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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３·

·实验研究·
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普氏立克次体
杨晓

陈梅玲

【摘要】

温博海

目的

牛东升

朱丽娜

李青凤

孙长俭

采用新型ＴａｑＭａｎ—ＭＧＢ探针建立检测普氏立克次体的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方

法。方法根据普氏立克次体外膜蛋白Ｂ的基因（ｏｍ加）序列设计引物和探针，以克隆的ｏｍ邡基因
片段作ＤＮＡ模板，在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仪（ＡＢＩ ７９００型）上建立实时荧光定量检测方法。结果

建

立的定量标准曲线的循环阈值（Ｑ）与模板拷贝数呈良好的线性关系（ｒ＝０．９９９）；与巢式ＰＣＲ相比
较，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敏感性是其１００倍。用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莫氏立克次体及其他相关立克次
体和细菌ＤＮＡ，检出结果均为阴性。用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普氏立克次体感染的豚鼠血标本，某些样
本检测为阳性，而用巢式ＰＣＲ检测的结果均为阴性。结论研究中建立的检测普氏立克次体实时荧
光定量ＰＣＲ具有很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适合于快速检测样本中微量普氏立克次体ＤＮＡ，可用作临
床实验室快速确诊流行性斑疹伤寒。

【关键词】流行性斑疹伤寒；普氏立克次体；实时定量ＰｃＲ；外膜蛋白Ｂ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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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疹伤寒是由普氏立克次体（Ｒ．声ｒ０伽础娩）

国流行性斑疹伤寒和地方性斑疹伤寒均有流行，长期

或莫氏立克次体（Ｒ．优００韶一）引起的急性感染性疾

以来由于两者临床症状的相似性以及普氏立克次体

病，普氏立克次体引起的感染称为流行性斑疹伤寒，

和莫氏立克次体的高度同源性，两种斑疹伤寒的临床

而由莫氏立克次体引起的称为地方性斑疹伤寒。流

诊断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对病史和流行病学资料

行性斑疹伤寒为虱传播，临床症状较重，主要表现为

的研究和分析。近２０年来，我国没有发生流行性斑

高热、头痛、皮疹，甚者神经症状显著，可出现听觉障

疹伤寒大流行，也没有针对性地对易感人群进行预防

碍、神志昏迷直至死亡。地方性斑疹伤寒又称鼠型

流行性斑疹伤寒的疫苗接种，人群对流行性斑疹伤寒

斑疹伤寒，由鼠蚤传播，多散发，症状较轻…。在我

的免疫力正在逐渐削弱，因而在特定条件下流行性斑

疹伤寒在我国有可能再度爆发性流行。因此，我国迫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攻关课题资助项目（２００３ＢＡ７１２Ａ０４—０７）

切需要建立一种简便、快速、敏感而特异的检测方法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７１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

作为流行性斑疹伤寒的实验室诊断方法。

病原微生物生物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
通讯作者：温博海，Ｅｍａｉｌ：ｂｏｈａｉｗｅｎ＠ｓｏｈｕ．ｃｏｍ

目前我国流行性斑疹伤寒的实验室诊断主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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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非立克次体特异的外斐氏实验以及斑疹伤寒立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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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体特异性的免疫荧光抗体检测等血清学检测方

３

７），探针（５ ７一ＡＡＣ

法，由于特异性抗体检出多在感染２周以后，这些血

３

７）。扩增的片段为６３ ｂｐ，

清学检测方法不能用于斑疹伤寒的早期诊断。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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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血清学检测很难将流行性斑疹伤寒与地方性斑

