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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立氏立克次体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检测方法的建立
牛东升

陈梅玲

【摘要】

目的

温博海

李青凤

邱玲

张晶波

采用ＴａｑＭａｎ—ＭＧＢ探针建立立氏立克次体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

检测方法。方法依据立氏立克次体外膜蛋白Ｂ基因序列设计引物和探针，以克隆的ｏｍ声Ｂ基因片
段为ＤＮＡ模板，在ＡＢＩ ７９００型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仪上建立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方法。结果

建

立的定量标准曲线ｃ￡值与模板拷贝数呈线性关系（Ｒ。＝０．９９６），最低检测浓度为５拷贝／弘１；用荧光
定量ＰｃＲ方法检测其他相关立克次体和常见非立克次体病原菌，检出结果均为阴性。用该方法检测
立氏立克次体感染的豚鼠血液标本、小鼠脾脏标本及细胞培养标本，检测的结果与立氏立克次体感染
相关。结论研究建立的检测立氏立克次体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方法具有高特异性和高敏感性，适用
于快速检测各种样本中的立氏立克次体和立氏立克次体感染早期的实验室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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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氏立克次体（Ｒｉｃ忌甜拈勉ｒｉ如８￡￡矗ｉ）是落基山斑

便、敏感、特异的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但是由于

点热的病原体，为专性细胞内寄生的小革兰阴性菌，

ＰＣＲ高度敏感，如检测样本或试剂受到微量的目的

人对其十分易感。目前最常用的实验室诊断方法为

ＤＮＡ片段污染后很容易产生假阳性结果‘６母。。实时

血清学方法检测特异性抗体和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

荧光定量（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ｑ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ＰＣＲ技术是目前最

检测立氏立克次体ＤＮＡＨ ３Ｉ。由于高水平的特异性

准确、重现性最好的核酸定量检测方法；本研究依据

抗体出现较晚，所以抗体的检测难以作落基山斑点

立氏立克次体外膜蛋白Ｂ基因序列建立了快速检

热的早期诊断¨＇５Ｉ。ＰＣＲ是检测病原体的一种简

测立氏立克次体的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方法。
材料与方法

基金项目：国家“九五”科技攻关资助项目（２００３ＢＡ７１２Ａ０４．０７）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７１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
病原微生物生物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
通讯作者：温博海，Ｅ。。ｉｌ：ｂｏｈ。ｉ。。。＠ｓｏｈｕ．。。。

１．菌株或ＤＮＡ：立氏立克次体（Ｒ株）及其他斑
点热群立克次体感染的Ｖｅｒｏ细胞，贝氏柯克斯体
（新桥株）、普氏立克次体（Ｅ株）和莫氏立克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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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ｌｍｉｎｇｔｏｎ株）感染的鸡胚卵黄囊膜，恙虫病东方

６．标准ＤＮＡ模板：用ＰＣＲ方法扩增立氏立克

体（Ｋａｒｐ株）感染的Ｌ９２９细胞，以及查菲埃立克体

次体。仇加基因片段，扩增引物为Ｒｒｌ９０Ｆ（５ ７一ＧＡＣ

和汉赛巴通体基因组ＤＮＡ等均为本室保存。采用

ＡＡＡ

标准酚．氯仿法从立克次体感染组织或细胞中提取

Ｒｒｌ２３３Ｒ（５ ７一ＧＴＴ ＧＣＴ ＡＣＣ ＴＴＡ ＣＣＡ ＴＴＡ ＴＣＴ

ＤＮＡ作ＰＣＲ模板。常见非立克次体病原体ＤＮＡ

ＡＣＧ．３’）。用ＤＮＡ回收试剂盒从电泳后的琼脂糖

由本所分析微生物学实验室宋亚军博士惠赠

凝胶上回收扩增的目的ＤＮＡ片段。依据试剂盒说

（表１）。
表１

ＡＡＴ

ＴＡＴ

ＧＧＣ

ＴＣＡ

ＡＡＡ

ＡＣＣ一３

７）和

明书，将纯化的目的ＤＮＡ片段连接到ｐＭＤｌ８一Ｔ载
体，Ｔ载体克隆的目的ＤＮＡ片段作为标准ＤＮＡ模

特异性分析所用细菌和立克次体菌株或ＤＮＡ

ｊ㈣

斑点热群立克次体

板。使用Ｂｅｃｋｍａｎ Ｄｕ６４０核酸定量仪测定ＤＮＡ模

非嘉豪漆体

板量，从１０７拷贝／牡ｌ系列稀释质粒至５拷贝／肛ｌ，作

立氏立克次体Ｒ株

普氏立克次体Ｍ出ｄ Ｅ

扇头蜱立克次体３－７－６

莫氏立克次体ｗ】ｒ血鲫０１５７：Ｈ７Ⅱ煳３３

派氏立克次体踊１０

恙虫病东方体陆ｐ

福氏２ａ志贺菌３０ｌ

斯洛伐克立克次体Ｂ株

汉赛巴通体｝ｂＩ鳓【卜ｌ

嗜肺军团菌１２型

积：每个反应中含１２．５肚ｌ ＴａｑＭ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西伯利亚立克次体２４６

