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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多重实时ＰＣＲ快速同时检测沙门菌和志贺菌
石晓路

扈庆华

【摘要】

目的

张佳峰

李庆阁

林一曼

王冰

刘小立

庄志雄

张顺祥

建立改良分子信标一多重实时ＰｃＲ同时检测沙门菌和志贺菌的快速方法，应用

根据ＧｅｎＢａｎｋ公布的沙门菌侵袭性基因ｉ咒诅和ｓｍＲ基因，分

于食源性致病菌的快速诊断。方法

别设计一对引物和改良分子信标探针，用同色荧光标记，用于同体系检测沙门菌。志贺菌根据ｉ加Ｈ
基因的保守序列，设计引物和改良分子信标探针，加入沙门菌检测体系中，建立三重实时ＰＣＲ一改良分
子信标检测体系，应用于同时对沙门菌、志贺菌食物中毒的快速诊断和门诊肠道致病菌的检测。结果
改良分子信标一多重实时ＰｃＲ反应体系ＤＮＡ灵敏度为６９～９３ ｆｇ／肛Ｉ，菌液灵敏度为３２～６４ ｃＦＵ／ｍＩ或
ＣＦＵ／ＰＣＲ反应体系，无交叉反应。该反应体系同时检测１３４株沙门菌和６７株志贺菌，均出现特

１～２

异的荧光信号，两种细菌检测互不干扰。对细菌性食物中毒样本等共１１００份同时进行沙门菌和志贺
菌检测，５６９份沙门菌实时ＰＣＲ阳性，其中５５１份沙门菌培养阳性；４２份志贺菌实时ＰＣＲ阳性，其中
４１份志贺菌培养阳性。从样品处理到检测结果仅需时间２ ｈ至１ ｄ。结论

改良分子信标一多重实时

ＰＣＲ检测体系快速、灵敏度高，特异性强，可用于沙门菌和志贺菌食物中毒的快速诊断，伤寒、痢疾等
肠道传染病的初筛及预防医学门诊的健康人群体检，为食源性疾病的分子流行病学调查提供新的检
测手段。
【关键词】

沙门菌；志贺菌；多重实时聚合酶链反应；同步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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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目前沙门菌和志贺菌检验仍以传统培养法为

