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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配方乳粉中阪崎克罗诺杆菌解旋酶
恒温基因扩增检测方法的建立

周巍1．一，张薇2，刘亮2，刘东2，李永波2，田 浩2，张岩2一，张志胜1’宰

(1．河北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河北保定071000；2．河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河北石家庄050091)

摘要：目的：建立一种检测婴儿配方乳粉中阪崎克罗诺杆菌的解旋酶恒温基因扩增方法。方法：根据阪崎克罗诺

杆菌，礤基因设计特异性引物，优化解旋酶恒温基因扩增法反应条件uvrD helicase、T4 gp32的浓度，人工添加阪崎

克罗诺杆菌确定检出限，多种致病菌在建立的解旋酶恒温基因扩增体系中扩增验证特异性，电泳检测扩增产物。结

果：解旋酶恒温基因扩增法检测婴儿配方乳粉中阪崎克罗诺杆菌得到与设计序列长度一致的100 bp基因片段，检出

限为10 CFU／g，优化反应条件UvrD helicase、T4 gp321拘终浓度分别为0．1、5．0 rtg。结论：解旋酶恒温基因扩增法用

于检测婴儿配方乳粉中阪崎克罗诺杆菌的特异性强、灵敏度高、耗时短，为婴儿配方乳粉中阪崎克罗诺杆菌的快速

检测提供了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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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ective：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stablish a helicase—dependent isothermal DNA amplification

(HAD)method for rapid and accurate detection of Cronobacter sakazakii in infant formula powder．Methods：A pair of

oligonucleotide primers exclusively targeting the 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ITS)gene of Cronobacter sakazakii was

designed，and the final concentration of UvrD helicase and T4 gp32 were optimized．Cronobacter sakazakii in infant formula

powder was then directly detected by this method and amplification products were separated and detected by agarose gel

electrophoresis．Results：An amplicon of 100 bp in length was obtained，which Was the sanle as the designed gene fragment

by HDA．The sensitivity of HDA Was 101 CFU／g，the optimized concentration of UvrD helicase Was 0．1 rtg，and T4 gp32

was 5．0峙．Conclusion：The helicase-dependent isothermal DNA amplification assay provides a new，specific，sensitive and

fast for the detection of Cronobacter sakazakii in infant formula pow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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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问题是关系到人民大众切身利益的敏感话

题。婴儿配方乳粉是针对于新生儿的特定食品，营养丰

富，能够满足婴儿生长发育的日常需要，其安全性尤为

重要。阪崎克罗诺杆菌是婴儿配方乳粉主要的微生物安

全指标，其条件致病性和婴儿免疫系统发育的不完全性

易对婴儿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因此阪崎克罗诺杆菌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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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与控制已经成为影响婴儿食品安全的重要因素。

分子生物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技术已

经应用于致病菌检测领域n‘101，主要有：聚合酶链式反

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技术、实时荧光

PCR技术、荧光探针检测技术、基因芯片技术。依赖解

旋酶恒温基因扩增(helicase．dependent isothermal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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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lification，HDA)方法是近年来以PCR法为基础发