贝氏柯克斯体新桥株

牛型布氏杆菌显

查菲埃立克体两，雌

Ｍａｓｔｅｒ Ｍｉｘ，５弘ｌ引物和探针混合物［１００弘ｌ体系中

小蛛立克次体｝（印】ａｉｌ

肺炎链球菌３１００４

出血性大肠埃希菌

为绝对定量的标准品。
７．荧光定量ＰＣＲ反应体系：采用２５肚ｌ反应体
ＰＣＲ

炭疽芽胞杆菌Ａ１碾

含引物各３弘ｌ（５０肛ｍ０１），探针２弘ｌ（５０肛ｍ０１），９２弘ｌ

澳大利亚立克次体Ｈ出ｐｓ鼠疫耶尔森菌ＥＶ７６

去离子水］，５．５肚１去离子水，２肛ｌ ＤＮＡ模板。扩增

以色歹Ⅱ蜱传斑疹伤寒
立克次体Ｑ）ｃ

伯氏疏螺旋体太一株

条件：５０℃２ ｍｉｎ，９５℃１０ ｍｉｎ，然后以９５℃１５

康氏立克次体ｓｅｖｍ

鹦鹉热衣原体ＡＲ３９

６０℃ｌ ｍｉｎ循环４５次。

马赛立克次体Ｍｔｕｌ

ｓ，

８．小鼠感染实验：取２１只Ｂａｌｂ／ｃ小鼠，随机分

黑龙江立克次体晒４
新疆立克次体精河株

为７组，每组３只，以立氏立克次体感染的鸡胚卵黄

２．主要试剂：ＤＮＡ回收试剂盒购自上海生工公

囊膜匀浆悬液０．５ ｍ１（约含１×１０７立氏立克次体）

司，Ｔ载体试剂盒购自ＴａＫａＲａ公司；质粒提取试剂

腹腔注射感染每只小鼠。感染后每天处死一组小

盒和全血基因组ＤＮＡ提取试剂盒为德国ＱＩＡＧＥＮ

鼠，用试剂盒从收集的小鼠抗凝血和脾脏样本中分

公司生产；细胞培养试剂均为Ｈｙｃｌｏｎｅ产品；荧光定

别提取ＤＮＡ作模板，以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ＤＮＡ

量ＰＣＲ检测专用９６孔板、盖膜和ＴａｑＭａｎ

样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ＰＣＲ Ｍａｓｔｅｒ Ｍｉｘ由美国ＡＢＩ公司生产。

９．豚鼠感染实验：取６只豚鼠，以立氏立克次体

ＴａｑＭａｎ ＭＧＢ．探针由上海基康公司合成，引物由上

感染的鸡胚卵黄囊膜匀浆悬液０．５ ｍＩ（约含１×１０７

海生工公司合成，基因测序由上海华诺公司完成。

立氏立克次体）腹腔注射感染每只豚鼠。感染后每
天测量体温，在发热第１天（感染后第３—４天）心脏

ｇ左右雄性豚鼠购至军事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

采血，用试剂盒从抗凝血中提取ＤＮＡ作模板，以荧

３５０

３．实验动物：６周龄雄性ＳＰＦ级Ｂａｌｂ／ｃ小鼠及

光定量ＰＣＲ检测ＤＮＡ样本。

中心。
４．主要仪器：ＰＥ２４００ ＤＮＡ热循环仪，ＡＢｌ７９００型

１０．细胞感染实验：以立氏立克次体感染的鸡胚
卵黄囊膜匀浆悬液感染３瓶生长旺盛的单层Ｖｅｒｏ

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仪，Ｂｅｃｋｍａｎ Ｃ嗡４０核酸定量仪。
５．探针和引物：采用ＡＢＩ Ｐｒｉｍｅ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２．０软