１９！！竖！壁！，下划线部分为引物，加粗部分为探针。

ＣＴＴ

ＡＡ一

ＴＧＡ ＴＧＧ ＴＡＴ ＡＧＧ Ｃ一

序列为

疹伤寒区分。近年来，在国内外已有文献报道采用

４．制备标准ＤＮＡ模板：用ＰＣＲ方法扩增普氏

巢式ＰＣＲ方法来检测普氏立克次体ＤＮＡ。虽然巢

立克次体ｏｍ邡基因片段，扩增所用的引物为

式ＰＣＲ方法比血清学方法敏感，但也难以检出流行

Ｐｒ６５Ｆ（５ ７一ＴＴＡ ＡＡＴ ＡＴＡ ＧＧＡ ＡＡＡ

性斑疹伤寒患者血样本可能存在的微量普氏立克次

ＧＧＣ

体或普氏立克次体ＤＮＡ，并且常见的ＰＣＲ检测的

ＣＡＴ ＴＴＡ ＴＴＧ ＴＡＴ Ｔ一３ ７），用ＤＮＡ回收试剂盒从

假阳性或假阴性直接影响到检测结果的可靠性。目

电泳后的琼脂糖胶上回收扩增的目的ＤＮＡ片段。

前，一种将ＰＣＲ与液相探针杂交相结合的检测方

依据试剂盒说明书，将纯化的目的ＤＮＡ片段连接

法，即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到ｐＭＤ—Ｔ载体上，该Ｔ载体克隆的目的ＤＮＡ片段

ＰＣＲ）已经开始用于病原体的检测心。６ Ｊ。本研究采用

作为标准ＤＮＡ模板。计算标准ＤＮＡ模板拷贝数

最新定量ＰＣＲ技术（ＴａｇＭａｎ—ＭＧＢ探针），依据普

公式为ＤＮＡ拷贝数＝ＤＮＡ含量／片段大小×６１５

氏立克次体外膜蛋白Ｂ基因（ｏ碱癌）设计引物和探

（Ｄａ）×１．６７×１０１２４（ｇｒａｍ）。７‘。使用Ｂｅｃｋｍａｎ

针，建立了快速检测普氏立克次体的实时荧光定量

６４０核酸定量仪测定ＤＮＡ模板量，本次实验的

ＰＣＲ法。

ＤＮＡ模板为２０５．０７４弘ｇ／ｍ１，计算模板的拷贝数为

Ｔ一３ ７）与Ｐｒ４９３Ｒ（５ ７一ＧＡＧ

ＡＡＴ

ＴＡＴ

ＣＡＴ ＴＴＴ

ＧＡＧ

Ｄｕ

６×１０１０／肛ｌ。

材料与方法

５．荧光定量ＰＣＲ反应体系：采用２５肚ｌ反应体

１．菌株与ＤＮＡ：普氏立克次体（Ｅ株）、莫氏立

积：每个反应中含１２．５肛１通用ＰＣＲ反应混合物

克次体（ｗｉｌｍｉｎｇｔｏｎ株）、恙虫病东方体（Ｇｉｌｌｉａｍ株、

（ＴａｑＭ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ＰＣＲ Ｍａｓｔｅｒ Ｍｉｘ），５出引物和探

Ｋａｒｐ株）、贝氏柯克斯体（新桥株）、立氏立克次体（Ｒ

针混合物［１００弘ｌ混合物中含引物各３肛ｌ（５０肛ｍ洲Ｌ），

株）、汉赛巴通体（Ｈｏｕｓｔｏｎ一１）、查菲埃立克体ＤＮＡ

探针２出（５０ ｐＩｎｏｌ／Ｌ），去离子水９２肛１］，５．５肛ｌ去离子

为本室保存；五日热巴通体ＤＮＡ为美国加州大学

水，２肚１ ＤＮＡ模板。荧光定量ＰＣＲ反应在ＡＢＩ

惠赠。金黄色葡萄球菌（２６０６６）、肺炎链球菌

型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仪（美国ＡＢＩ公司产品）内进

（３１００４）、出血性大肠埃希菌（０１５７：Ｈ７ ＥＤＬ９３３）、

行，反应条件为先５０℃２ ｒｎｉｎ和９５℃１０ ｒｎｉｎ，然后以

福氏２ａ志贺菌（３０１）、鹦鹉热衣原体（ＡＲ３９）、伯氏

９５℃１５ ｓ和６０℃１ １１１ｉｎ，循环４５次。

７９００

疏螺旋体（太一株）、嗜肺军团菌（１２型）、炭疽杆菌

６．普氏立克次体感染豚鼠：１５０～２００ ｇ雄性豚

（Ａ１６Ｒ）、鼠疫杆菌（ＥＶ７６）、猪型布氏杆菌（１０４Ｍ）

鼠９只，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将

等细菌ＤＮＡ样本由本所细菌室或中国疾病预防控

普氏立克次体感染的鸡胚卵黄囊膜（感染程度为

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惠赠。

４＋，即感染卵黄囊膜涂片染色后显微镜观察，每个

２．主要试剂：ＤＮＡ回收试剂盒购自上海生工生

视野观察到≥１０００个菌体）加入无菌生理盐水研磨

物公司，Ｔ载体试剂盒购自Ｐｒｏｍｅｇａ公司，质粒提取

制备匀浆，并用无菌生理盐水适当稀释匀浆（菌体计

试剂盒和全血基因组ＤＮＡ提取剂盒均购自德国

数约含２．３×１０１０个／ｍｌ普氏立克次体）。每只豚鼠

Ｑｉａｇｅｎ公司。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专用９６孔板和盖

腹腔注射匀浆１ ｍ１，感染后每天测量体温，并于第

膜以及ＴａｑＭ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Ｍａｓｔｅｒ Ｍｉｘ由美国

３、６、９、１２、１５和１８天分别对豚鼠心脏采血；每份血

ＡＢＩ公司生产。ＴａｑＭａｎ—ＭＧＢ探针由上海基康公

样本取２００弘１，用德国Ｑｉａｇｅｎ公司的血ＤＮＡ提取试

司合成，引物由赛百盛公司合成。

剂盒提取ＤＮＡ，最后一步用４０肚ｌ无菌去离子水将柱

ＰＣＲ

３．探针和引物：采用ＡＢＩ Ｐｒｉｍｅ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 ２．０

中ＤＮＡ洗脱，获得约４０弘１ ＤＮＡ样本。分别用２肛ｌ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和遵循ＴａｑＭａｎ—ＭＧＢ探针设计原则，依据

