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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门菌（Salmonella）是一种寄生于人和动物肠

道内的革兰阴性无芽胞杆菌， 绝大多数有鞭毛并能

运动，对营养要求不高，对外界的抵抗力较强，在自

然界中广泛存在[1]。 大多数沙门菌能引起家畜、鼠类

和禽类疾病，也能引起人类伤寒、副伤寒和食物中毒

等。 其血清型多，分布广泛，是世界上引起食物中毒

最多的食源性细菌[2-5]。
目前， 沙门菌的实验室检测方法主要包括分离

培养、 免疫学以及分子生物学方法等。 传统的沙门

菌检测方法由于周期长、漏检率高、程序复杂、所需

试剂繁多等缺点， 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现代的检测要

求。 分子生物学方法如 PCR、核酸探针技术、基因芯

片技术以及环介导等温核酸扩增（LAMP）方法已经

建立，且得到较好的应用，大大缩短了检测时间 [6-9]。

但这些方法需要使用复杂的仪器， 对操作人员要求

较高，LAMP 方法的引物设计困难且假阳性率较高。
重组酶介导的等温核酸扩增（RAA）技术的基本原理

是利用重组酶代替 PCR 的高温解链， 在 39℃的条件

下完成对双链的解链，采用单链结合蛋白防止解链的

DNA 复性，由 DNA 聚合酶实现链的延伸，实现 DNA
的扩增，整个反应 20 min 内完成。 本研究选取沙门菌

的 invA 基因为目的基因， 以 RAA 为基础建立快速、
灵敏的沙门菌检测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菌株 沙门菌标准菌株（ATCC 15611），从污染食

品中分离并鉴定的沙门菌菌株（9320、567），大肠杆菌标

准菌株（ATCC 25922），志贺菌标准菌株（ATCC 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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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特 异 性 分 别 对 沙 门 菌 标 准 菌 株 ATCC
15611、 从食品中分离鉴定的沙门菌株9320 和 567、
大肠杆菌标准菌株、 志贺菌标准菌株进行荧光反应

检测和 RAA 基础扩增。 结果表明，只有沙门菌标准菌

株和分离的沙门菌株检测出相应的特异性扩增曲

线，其他细菌未见有相应的扩增，无交叉反应（图2）。

1.2 仪 器 与 试 剂 全 自 动 核 酸 提 取 仪 （KinFisher
Flex，美国），DNA 提取试剂盒（Ambion 1840，批号：
1507056），RAA 荧 光 检 测 仪 （QT-RAA-6100） 及

RAA 基础扩增试剂盒、RAA 荧光检测试剂盒。
1.3 方法

1.3.1 细菌基因组 DNA 提取 取沙门菌、 大肠杆

菌、志贺菌菌株样本，分离的沙门菌培养液各 70 μl，
提取并纯化 DNA，保存于-80℃备用，作为模板。
1.3.2 引物和探针设计 从 NCBI 数 据 库 中 检 索

沙门菌 invA 序列，GenBank 号分别为 M90846.1、
DQ644631.1、DQ644630.1、DQ644628.1、DQ644627.1、
DQ644624.1、DQ644622.1、DQ644621.1、Q644620.1、
DQ644617 .1 、U43273 .1 、U432471 .1 、U43251 .1 、
U43250.1、U43248.1、U43246.1、U43245.1、EU348365.1、
EU348369.1、EU348368.1、EU348367.1、EU348366.1。
用 DNAman7.0 进行序列比对，在保守区域设计引物

