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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５·

·实验室研究·
基于１ ６Ｓ和２３Ｓ ｒＤＮＡ基因芯片检测和鉴定

七种临床常见病原菌
邢建明

张霆

【摘要】

张红河

沈翠芬毕丹

李刚

姚丽惠

以细菌１６Ｓ ｒＤＮＡ和２３Ｓ ｒＤＮＡ基因为靶序列建立可检测临床七种常见病原菌

目的

寡核苷酸芯片系统。方法采用双重ＰＣＲ扩增标本中靶细菌１６Ｓ和２３Ｓ ｒＤＮＡ基因片段。构建能同
时检测肠出血性大肠埃希菌０１５７：Ｈ７、副溶血性弧菌、沙门菌、霍乱弧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空
肠弯曲菌和志贺菌的寡核昔酸芯片，并考核芯片的检测特异性、灵敏度和重复性。采用所建它的寡核
苷酸芯片检测８ｌ例腹泻患者粪便样本。结果

双重ＰＣＲ可同时扩增卜述七种病原菌的１６Ｓ和２３Ｓ

ｒＤＮＡ基因靶序列。所研制的寡核苷酸芯片检测灵敏度可达１０３ｃｆｕ／ｍｌ，非靶细菌无阳性结果，不同批
间和批内芯片的变异系数为３．８９％～５．８１％。寡核苷酸芯片检测粪便样本的阳性率为３９．５％（３２／
８１），与常规细菌学检查法检测结果的符合率达到９６．３％（７８／８１），菌种鉴定结果符合率为９６．８％（３１／
３２）。结论研究建立的寡核苷酸芯片法在检测七种病原菌时具有简便、快速、准确、高通量等优点，
适合于临床样本检测及流行病学现场调查。
【关键词】寡核苷酸芯片；病原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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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泻和呕吐是临床常见的消化道疾病症状，其

前临床上细菌鉴定仍主要采用基于表型检测的生化

病因众多；快速、准确地检测和鉴定腹泻患者粪便样

反应，仅有极少数细菌采用基因水平的分子生物学

本中的病原菌是制定正确治疗方案的重要前提。目

鉴定技术…。基因芯片检测技术具有快速、准确、高
通量等优点，已被广泛应用于基因突变、多态性分

作者单位：３１３０００湖州市妇幼保健院检验科（邢建明、张建、毕
丹、李刚、姚丽惠）；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基因诊断实验室（张红河）；
湖州市中心医院检验科（沈翠芬）

析、微生物鉴定和疾病基因诊断等领域旧１。一些研
究者在基因芯片中以病原菌毒力基因为靶序列，虽

·８１６·

有较高特异性，但同一种属不同菌株往往存在毒力

沙门菌、空肠弯曲菌的１６Ｓ ｒＤＮＡ和２３Ｓ ｒＤＮＡ为靶

基因差异，因而毒力基因为靶序列的基因芯片不适

基因。下游引物５ ７端标记生物素，探针３’端经氨基

用于临床¨ｏ。１６Ｓ ｒＤＮＡ和２３Ｓ ｒＤＮＡ基因序列在

修饰。根据文献方法ｕ引，选取大肠埃希菌（ＧｅｎＢａｎｋ

细菌进化过程中相当保守，常被用作细菌种属鉴定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Ｘ９６９６５）１６Ｓ ｒＤＮＡ基因中一段序列作为