展起来的体外恒温基因扩增方法，具有所需仪器设备简

单、反应时间短、特异性强、假阳性低等优点，能够满

足食品中致病菌快速检测的需求。

本研究拟将HDA方法应用于婴儿配方乳粉中阪崎克

罗诺杆菌的检测中，利用HDA法自身的优势，开发婴儿

配方乳粉中阪崎克罗诺杆菌的HDA快速检测方法，以期

为检验检疫部门提供更多的方法，为HDA法在其他致病

菌检测上的推广提供一定参考。

I 材料与方法

1．I 材料

1．1．I 实验菌株

本实验中所采用的菌株详见表I。

表1 实验用菌株

Table 1 The StFJ曲ilS tested in this study

菌株编号 菌种名称

阪崎克罗诺杆菌

阪崎克罗诺杆菌

阪崎克罗诺杆菌

阪崎克罗诺杆菌

乙型副伤寒沙门氏菌

肠炎沙门氏菌

鼠伤寒沙门氏菌

宋氏志贺氏菌

福氏志贺氏菌

鲍氏志贺氏菌

宋内氏志贺氏菌

大肠埃希氏菌

小肠结肠炎耶尔森氏菌

婴儿双歧杆菌

蜡样芽胞杆菌

注：实验菌种均来源于中国工业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

1．I．2 样品

市购婴儿配方乳粉，经GB 4789．40--2010《食品微

生物学检验：阪崎肠杆菌检验》检验证实不含有阪崎克

罗诺杆菌。

1．1．3 试剂

DNA Marker、腺嘌呤核苷三磷酸(adenosine

triphosphate，ATP)、dNTPs、引物(正向引物、反向

引物) 大连宝生物工程公司；海藻糖 美[]Sigma

公司；大肠杆菌UvrD解旋酶 上海富众生物科学有限

公司；Bst polymerase、MutL protein、T4 gp32 New

England公司；Ezup柱式细菌基因组DNA抽提试剂盒

生物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1．1．4 仪器与设备

DXY．33A型电泳仪 北京市六一厂；UVIpro凝胶

成像系统 华粤企业集团有限公司；6400型恒温金属浴

上海东升仪器有限公司。

1．2 方法

1．2．1 阪崎克罗诺杆菌基因组DNA的提取[1l-12l

取已经预热至44℃、灭菌的缓冲蛋白胨水培

养基1 0 mL接种阪崎克罗诺杆菌(CICC21560)，

(36±1)℃培养(18±2)h。取1 mL缓冲蛋白胨水培

养液与10 lIlL改良月桂基硫酸盐胰蛋白胨肉汤．万古霉素

混合，于(44±0．5)℃培养(24±2)h，然后取1 mL增

菌液用Ezup柱式细菌基因组DNA抽提试剂盒提取阪崎克

罗诺杆菌基因!RDNA，--20℃保存备用。

1．2．2 引物设计

通过分析阪崎克罗诺杆菌基因序列，确定以16SrDNA

和23S rDNA之间的腱因序列为靶标序列，利用Primer
Premier 5．0设计引物，并通过Oligo 6．0进行验证，再进行

BLAST在线比对后，经实验验证，最终确定引物。

表2 引物序列与目的扩增产物大小

Table 2 The primer sequences and the size ofthe PCRproducts
●■■●■■■■■■■一I■●■■■■●■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一
靶基因 序列(5’一3’) 目的扩增产物大小璐列絮熟：篇黧鬻罴-oo却
1．2．3阳)A反应体系的优化及建立

采用一步法HDA反应体系：反应体系为：5 pL

10×buffer(100 mmol／L二硫苏糖醇、350 mmol／L Tris．

HAc、100 mmol／L MgS04、1 mg／mL BSA)，0．04 I．tmol

dNTPs，0．16 ttmol ATP，10U Bst ploymerase，0．1“g

UvrD helicase，5．0 ttg T4 gp32，25 ttmol／L海藻糖，2此
模板DNA，20 pmol弓』物，用ddH20卒b至50此。其中对反
应体系中UvrD helicase(0．05、0．10、0．15、0．20、0．25、

0．30峙)、T4 gp32(1．0、2．0、3．0、4．0、5．0、6．0昭)

的终浓度进行优化，最终建立HDA法检测阪崎克罗诺杆

菌的反应体系。

将反应体系放入金属浴中65℃恒温2 h。2％的琼脂

糖凝胶电泳(100 v)45 min检测产物。

1．2．4 HDA法检测阪崎克罗诺杆菌的检出限

婴儿配方乳粉购自当地超市，在人工添加阪崎克罗

诺杆菌前，该乳粉按标准方法检测证实不含有阪崎克罗

诺杆菌。将阪崎克罗诺杆菌人工添加到乳粉中，使样品

中阪崎克罗诺杆菌浓度依次为100～108CFU／g，直接提

取人工添加的乳粉中阪崎克罗诺杆菌的基因组DNA进行

HDA法检测。

1．2．5 HDA'法检测阪崎克罗诺杆菌的特异性

将表1中所涉及的菌种按照试剂盒法进行提取基因组

DNA，按照1．2．3节建立的方法同时进行HDA检测，2％的

琼脂糖凝胶电泳(100 V、45 min)检测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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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HDA反应体系的优化结果