实验用菌株

菌株名称及菌号

主，操作繁琐，耗时长，且阳性率低。随着分子生物

菌株数菌株来源

阿伯丁沙门菌ｓ．口６ｅｒｄ∞ｎ（５０３１３）

１

检定所

马流产沙门菌Ｓ日幻心“Ｆ田“ｉ（４７７１７）

１

检定所

阿德莱德沙门菌ｓ．ｎ出缸ｉ出（５００６５）

１

检定所

鸭沙门菌ｓ．Ⅻｎ￡“ｍ（５００８３）
猪霍乱沙门菌ｓ．而ｏ￡Ｐｍ¨“ｉｓ（４７６４９）

ｌ

检定所

１

检定所

实时ＰＣＲ以其快速、定量、无需后电泳、无交叉污染

大肠沙门菌ｓ．∞“（５０８０９）

ｌ

检定所

等突出优点而被广泛采用。１９９６年Ｔｙａｇｉ，

都柏林沙门菌ｓ．ｄ“６ｚ锄（５００４２）

１

检定所

肠炎沙门菌Ｓ．ｇｎ抛ｒ打ｉｄ如（５００４０）

１

检定所

鸡沙门菌ｓ．胛扰ｍｒ“ｍ（５０７７０）
婴儿沙门菌ｓ．ｉ”庙”￡括（５０３４１）

１
１

检定所
检定所

爪哇沙门菌Ｓ．尬口如ｎｎ（５０３６４）
肯塔基沙门菌ｓ．ｋｎ￡“ｃ＾ｖ（５０７９４）

１

检定所

１

检定所

利齐菲尔德沙门菌Ｓ．￡舭ｈ＾ｅ聪（５０８１０）

１

检定所

伦敦沙门菌ｓ．ｚｏｎ幽ｎ（５０３１０）

１

检定所

曼彻斯特沙门菌ｓ．ｍ一如ｍ把ｒ（５０３８０）
曼哈顿沙门菌ｓ．ｍⅫ＾８ｔ￡ｎｎ（５０１５１）

１

检定所

１

检定所

火鸡沙门菌Ｓ．ｍＰｚ∞ｇｒｉｄｉｓ（５０３２９）
明尼苏达沙门菌ｓⅢｉ”ｎｅ∞缸（５００６１）

ｌ

检定所

ｌ

检定所

莫斯科沙门菌ｓ．ｍｏｓｃｏｗ（５００４４）

ｌ

检定所

慕尼黑沙门菌ｓ．ｍ“ｅｎ如Ｐｎ（５０１２５）

ｌ

检定所

纽波特沙门菌ｓ．”ｅ∞加儿（５００２９）
奥拉宁堡沙门菌ｓ．ｏｍｎ诒们“憎（５０３７９）

１

１

检定所
检定所

甲型副伤寒沙门菌ｓ．却ｍ妙加ｉ Ａ（５０００１）

１

检定所

甲型副伤寒沙门菌无动力变种
ｓ．砸ｒａｔ，ｐｈｉ Ａ。ｏ’ｔ，却ｔｓ０５０９］

１

检定所

乙型副伤寒沙门菌Ｓ．抛ｒｎ￡ｙ加ｉ Ｂ（５０００４）

１

检定所

丙型副伤寒沙门菌ｓ．加ｍ砂加ｉ ｃ（５００１７）

１

检定所

圣保罗沙门菌Ｓ．ｍｆｎ￡抛“（５０３３９）

１

圣地亚哥沙门菌ｓ．ｍｎｄｉ卿（５０００９）

１

检定所
检定所

仙台沙门菌Ｓ．口ｎ幽ｉ（５０３５０）

１

检定所

山夫登堡沙门菌ｓ．∞ｎ加ｎ６ｅ僧（５０２０９）

１

检定所

汤ｈ逊沙门菌Ｓ．￡＾ｏｍ口∞”（５００２３）

１

检定所

伤寒沙门菌ｓ．桫肌｛（４７７２７）
猪伤寒沙门菌ｓ．￡ｙ加ｉ—ｓ“括（５０７３４）

ｌ

检定所

１

检定所

鼠伤寒沙门菌ｓ．妙加ｉｍ“ｒ池ｍ（５００１３）

ｌ

检定所

蜡样芽孢杆菌Ｂ．∞ｒｅ“ｓ（６３３０１）

１

检定所

志贺菌临床分离株，为深圳市历年食物中毒或肠道

弗劳地枸橼酸杆菌ｃ．＾ｔ“ｄ谢（４８００１）

ｌ

检定所

门诊中分离（表１）。

肉毒梭菌ｃ．６０￡““ｎ“ｍ（６４２０３）

１

检定所

产芽孢梭菌ｃ．ｓ加ｒ孵ｎｅｓ（６４９４１）

１

检定所

产气肠杆菌Ｅ．ｎｅ，‘噼ｎＦｓ（４５１０３）

１

检定所

学技术的发展，已采用ＰＣＲ技术应用于细菌的快速
诊断。然而传统ＰＣＲ技术易污染，造成检测失败。
自１９９５年美国ＰＥ公司提出实时ＰＣＲ检测原理后，

Ｋｒａｍｅｒ儿１提出的分子信标是一种具有茎环构型的
分子探针，用于ＰＣＲ扩增产物均相测定的原理是，
在退火阶段，分子信标与生产的靶序列结合发出荧
光，在延伸阶段则脱离靶序列而不于扰扩增，随着循
环次数的增加，与靶序列结合的分子信标的量亦增
加，最终的荧光强度与模板量成正相关。改良分子
信标是我们在分子信标探针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型
分子探针旧。，以它为基础建立的实时ＰＣＲ技术，可
以更好地实现多重实时ＰＣＲ检测多种致病菌。本
文采用改良分子信标技术建立沙门菌和志贺菌的多
重实时ＰＣＲ方法，和国家标准检测方法进行比较，
评价新方法的准确性和灵敏度，用于食源性疾病的
快速诊断和肠道门诊的筛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材料与方法
１．实验用菌株：５５种细菌共２１８株菌株。包括
３４种沙门菌标准菌株、４种志贺菌标准菌株和１７种
其他肠道致病菌标准株，购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
定所（检定所）。１００株沙门菌临床分离株和６３株