的靶基因Ｈ－。本研究中选取临床常见的病原菌作为

阳性对照，以引物互补序列合成探针作为标志列，选

检测的靶细菌，初步研究基因芯片技术在致病菌检

择与细菌无关的探针作为阴性对照。所有引物和探

测方面的应用。建立能检测和鉴定七种临床常见引

针均由ＴａＫａＲａ公司合成，引物和探针序列见表１。

起腹泻和呕吐病原菌的寡核苷酸芯片技术。

４．双重ＰＣＲ：反应体积５０“ｌ内含１．５／１ｍｏｌ／Ｌ
Ｍ９２＋、２００／１ｍｏｌ／Ｌ ｄＮＴＰｓ、２ ｔＬｍｏｌ／Ｌ各基因引物、

材料与方法

１．５ Ｕ

１．菌株及培养：福氏志贺菌ＡＴＣＣ５１３１１、宋内

Ｔａｑ酶、约５０

ｎｇ

ＤＮＡ模板和１×ＰＣＲ缓冲

液。ＰＣＲ参数：９４℃预变性５ ｍｉｎ；９４℃变性３０

Ｓ、

志贺菌ＡＴＣＣ２５９３１、空肠弯曲菌ＡＴＣＣ３３５６０、单核

５６℃退火３０ Ｓ、７２℃延伸３０ ８，３５个循环；７２℃延伸

细胞增生李斯特菌ＡＴＣＣ７６４４、霍乱弧菌

５

ＡＴＣＣｌ６０２５／ＡＴＣＣｌ６０２６、结肠弯曲菌ＡＴＣＣ７７０９、

检测ＰＣＲ产物。

ｍｉｎ。采用溴化乙锭预染的２％琼脂糖凝胶电泳

肠出血性大肠埃希菌０１５７：Ｈ７ ＡＴＣＣＡ３８８９、沙门菌

５．寡核苷酸芯片制备：参照文献方法Ｈ川，探针

ＡＦＯＣ５０８３５／ＡｍＣ５００４１／ＡｒＣ＝Ｃ５００９６／必旧Ｃ １４０２８、鼠

点样液浓度为５０ ｔ－ｍｏｌ／Ｌ，取６“ｌ置于３８４孔板，采用

伤寒沙门菌ＡＴＣＣ４９２１４、金黄色葡萄球菌

微阵列自动点样仪（ＰｉｘＳｙｓ

ＡＴＣＣｌ３５６５、西尔李斯特菌ＡＴＣＣ３５９６７、格式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Ｉｒｖｉｎｅ，ＣＡ）点于醛基化玻片上，重复

斯特菌ＡＴＣＣ２５４０１、英诺克李斯特菌ＡＴＣＣ３３０９０、

２次，室温放置至少２０ ｈ。使用前将芯片依次用

副溶血性弧菌ＡＴＣＣ２０５０２／ＡＴＣＣ２０５０６、耶尔森菌

０．２％ＳＤＳ和双蒸水洗涤，自然晾干。寡核苷酸芯

ＡＴＣＣ５２２１５／ＡＴＣＣ５２２１７，均购置中国微生物菌种

片点样模式图见图１。

５０００，Ｃａｒｔｅｓｉａｎ

库。本实验所采用的肠炎沙门菌等临床菌株均经系
Ｐ

ｌ

２

６

Ｎ

Ｐ

ｌ

２

６

Ｎ

标志列

标志列

标志列

标志列

标志列

３

４

５

７

Ｂ

３

４

５

７

Ｂ

统的细菌学鉴定。所有菌株均按照常规标准方法进
行培养，各种培养基均由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
提供。
２．细菌基因组ＤＮＡ的提取：按试剂盒说明书
操作，采用ＵＮｌＱ一１０ ＣＯＬＵＭＮ Ｇｅｎｏｍｉｃ

ＤＮＡ

Ｍｉｎｉｐｒｅｐｓ Ｋｉｔ（Ｓａｎｇｏｎ）提取各细菌基因组ＤＮＡ。

３．引物和探针的合成：根据相关研究资料ｂ删，
分别以霍乱弧菌、肠出血性大肠埃希菌０１５７：Ｈ７、副

注：１：肠出血性大肠埃希菌０１５７：Ｈ７；２：副溶血性弧菌；３：沙门
菌；４：霍乱弧菌；５：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６：空肠弯曲菌；７：志