ＤＮＡ样本作模板行定量ＰＣＲ检测和巢式ＰＣＲ

普氏立克次体。优加序列，设计引物Ｐｒ２０４Ｆ（５

检测。

ＡＧＧ ＡＣＡ ＡＣＡ ＡＡＴ ＧＣＡ

７一

ＧＣＡ ＧＣＴ Ａ一３ ７）和

７．间接免疫荧光（ＩＦＡ）检测豚鼠血清普氏立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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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体抗体：采用普氏立克次体感染鸡胚卵黄囊膜制

和ＮＲｐ２（５’一ＡＣＣ ＧＴＧ ＧＡＡ ＴＡＴ

·９６５·

ＴＧＧ

ＴＣＣ一３’），

备１２孔普氏立克次体抗原片。用普氏立克次体抗

该巢式ＰＣＲ检测普氏立克次体目的ＤＮＡ的最低检

原片做ＩＦＡ测定感染豚鼠血清的抗普氏立克次体

测量为１０４拷贝（图２），荧光定量ＰＣＲ法检测普氏

的特异性ＩｇＧ效价。将倍比稀释的感染豚鼠血清

立克次体的灵敏度约为该巢式ＰＣＲ法的１００倍。

与普氏立克次体抗原片在３７℃作用１ ｈ，然后用

２．特异性分析：用荧光定量ＰＣＲ分别检测了普

０．０２％Ｔｗｅｅｎ ２０的ＰＢＳ（ＰＢＳ—Ｔ）漂洗３次后吹干；

氏立克次体、莫氏立克次体、恙虫病东方体、贝氏柯

加入ＦＩＴＣ标记的抗豚鼠ＩｇＧ抗体，３７℃作用１ ｈ后

克斯体、立氏立克次体、汉赛巴通体、查菲埃立克体、

用ＰＢｓ—Ｔ漂洗３次后吹干，然后用荧光显微镜镜检。

五日热巴通体、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链球菌、出血

在紫外光激发下，被特异性抗体结合的立克次体在

性大肠埃希菌、福氏２ａ志贺菌、鹦鹉热衣原体、伯氏

镜下为绿色小球杆菌。镜下能清晰看到立克次体时

疏螺旋体、嗜肺军团菌、炭疽杆菌、鼠疫杆菌、猪型布

的血清最大稀释度为该份血清的普氏立克次体ＩｇＧ

氏杆菌等病原体的ＤＮＡ样本，除普氏立克次体样

抗体的效价。

本检出强烈信号外，其他立克次体和病原菌ＤＮＡ
结

样本均未见荧光信号，即检测结果为０。

果

３．重复性分析：对同一批次和不同批次的倍比
１．敏感性分析：用无菌去离子水稀释的普氏立

稀释普氏立克次体标准ＤＮＡ样品进行检测，根据

克次体标准ＤＮＡ，使其拷贝数分别为１０７、１０６、１０５、

＆值的ＣＶ（变异系数）对重复性进行了评价。批内

１０４、１０３、１０２、１０。将其分别加到反应体系中做荧光

ＣＶ为０．５％～１．５％（图３），批间ＣＶ从０．４％～

定量ＰｃＲ检测。所测定的反应曲线和标准曲线见

２．１％（图４）。结果表明所建立的检测方法ＣＶ小，

图１。所建立的标准曲线表明，该方法检测的普氏

方法的重复性良好。

立克次体最低能够检测到＜１０个拷贝的模板

４．普氏立克次体感染豚鼠血样本的检测：先用

ＤＮＡ，普氏立克次体标准品ＤＮＡ的拷贝数与循环

巢式ＰＣＲ检测感染后第３、６、９、１２、１５和１８天的豚

阈值（Ｑ）的相关值（，一）为Ｏ．９９９，见图１（Ａ、Ｂ）。

鼠血样本，均未扩出目的条带。再以实时荧光定量

依据参考文献［８］，采用巢式ＰｃＲ扩增普氏立
克次体ＤＮＡ，所用外引物为ｐｇＲｐｌ（５ ７一ＴＣＡ ＧＡＡ
ＡＧＧ ＡＧＡ ＡＡＡ ＧＡＴ Ｔ一３ ７）和ｐｇＲｐ２（５ ７一ＣＴＴ ＧＣＧ
ＴＡＡ ＴＡＡ ＴＴＣ ＴＴＴ ＴＣ一３ ７），内引物为ＮＲｐｌ（５