细胞，感染后第３、５、７、９天各吸取培养上清２ ｍｌ，用

件，依据立氏立克次体ｏｍ邡基因序列，设计引物

试剂盒从感染细胞中提取ＤＮＡ，以荧光定量ＰＣＲ

Ｒｒ５１４Ｆ（５’一ＴＧＡ ＡＧＡ ＴＡＣ ＴＡＣ ＣＴＴ ＡＧＧ ＧＴＴ

检测ＤＮＡ样本。

ＣＡＴ

ＣＡＣ

ＴＡ一３’）和Ｒｒ５８９Ｒ（５

ＡＡＧ ＣＧＴ ＡＡＧ

ＧＴＴ一３

７一ＡＣＣ

ＧＧＣ ＡＴＴ

结

果

７），探针Ｒｒ５４４Ｐ（５ ７一ＴＧＴ

ＴＧＴ ＴＣＡ ＴＡＡ ＣＧＣ ＴＣＡ Ｃ一３ ７）。该引物所扩的

。优邡基因片段为７６

ｂｐ，序列如下：５

７一

１．标准曲线的建立：稀释的立氏立克次体标准
ＤＮＡ（０．５×１０７～５拷贝／肛１），将其分别加到反应体

！ｇ！！ｇ！三竺垒！璺垦！ｇ里！里

系中作荧光定量ＰＣＲ反应。所测定的反应曲线和

ａｃｔｃｃｔｔｔ垒垒里里！！垒！ｇ生！垒璺！ｇ里曼壁！一３ ７，划线者依次为上游

标准曲线见图１。所建立的标准曲线表明，该方法

引物、探针和下游引物。

检测的立氏立克次体最低能够检测到５拷贝／肛ｌ的

！ｇ垦里ｇ璺！垒曼！垒竺竺！三璺ｇｇｇ！！竺璺！曼垒竺！璺

ａ

史堡速堡遁堂苤查！！！！生！旦箜！！鲞筮！塑

·５２８·

模板ＤＮＡ，立氏立克次体标准品ＤＮＡ的拷贝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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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立氏立克次体感染豚鼠血液标本的检测：以
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立氏立克次体感染豚鼠的血

循环数（Ｃ￡）的相关值（Ｒ：）为０．９９６。
２．特异性分析：用荧光定量ＰＣＲ分别检测了其
他斑点热群立克次体和非斑点热立克次体，以及其

ＤＮＡ样本。结果在发热第１天的豚鼠血液中即检
测到了立氏立克次体ＤＮＡ（表２）。

他１１种常见非立克次体病原菌的ＤＮＡ样本，除恙

表２

虫病东方体有微弱信号外（Ｑ＞４０），其他均未见荧

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立氏立克次体
在豚鼠血液中的增殖情况

光信号。

５．立氏立克次体感染ｖｅｒｏ细胞标本的检测：以
１×１０７立氏立克次体感染单层ｖＥ韵细胞（７５ ｃｍ２细
胞培养瓶），感染后第３、５、７、９天换液并取培养上清
提取ＤＮＡ，以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立氏立克次体在细
胞中的增殖情况。结果显示在第３天的培养上清中
存在大量立氏立克次体，以后检出数逐渐递减（图３）。

旨
＼
鼎
Ｅ：

鼗

善
注：上图纵坐标Ｅ＋１为×１０１，Ｅ一１为×１０１余此类推

立氏立克次体标准扩增曲线的建立

图ｌ

３．立氏立克次体感染小鼠的血液和脾脏标本的
检测：用该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小鼠血和脾脏样本
ＤＮＡ。结果在感染小鼠的血液中未检测到立氏立克
次体ＤＮＡ，在感染第２天以后的小鼠脾脏中可检测

图３

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立氏立克次体
在Ｖｅｒｏ细胞中的增殖情况

到立氏立克次体ＤＮＡ存在，第５天达到高峰（图２）。
讨

论

对于病原体的快速检测与鉴定的常用分子生物

学方法有ＰＣＲ和ＤＮＡ探针杂交，但这两种方法都
存在不足之处，需要相互印证才能确保检测结果的
可靠性。１９９６年，美国Ａｐｐｌｉｅｄ 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ｍｓ公司推
旨＼瓤耳辩善

出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技术，是一种将ＰＣＲ与液相
探针杂交相结合的新的核酸检测技术。其原理是在
∞鲫∞们加∞如∞∞加

ＰＣＲ扩增的同时加入一个特异性的寡核苷酸探针，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感染天数

７

该探针５ ７端标记一个报告荧光基团，３’端标记一个
淬灭荧光基团；当探针完整时，报告基团发射的荧光

图２

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立氏立克次体
在小鼠脾脏中的增殖情况

信号被淬灭基团吸收；随着ＰＣＲ的进行，当引物延
伸至探针位置，Ｔａｑ酶的５ ７—３ ７外切酶活性将探针

·５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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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５ ７端的荧光分子切下，使淬灭分子失去对荧光分

中立氏立克次体量逐渐增多，于第５天达到高峰，随

子的淬灭作用，从而使荧光分子发出荧光。切下的

后逐渐下降。由于Ｂａｌｂ／ｃ小鼠并非立氏立克次体感

荧光分子数与ＰＣＲ产物的数量成正比，因此依据

染的敏感动物，所引起的感染可以被小鼠自身的免

ＰＣＲ反应液的荧光强度即可计算出初始模板的量。

疫系统所克服。

该技术实现了ＰＣＲ从定性到定量的飞跃，与常规

以上实验表明，我们建立的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

ＰＣＲ相比，具有特异性更强、敏感性更高、有效解决

方法具有立氏立克次体种的特异性，和高度敏感性

ＰＣＲ污染、自动化程度高等特点。２００１年ＡＢＩ公

及稳定性，可应用于立氏立克次体感染的早期诊断，

司又推出了新型ＴａｑＭａｎ ＭＧＢ探针技术，与常规

也可用于不同样本中的立氏立克次体的检测，为检

ＴａｑＭａｎ荧光探针相比，ＭＧＢ荧光探针３’端结合了

测立氏立克次体生物恐怖剂提供一种快速、敏感的

小型凹槽结合物，使得探针的Ｔｍ值提高，大大增加

检测方法。

了探针的杂交稳定性。此外，ＭＧＢ探针还具有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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