贺茵；Ｐ：阳性对照；Ｎ：阴性对照；Ｂ：空白对照

溶血性弧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福氏志贺菌、
表１
细菌

肠出血性大肠埃希菌０１５７：ｍ

圈１

寡核苷酸芯片点样模式图

引物和探针序列

靶基因探针序列（５’～３’）

ＧＣＡＧＴＣＡＣＣＣＣＡＴＡＡＡＡＧＡ【；（册

靶基因

引物序列（５ ７～３’）

２３Ｓ ｒＤＮＡ

２３Ｓ

２３Ｓ ｒＤＮＡ

Ｆ２：ＡＣＣＧＡＴＡＧＴＧＡＡＣＣＡＧＴＡＣＣＧＴＧＡＧ

ｒＤＮＡ引物４

副溶血性弧菌

卯删僦４Ｇ黝翻Ｄ剑翻母４筋

沙门菌４

ＡＣＡＧＧＣｌ研ＡＧＣＧ＾１ｎＡＧ（ｒ兀℃ＡＣ

１６Ｓ ｒＤＮＡ

１６Ｓ

霍乱弧菌

ＣＡＧＣＡ（：ＡＧ

１６Ｓ ｒＤＮＡ

Ｆ１：Ｃｏ时ＧＧＣＧＧＣＡＧＧＣ（丌ＡＡＣＡＣⅣｒＧＣ

空肠弯曲菌

ＣＴＣＣｒｒｒｒＣＴＴＡＧＧＧＡＡＧＡＡＴＴＣｒＧＡＣＧＧ
ＴＡＣＣＴＡＡＧＧＡＡＴ

１６Ｓ ｒＤＮＡ

Ｒｌ：ＣＧＣＧＧＣＴＧ（］吓ＸＸ：ＡＣＧＧＡＧＴＴＡＧＣＣ

Ｒ２：ＴＴＡＡＡ７ｒＧ＾ＴＧＧＣＴＧＣｌ］ⅥＡＡＧｃＣ

Ａ！ＧＧＡＡＩ］＿ｒＧｒ兀Ｘ肌ⅪＧＨＸ；０ＧＡＧ

福氏志贺菌４

ｃＧＡＡＡＣＡＧＣＡＡＧＣｒＩ×Ｘｖｒ’ｃ

１６Ｓ ｒＤＮＡ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４

ＴＡＧＣＣＧＡＡＡＣＡＡＴＡＴＴＡＣＡＡ＾ＡＧＣＧ

１６Ｓ ｒＤＮＡ

阳性对照

ＡＣＴＧＡＧＡＣＡｃＧＧＴＣＣＡＧＡＣＴＣＣＴＡＣＧＧＧ
ＡＧＧＣＡＧＣＡＧＴＡＧＧＧＡＡＴＡＴＴＧ

１６Ｓ ｄ）ＮＡ

阴性对照

ＡＣＣＴＡＣＣＧＣＣＧＣＴＧＴＣＴＡＴＧ

注：４为自行设计的序列，其他为参考文献的序列

ｒＤＮ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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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寡核苷酸芯片的鉴定：按ＢａｉＯ芯片杂交试剂
盒（上海百傲科技有限公司产品）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寡核苷酸芯片的检测操作，在５５℃条件下孵育１ ｈ，然
后用洗涤液清洗３次，分别用亲和素标记液和显色液
分别加于杂交区，在５５℃条件下孵育３０ ｍｉｎ，期间用
洗涤液清洗３次，晾干。采用ＢａｉＯ

ＢＥ

注：Ｍ：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ＤＬ ２０００（１００、２５０、５００、７５０、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２．０扫描仪对

检测后芯片进行扫描和分析。将肠出血性大肠埃希
菌０１５７：Ｈ７培养物连续１０倍稀释后，取２００出进行

ｂｐ）；ｌ：肠出血性大肠埃希ｉ基０１５７：Ｈ７；２：副溶血性弧菌；３：沙门
菌；４：霍乱弧菌；５：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６：空肠弯曲菌；７：志
贺菌；８：宅白对照
图２

ＤＮＡ提取和双重ＰＣＲ，另取２００ ｍ按常规进行菌落计
数，重复３次，评价该芯片检测系统的灵敏度。从３
次不同点样批次芯片中分别抽取三张芯片，用于检测
肠出血性大肠埃希菌０１５７：Ｈ７，以了解该芯片检测系
统的稳定性和重复性。
７．临床样本的检测：共收集分别来自湖州市妇
幼保健院、湖州市中心医院和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检验科的８１例腹泻患者的粪便样本。样本中ＤＮＡ
提取方法参照文献［１０］进行，双重ＰＣＲ、寡核苷酸
芯片检测过程和条件如前所述。上述腹泻粪便样本
进行常规细菌分离培养，采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
菌种鉴定条对分离的细菌进行鉴定。按照常规操作
后，离心取上清作为模板进行基因芯片检测。
结