７一

ＡＣＧ ＣＡＴ ＴＡＧ ＴＣＧ ＧＧＣ ＴＴＴ ＡＴＴ ＧＴＣ ＣＣ一３ ７）

ＰＣＲ检测同样的ＤＮＡ样本，部分样本检测的结果
为阳性，结果见表１。
５．ＩＦＡ检测感染豚鼠血清普氏立克次体抗体：

用普氏立克次体抗原片做ＩＦＡ检测，检测普氏立克
次体感染后第６、１２和１８天的豚鼠血清ＩｇＧ效价。

（Ａ）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普氏立克次体标准ＤＮＡ样本；标准ＤＮＡ拷贝数为１０、１０２、１０３、１０４、１０５、１０６、１０７（从左到右）。（Ｂ）荧光定量ＰｃＲ
检测标准ＤＮＡ样本产生的标准曲线
图１

普氏立克次体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标准ＤＮ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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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其中５只豚鼠血清特异抗体检测结果为阳性（效价

感染豚鼠血ＤＮＡ标本

为１：３２０～１：５１２０），另外４只检测结果为阴性。

注：表中数据为定量ＰＣＲ检测样本中普氏立克次体ＤＮＡ的拷
１：１０５拷贝ＤＮＡ样本；２：１０４拷贝ＤＮＡ样本；３：１０３拷贝ＤＮＡ
样本；４：１０２拷贝ＤＮＡ样本；５：１０拷贝ＤＮＡ样本；６：阴性对照；
７：ＤＬ２０００

ＤＮＡ相对分子质量标准

图２

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普氏立克次体

贝数

表２

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感染豚鼠血清的
普氏立克次体抗体

巢式ＰｃＲ法检测普氏立克次体ＤＮＡ

注：表中数据为ＩＦＡ检测豚鼠血清样本的普氏立克次体抗体
横坐标为ＤＮＡ样本拷贝数１：１０；２：１０２；３：１０３；４：１０４；５：
１０５；６：１０６；７：１０７。每一个浓度ＤＮＡ在同批内做４孔。Ｃｆ（循环域

（ＩｇＧ）的效价

讨

论

值）值的ｃＶ为０．５％～１．５％
图３

检测普氏立克次体的荧光定量ＰｃＲ的
批内重复性分析

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是目前国际公认的特异性
最好、最灵敏、重复性好的核酸定量检测方法。荧光
定量ＰＣＲ技术有多种，包括Ａｍｐｌｉｓｅｎｓｏｒ法、

４５
４０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 ｒｂｅａｃｏｎ法、ＴａｑＭａｎ探针法等。９ Ｊ，其中以

３５

ＴａｑＭａｎ探针法最好，显著提高了定量检测的敏感

３０

性、特异性和重复性，同时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准

遥２５
Ｇ ２０

确的结果。ＴａｑＭａｎ—ＭＧＢ探针是近几年才出现的
新型定量ＰＣＲ技术，由于这种探针的荧光淬灭基团

１５
１０

是一种基本无荧光本底的小型凹槽结合物（ＭＧＢ），

５

使得定量ＰＣＲ检测的荧光本底明显降低，从而提高

Ｏ

检测的分辨率。另外，探针结合上这种小型凹槽结
合物后，使得探针的Ｔｍ值有近１０℃的提高，从而
横坐标为ＤＮＡ样本拷贝数１：１０；２：１０２；３：１０３；４：１０４；５：
１０５；６：１０６；７：１０７。每一个浓度ＤＮＡ检测４次。＆（循环域值）的

本文采用了新型ＴａｑＭａｎ—ＭＧＢ探针建立了检

ｃｖ为０．４％～２．１％
图４

使探针的杂交稳定性和特异性显著增强∽ｏ。

检测普氏立克次体的荧光定量ＰｃＲ的
批问重复性分析

测普氏立克次体的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普氏与莫
氏立克次体的基因高度同源，在１６Ｓ ｒＲＮＡ基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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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０个碱基中普氏与莫氏立克次体仅有７个碱基

寒在传染源、传播媒介和预防措施上是完全不同的

不同ｕ１，难以设计种特异性的引物与探针将它们有

两种疾病‘１０ ３，该定量ＰＣＲ法将在斑疹伤寒疫情出

效鉴别。但是本文根据普氏立克次体ｏｍ加基因序

现时能准确对它们进行快速确认和区分，以便及时

列设计的特异引物和ＴａｑＭａｎ—ＭＧＢ探针，建立的实

采取针对性的防治措施，控制疫情的发展。

时荧光定量检测方法能特异地检测普氏立克次体

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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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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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证明本文所建立的荧光定量ＰＣＲ方法具
有普氏立克次体种特异性和高度的检测灵敏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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