２．菌株的分离和鉴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颁
布的《食品微生物学》国家检验标准操作。
３．反应模板的制备：

阴沟肠杆菌Ｅ．ｃｚ∞ｃｎｅ（４５３０１）

检定所

大肠埃希菌Ｅ．∞如（４４１０４）

检定所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

Ｌ．ｍｏｎｏ聊。班ｎｅｓ（５４００１）

检定所

奇异变形杆菌Ｐ．ｍｆｍ６撕５（４９００３）

１：

普通变形杆菌Ｐ．口“ｚ艘以ｓ（４９０叭）

１

检定所

ｍｎＭⅢｅｎｓ（４１００２）
鲍式志贺菌ｓ．６０埘越（５１２６５）

１

检定所

１

检定所

痢疾志贺菌ｓ如ｅｎ￡ｅ疵ｎＰ（５１３７６）

１

检定所

福氏志贺菌舅，ｚ“№矗（５１０９３）

１

检定所

宋内志贺菌ｓ．ｓｏｎｎ“（５１０８１）

１

检定所

金黄色葡萄球菌ｓ．ｎＭ“ｓ（２６００１）

１

检定所

粪便和呕吐物量的多少，用１００～２００“ｌ生理盐水悬

粪链球菌ｓ￡Ｍｐ￡ｏｃｏｃｆ“ｓ（３３２１９）

１

检定所

浮，煮沸，１０

乙型溶血性链球菌ｓ．＾Ｐｍｍｗ弘口（３２２１０）

１

检定所

副溶血弧菌Ｖ．加ｍ＾ｎｅⅢｏ坳！ｃ“ｓ（２０００１）

１

检定所

霍乱弧菌ｖ．如。如ｍ（１６００１）

ｌ

检定所
检定所

（１）菌株ＤＮＡ模板：菌株经ＬＢ增菌培养过夜
后，菌体用５００“１
５０

ＴＥ

ｂｕｆｆｅｒ悬浮，加入终浓度为

ｐｇ／弘ｌ溶菌酶，３７℃作用１ ｈ，然后再加入终浓度为

１％ＳＤＳ和０．２肛ｇ／肛ｌ的蛋白酶Ｋ，５５℃作用１ ｈ后，用
酚一氯仿抽提ＤＮＡ。
（２）样品ＤＮＡ模板：①粪便、呕吐物标本：根据

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２ ｍｉｎ，取５扯ｌ上清液即可

用于实时ＰＣＲ反应。②食品样品：用ＧＮ或ＳＣ增
菌６—８ ｈ后，取１ ｍ１菌液富集，加水１００弘ｌ煮沸，离心
吸取５以上清液即可用于实时ＰＣＲ反应。
４．单一细菌改良分子信标检测体系的建立：

粘质沙雷菌ｓ

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ｙ．Ｐｎ￡ｅｒｏｃＤｚｉ￡ｉｃｎ（５２２０１）

沙门菌＆ＺｍｏｎＰＺ如
志贺菌劬堙Ｐ￡缸

检定所

临床分离
１∞∞

临床分离

‘１０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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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引物和探针设计：根据ＧｅｎＢａｎｋ公布的沙