果

腹泻患者粪便样本中不同细菌ＰＣＲ扩增效果

３．寡核苷酸芯片的检测敏感性：不同稀释度的
肠出血性大肠埃希菌０１５７：Ｈ７对应寡核苷酸芯片检
测结果见图４。上述结果表明，所建立的寡核苷酸
芯片检测系统灵敏度为１０３ ｃｆｕ／ｍｌ细菌。
４．寡核苷酸芯片的检测稳定性和重复性：不同
批次芯片对肠出血性大肠埃希菌０１５７：Ｈ７检测结果
表明，批内变异系数分别为４．５２％和３．８９％，批间变
异系数分别为５．０３％和５．８１％。
５．临床样本检测结果：表２显示，８１例患者粪
便样本中，３１例分离培养出细菌并经生化鉴定为感
染七种病原菌，其余分离培养结果阴性。３１例细菌
阳性样本经寡核苷酸芯片检测结果３０例为阳性；细
菌分离培养及生化鉴定结果阴性的样本中，也有２

１．ＰＣＲ结果：可从患者粪便样本中扩增出预期

例检测结果阳性，两种方法细菌检测结果的符合率

大小的病原菌目的条带，１６Ｓ ｒＤＮＡ和２３Ｓ ｒＤＮＡ基

为９６．３％（７８／８１）。寡核苷酸芯片与传统细菌分离

因目的条带大小分别为５００ ｂｐ和６４０ ｂｐ（图２）。

培养及生化鉴定结果均为阳性的３１例样本中，１例

２．寡核苷酸芯片检测特异性：七种病原菌寡核

寡核苷酸芯片检出志贺菌和沙门菌混合感染，分离

苷酸芯片检测结果见图３。目的探针有较强的杂交

培养及生化鉴定仅检出志贺菌，两种方法对菌种鉴

信号，未出现非特异性杂交信号，同时各对照均显示

定结果符合率为９６．８％（３１／３２），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预期杂交结果。

（Ｐ＞０．０５）。

注：１：肠出血性大肠埃希菌０１５７：Ｈ７；２：副溶血性弧菌；３：空肠弯曲菌；４：沙门菌；５：霍乱弧菌；６：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７：志贺菌
图３

七种肠道病原菌的寡核苷酸芯片检测结果

注：１～８：不同稀释度的肠出血性大肠埃希荫０１５７：ｍ（对应浓度：１０９～１０２
图４

ｏｆｕ／ｍ１）寡核苷酸芯片检测结果

不同稀释度肠出血性大肠埃希菌０１５７：Ｈ７的寡核苷酸芯片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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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腹泻患者粪便样本中细菌检测结果

３—４

细菌种类ｉ西五。曩－ｉ■．丽戛两ｉ甬＿藏
阳忖＝样本

检测

检测

阴性样本

检测

ｄ。寡核苷酸芯片系统检测临床样本具有快速

和可靠的特点，对临床疾病诊断和治疗十分有利。
综上所述，较之传统的细菌分离培养及生化鉴定

检测

法，本研究中建立的寡核苷酸芯片检测系统在检测七
种病原菌时，具有简便、快速、准确、稳定、高通量等优
点，适合于临床样本检测及流行病学的现场调查。由
于同一属内不同菌种之间１６Ｓ和２３Ｓ ｒＤＮＡ基因之间
差别甚小乜¨，本研究的寡核苷酸芯片对某些细菌仅
注：基因芯片检测与细菌学检测比较：Ｘ２＝０．１３，Ｐ＞Ｏ．０５

讨

论

限于菌属水平检测和鉴定，菌种水平检测和鉴定仍需
做大量工作。此外，在此工作基础上，增加可检测细
菌属、种数量，也是今后努力的目标之一。

基因芯片技术以其快速、准确、高通量、自动化
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病原微生物的检测和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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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㈨例川

的影响归Ｊ。近年Ｍｆｙｍｅｔｒｉｘ和Ｇｅｎｅｓｃａｎ等公司采取
原位光刻法直接在芯片上合成探针¨钆２引，使重复性有
所提高。本实验选取肠出血性大肠埃希菌０１５７：Ｈ７
进行重复性及稳定性实验的结果显示，不同批间和批
内寡核苷酸芯片的变异系数（３．８９％～５．８１％）＜
６％，表明该芯片有良好的重复性和稳定性。
８１例患者粪便样本中，通过本研究建立的寡核
苷酸芯片检测系统、常规细菌分离培养和生化鉴定法

川
例
例

化鉴定仅检出志贺菌，两种方法对菌种鉴定结果符合
率为９６．８％（３１／３２）。然而，寡核苷酸芯片检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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