1 100 bp ladder Marker：2、一7．反应体系q】UvrD helicase

分别为0 30、()25、0 20、0 1 5、0 10、0 05 gg。

图1 阪崎克罗诺杆菌珈DA法UvrD hellcase优化结果

嗨1 Optimization results of final UvrD he,case concentration by

Cronobacter sak韶lkiiby HDA

1．100bp ladder Marker．2～7．反应体系中

T4 gp32分别为6．0、5．0、4．0、3．0、2．0、1．0腭。

图2 阪崎克罗诺杆菌EIDA法T4 gp32优化结果

riga Optimization results offinul T4 gp32 concentration by

Cronobacter sakazak越by HDA

由图1、2可见，针对建立的阪崎克罗诺杆菌HDA

检测体系，对反应体系中UvrD helicase(0．05、0．10、

0．15、0．20、0．25、0．30峙)、T4 gp32(1．0、2．0、3．0、

4．0、5．0、6．0 pg)的终浓度进行优化，最终确定UvrD

helicase、T4 gp32的终浓度分别为0．1、5．0 gg。

2．2 HDA法检测阪崎克罗诺杆菌的检出限

通过对婴儿配方乳粉人工添加阪崎克罗诺杆菌，浓

度梯度为loo-10'cFU／g，进行HDA法检测。由图3可以看

出，101～106 CFU／g均能够获得100 bp的电泳条带，且清晰

无非特异性条带，100C嗣J值则没有电泳条带，可以得出，

I-IDA法检测阪崎克罗诺杆菌的检出限为101CFU／g。

分别为106、105、104、10’、101、101、100CFU／g。

图3 阪畸克罗诺杆菌EIDA法检出眼

矾g．3 SensitivityofdetectionofOonobactersakazaklibyltDA

2．3 HDA法检测阪崎克罗诺杆菌的特异性结果

对表1中所有菌种按照HDA法进行检测，验证该方法

的特异性，通过图4可以看出，表1中4种阪崎克罗诺杆菌

均能被有效地扩增出100bp长度的目的片段，而且电泳条

带清晰，无非特异性扩增；表1中其他11种菌种均未产生

电泳条带，说明没有基因扩增。因此，可以证明该方法

检测阪崎克罗诺杆菌的特异性较好。

1．100 bp ladder Marker：2～16分别为阪崎克罗诺打t菌tCICC 21560)、

阪崎克罗诺杆筒(CICC 21550)、阪崎览罗诺杆菌(CICC 10295)、阪

崎克罗诺杆菌(CICC 21548)、乙型副伤寒沙门氏菌(CICC 10437)、

肠炎沙门氏菌(CICC 21482)、鼠伤寒沙门氏菌(CICC 10420)、宋

氏志贺氏菌(CICC 21535)、福氏志贺氏菌(CICC 21534)、鲍氏志

贺氏菌(CICC 21680)、宋内氏志贺氏菌(CICC 21594)、大肠埃

希氏菌(CICC 10389)、小肠结肠炎耶尔森氏菌(CICC 21669)、

婴儿双歧杆菌(CICC 6069)、蜡样芽胞杆菌(CICC 10041)。

图4 阪崎肠杆菌ItDA法特异性

riga SpecificityOfHDA systemindetectionofCronobaetersakazakii

3 讨论

阪崎克罗诺杆菌作为婴儿配方乳粉中主要的致病菌

已经引起了高度的重视，但是检测时间长成为制约其检

测效率的重要因素，目前，基于PCR技术的检测方法被

广泛的开发出来，范宏英等“1建立阪崎克罗诺杆菌环介导等

温扩增快速检测技术，并与Pa耐佥测方法进行比较，最终确

定L镰伊检测限为10 CFU／mL，P(劂佥测限为1妒识『／n1I，，同
时对36株近源菌进行特异性检测，LAMP和PCR两种方

法均有很好的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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阪崎克罗诺杆菌的J孵序列是其基因检测技术的主要

目的序列n3‘141，Baron等‘151通过分析阪崎克罗诺杆菌的基

因序列，采用了，疆序列和其他的表征序列完成的阪崎克

罗诺杆菌的筛选和分型工作。Roy等¨61利用，粥间区序列
完成了病毒和致病菌的同体系检测，实现了阪崎克罗诺

杆菌和侵染病毒的快速检测工作。

HDA方法即赖HDA方法在致病菌检测的应用已有

相关报道，王建广等u71利用HDA法对沙门氏菌进行了检

测，最低检测限为460 pg／tube，与普通PCR相当；石琰璨

等【1引通过HDA法对副溶血性弧菌进行了检测，最低检测

限为19．9 ng／mL，与普通PCR相当。因此，HDA法对于致

病菌检测是有一定的应用前景的。同时，HDA法有其自

身的优势和劣势，首先，相比较普通PCR和荧光PCR，

该方法不需要昂贵的设备，一般实验室就能够满足实验

要求，但是HDA法不具备定量检测的能力；其次，相比

环介导等温扩增技术，虽然两者均不需要昂贵的仪器设

备，在等温的条件下就能够完成实验，但是环介导等温

扩增技术对实验设计的要求较高，引物的灵敏度较高，

这就很容易造成实验结果的假阳性，而HDA法不存在

这一现象，但是昂贵的UvrD helicase、T4 gp32确实是制

约该方法推广的主要因素，但随着现代化工业生产的推

进，HDA法的应用前景还是非常广泛的，可成为现代化

检测技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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