同上，退火阶段同时检测荧光ＦＡＭ和ＲＯＸ。

门菌毒力岛工的ｉ咒诅基因和毒力岛Ⅱ的ｓ阳Ｒ基

６．多重实时ＰＣＲ反应体系的应用：运用于

因序列，各设计一对引物和改良分子信标探针，同时

１１００份样本的检测。包括：４５２份食物中毒样本（肛

用ＦＡＭ标记，用于沙门菌的检测。根据ＧｅｎＢａｎｋ

拭子、呕吐物或剩余食品）、３２８份伤寒、痢疾标本

公布志贺菌ｉ抛Ｈ基因片段中的开放阅读框部分序

（肛拭子、粪便等）和３２０份食品从业人员肛拭子。

列设计引物和改良分子信标探针，扩增片段为

结

ｂｐ。探针用ＲｏＸ标记，用于志贺菌的检测。引

１１２

物和探针均由上海Ｓａｎｇｏｎ公司合成。

果

１．沙门菌改良分子信标体系检测：

（２）ＰＣＲ反应条件：反应总体积为２５肛１，内含

（１）特异性分析：５５种细菌经改良分子信标体

５弘ｌ模板，２．５肛ｌ １０×ＰＣＲ缓冲液，１．５ ｍｍｏｌ／Ｌ

系检测，只有沙门菌有荧光信号，其余细菌均无荧光

ＭｇＣｌ２，０．２５ ｍｍｏｌ／Ｌ

ｄＮＴＰ，１ Ｕ

Ｔａｑ酶，２５ ｐｍｏｌ引

物，２５ ｐｍ０１探针。实时ＰＣＲ反应参数为：９４℃预变
性５ ｍｉｎ，４０个循环中９４℃变性２０ ｓ，５２℃退火
２５

ｓ，７２℃延伸２０ ｓ。采用退火阶段检测荧光。
（３）特异性检测：以产气肠杆菌、阴沟肠杆菌、大

信号，进一步证明了ｉ咒诅基因和驱ｎＲ基因共同检
测的特异性。
（２）灵敏度结果：ＤＮＡ灵敏度为６９ ｆｇ／扯１，菌液
灵敏度为２ ＣＦＵ／ＰＣＲ反应体系，对原始样品而言，
菌液灵敏度为３２ ＣＦＵ／ｍｌ。

肠埃希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变形杆菌等细菌的

２．志贺菌改良分子信标体系的检测：

ＤＮＡ作对照，对沙门菌标准菌株进行ｉ咒诅和ｓｓｎＲ

（１）特异性分析：５５种细菌经改良分子信标体系

改良分子信标实时ＰＣＲ扩增；对志贺菌标准菌株进

检测，只有志贺菌有荧光信号，其他细菌无荧光信号。

行ｉ抛Ｈ改良分子信标实时ＰＣＲ扩增。
（４）灵敏度分析：选１株鼠伤寒沙门菌标准菌株
（Ｓ９）作为灵敏度分析的代表株。包括ＤＮＡ灵敏度

（２）灵敏度分析：ＤＮＡ灵敏度为９３ ｆｇ／肚ｌ，菌液
灵敏度为３ ＣＦＵ／ＰＣＲ反应体系，对原始样品而言，
菌液灵敏度为６４ ＣＦＵ／ｍｌ。

分析和菌液灵敏度分析。ＤＮＡ灵敏度分析：按常规

３．改良分子信标．多重实时ＰＣＲ检测体系的建

ＤＮＡ提取方法提取模板ＤＮＡ。用Ｕｌｔｒｏｓｐｅｃ２０００

立：改良分子信标一多重实时ＰＣＲ反应体系稳定，灵

紫外可见光蛋白核酸分析仪（Ｐｈａｒｍａｃｉａ公司）测

敏度高，特异性强，两种细菌的检测互不干扰，无交

ＤＮＡ的浓度。然后进行５倍梯度稀释，每个稀释度

叉反应。

取１肚ｌ用于实时ＰＣＲ反应。菌液灵敏度分析：Ｓ９菌

４．改良分子信标一多重实时ＰＣＲ检测体系应

株经肉汤增菌过夜后，进行１０倍梯度稀释，共做１０

用：对１１００份各类样本，用改良分子信标一多重荧光

个稀释度，然后依次取１０个稀释度的１ ｍｌ菌液经简

ＰＣＲ法同时检测沙门菌和志贺菌，共检出沙门菌阳

易处理（见模板提取２）后，进行实时ＰＣＲ反应。同

性标本５６９份，其中５５１份分离出沙门菌菌株。检

时相对应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的《食品微生物

出志贺菌阳性标本４２份，其中４１份分离出志贺菌

检验标准》做细菌总数计数。

菌株。其检测情况见表２。该检测体系灵敏度高，

选１株福氏志贺菌标准菌株（Ｄ１）作为灵敏度
分析的代表株。包括ＤＮＡ灵敏度分析和菌液灵敏

检出率高于传统分离方法，检测时问仅需２
表２

ｈ。

改良分子信标一多重实时ＰｃＲ方法的应用

度分析。其分析方法与沙门菌的灵敏度分析方法
相同。
５．多重体系改良分子信标一实时ＰＣＲ的建立：
在上述建立的单一检测体系的基础上，优化反应条
件，建立起双色多重实时ＰＣＲ，反应总体积为２５肛ｌ，
内含２．５肛ｌ １０×ＰＣＲ缓冲液，１．５ ｍｍｏｌ／Ｌ ＭｇＣｌ２，
０．５
２５

