研究集中于PCR热启动来克服

可能的引物低温结合所致非特异扩增，商业措施有蜡包

Mg
2+
离子热释放及修饰Taq和引物热激活等热启动方法。

但低温启动最多也仅扩增一个循环放大一倍/一次,远赶不

上非特异指数放大，将无靶模板PCR反应置低温(10°C)数

天后PCR不增加本底Ct值,置室温(20°C-40°C)启动数小时

至过夜仅增加本底Ct值1-2个循环；且PCR在热变性后才手

动加完全组份的绝对热启动本底Ct值也仅推后1-2个循环

数；反复低温退火循环才明显增加PCR非特异性。本文一

端引物加糖以大比重缓释，使PCR反应液矿物油层面上残

留液缺PCR完全成份而不能引物退火循环，无扩增泄露。 

几何级数增长还有些不同于线性放大规律、现象，常

常不自觉拿线性放大理念来理解指数扩增会带来一些困

惑、误区。首先不同于线性随变量成比例逐渐增长，指数

扩增最后几个循环放大量远大于之前的增长累积，对单分

子扩增前面35个循环扩增量比对最后2-3个循环扩增量完

全可忽略不计。所以一切偶发的特异与非特异信号对于指

数扩增也是完全不用担心、不用考虑，一对引物靶指数扩

增绝对是特异性的，引物对任何一条一点不匹配而扩增速

率达不到指数放大就迅速拉下不计。同理，引物对一条有

非特异错配的非特异扩增是线性的而可忽略不计，一对引

物都错配又不可能距离在300bp以内大概率发生。PCR非

特异性只能来源于一对引物之间非特异性聚合的指数扩

增。UDG和DNA酶亦是按线性消化作用，只能酶解10
5-6

产物而对10
11-12

指数扩增产物作用忽略不计。 

即使PCR指数扩增带来巨大放大灵敏度，但对单分子

而言灵敏度仍稍显不够。目前有效的措施是通过外侧与内

侧引物两步扩增的巢式PCR[9]及数字巢式PCR[10]，大于

40个循环指数放大实现单分子检测。然而巢式PCR外侧引

物增加了系统复杂性进而促进内侧引物非特异扩增，将一

对常规引物本底Ct值30个循环的非特异性提升至Ct值＜

25个循环以前，增加的本底非特异性抵消了第一轮或外侧

引物预扩增的放大作用。预扩增需要取出至少稀释20倍以

上或凝胶电泳纯化后内引物扩增，以除去外引物的影响才

能消除系统增加的非特异性。本文作者采用含两个dU外引

物预扩后被内扩系统UDG消化，通过系列倍比稀释法测得

标准品绝对定量。而本文在PCR体系内更进一步以产物互

为引物实现单分子超敏PCR。 

稀释定量法即数字化dPCR，通过样本倍比稀释至分

散单元或微滴靶分子数少于或等于一个的PCR，计算稀释

倍数、泊松分布统计的数字化定量理念。不易被样本抑制

物干扰、无需标准品校正和众多微滴平行检测的绝对定量

方法，但依赖绝无非特异性的超敏PCR来区别分散单元或

微滴有无靶拷贝。数字dPCR多重检测或复杂背景中基因

检测更可靠，常规多重扩增相互竞争抑制很严重，同引物

多重靶低10倍被抑制，多重引物扩增低100倍被抑制。而

微滴dPCR单个靶分子/每滴绝无竞争性抑制，在肿瘤标志

突变于过量正常基因中的检测、游离胎儿遗传病基因及拷

贝数变异于母体外周血基因背景中的无创产前检测，超敏

PCR特别是Scope荧光探针qPCR连同其微滴dPCR越来越

具备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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