ｍｍｏｌ／Ｌ

ｄＮＴＰ，ｌ Ｕ

Ｔａｑ酶，２５ ｐｍｏｌｉｎｖＡ引物，

讨

论

ｐｍｏｌｉｎｖＡ探针（ＦＡＭ标记）；２５ ｐｍｏｌ ｓｓａＲ引物，
ｓｓａＲ探针（ＦＡＭ标记）；２５ ｐｍｏｌ ｉｐａＨ引物，

本文在改良分子信标技术的基础上，建立了多

２５ ｐｍｏｌ ｉｐａＨ探针（ＲＯＸ标记）。扩增和检测条件

重实时ＰＣＲ同时检测两种细菌的方法。结果表明：

２５ ｐｍ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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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方法灵敏度高，每毫克或每毫升样品含３２～

标更易设计且成功率更高，同时对扩增条件要求不

ＣＦＵ细菌，即可检出。②特异性强，与对照组５４

严，因此对于多个靶序列的同时检测，改良分子信标

种细菌无交叉反应，即类似的肠道致病菌均呈阴性。

的优势更加明显。本文采用改良分子信标的设计思

③操作简单，结果观察直观明了，可一次检测９６份

路，在分别建立沙门菌和志贺菌实时ＰＣＲ检测基础

标本（含阴阳性对照）。④对于食品从业人员肛拭

上，直接将两体系合并，保留了原来的实验条件，即

子，可采用５人份合并为一管中检测，以提高检测效

建立起二者同时检测反应体系，且灵敏度并不比单

率。采用水煮法而非酚一氯仿抽提法，快速简便有

个检测更低，进一步说明了改良分子信标的优势。

６４

效，适用于沙门菌和志贺菌食物中毒的快速诊断和

目前国外有采用砀ｑＭａｎ技术分别检测志贺菌

大量样品的初：筛。⑤检测粪便和呕吐物标本仅需时

和沙门菌的文献报道∽ｏ，但主要为单一荧光体系检测

ｈ，检测食品标本仅需１ ｄ时间（包括样品的增菌和

一种细菌，未见多重实时ＰＣＲ同时检测多种细菌的

前期处理）。在多重实时ＰＣＲ研究的基础上，最终

文献报道。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和抗生素的滥用，许

实现多重实时ＰＣＲ同时诊断１０种食源性致病菌，

多致病菌引起的临床症状越来越不典型，常常需要同

满足常见细菌性食物中毒快速诊断的要求。

时检测多种细菌才能确定病原。这就对快速诊断技

２

Ｂｕｙｓｓｅ等ｂ ｏ发现志贺菌侵袭性质粒抗原Ｈ

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又快又能同时检测多种病原微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ｓｍｉｄ，ｉｐａＨ），同时多拷贝存在于染色体

生物。实际工作和经验证明，所建立的多重实时ＰＣＲ

和侵袭性大质粒上，不随传代而丢失，鉴于此，根据

方法可用于食物中毒的初筛，极少出现漏检，与传统

志贺菌ｉ抛Ｈ基因的保守序列，设计引物和改良分

方法相比具有快速灵敏、操作简便等优点，是国标检

子信标探针用于志贺菌检测，特异性强，灵敏度高。

测方法的有力补充。随着多通道荧光ＰＣＲ仪的不断

Ｇａｌａｎ等Ｈ ｏ克隆并描述了鼠伤寒沙门菌的一组

普及和发展，使得同时检测４种或５种不同波长的光

基因（ｉ”诅、Ｂ、Ｃ、Ｄ），是沙门菌毒力岛工的重要基

源成为可能，因此同管检测４～５种常见致病菌的多

因，这组基因决定了沙门菌进入上皮细胞的能力，与

重实时ＰＣＲ技术，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沙门菌的致病性密切相关，并在沙门菌中广泛分布，
而在非沙门菌中尚未发现，这是目前报道最多的一
组靶基因。Ｒａｈｎ等¨１在１９９２年率先根据鼠伤寒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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