和探针。
1.3.3 RAA 扩增体系和条件 按 RAA 荧光试剂盒

说明书配制反应体系。 反应体系为 50 μl，包括反应

缓冲液 25 μl、双蒸水 16.7 μl、2.1 μl 420 nmol/L 正向

引物、2.1 μl 420 nmol/L 反向引物、0.6 μl 120 nmol/L
探针、1 μl DNA 模板，混匀后加到 RAA 反应单元冻

干粉中， 使之溶解均匀， 瞬时离心。 将 2.5 μl 280
mmol/L 醋酸镁溶液加到反应体系中，混匀并瞬时离

心，将 RAA 荧光检测仪条件设置成 39℃，总反应时

间为 20 min， 将上述反应管加入检测仪器中进行检

测。 阴性对照为双蒸水代替 DNA 作为模板。
相比 RAA 荧光反应体系，RAA 基础扩增体系

中少了探针的使用， 其余操作同 RAA 荧光反应体

系。 37℃水浴 40 min，反应结束后，取 10 μl 扩增产

物进行琼脂糖凝胶电泳。
1.3.4 灵敏度检测 合成含有待检测沙门菌 invA
序列的质粒，稀释成 6 个梯度进行灵敏度检测，分别

为 102 拷贝/μl ，103 拷贝/μl、104 拷贝/μl、105 拷贝/μl、
106 拷贝/μl、107 拷贝/μl，利用 RAA 荧光体系进行测

定，考察方法的灵敏度。
1.3.5 特异性检测 以从食品中分离并鉴定的沙门

菌、大肠杆菌、志贺菌菌株基因组为模板，利用沙门

菌引物进行扩增，评价 RAA 方法的特异性，方法同

1.3.3。
1.3.6 测序和序列分析 为检验目的扩增片段与靶

标序列是否一致，将 RAA 基础扩增产物进行测序，与

GenBank 中其他菌株序列进行 BLAST 同源性对比。

2 结 果

2.1 沙门菌引物探针设计 经过分析比对，设计了

正向引物 F、反向引物 R 和探针 P，扩增片段长度为

133 bp（表 1）。

2.2 灵敏度 将含有 invA基因片段的质粒 DNA 稀

释成 6 个梯度，检测不用拷贝数的质粒 DNA 的扩增。
如图 1 所示，浓度为 107 拷贝/μl 时在 4 min 时即可观

察到扩增， 不同拷贝数的扩增均可以在20 min 之内

完成； 随着拷贝数的降低， 扩增起峰时间也随之延

迟，最低可以检测出 102 拷贝/μl 的质粒DNA。

表 1 本研究设计的沙门菌 RAA 引物和探针

引物/探针 序列（5’-3’）
F ATTGGCGATAGCCTGGCRGTGGGTTTTGTTGT
R TACCGGGCATACCATCCAGAGAAAAWCGDGCCGC
P CTCKATTGTCACKGTGGTYCAGTTTATCG（FAM-dT）T（THF） T（BHQ-dT）ACCAAAGGTTCA（phosphate）

图 1 不同拷贝数的扩增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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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A 基础扩增结果表明，特异性检测结果与RAA
荧光反应检测结果一致， 只有沙门菌标准菌株和分离

的沙门菌扩增出目的条带（图 3）。将目的条带进行割胶

回收测序，与 GenBank 中沙门菌invA 基因序列同源性

为 100%，表明该方法具有良好的特异性。

3 讨 论

本研究选取沙门菌 invA 基因为目的基因，建立

了检测沙门菌的 RAA 法。 invA 基因高度保守，几乎

存在于所有沙门菌血清型中， 其编码吸附和侵袭上

皮细胞的表面蛋白， 决定沙门菌对肠粘膜细胞的侵

袭力，与致病性显著相关，国内外许多学者利用该基

因作为靶基因对沙门菌进行检测[10-11]。 本研究中，以

质粒为模板时检测下限为 102 个拷贝/μl， 且具有很

强的特异性。
与传统的沙门菌检测方法相比，RAA 法检测时

间短（20 min）、程序简单、漏检率低，费用减少。 与传

统 PCR 法相比，RAA 法是在等温条件下进行反应，
反应时间短（PCR 法检测时间需要 1.5～2 h），效率高

（PCR 法灵敏度为 1000 拷贝），操作简单，适用于大

样本量检测和现场检测。 LAMP 虽然也是恒温核酸

扩增反应，但与 RAA 法相比，其反应温度偏高（60~

65℃），反应时间偏长（30~60 min），引物复杂（需要

多对引物且对靶基因的要求较高）[12]。 与以往的沙门

菌检测方法相比，RAA 法具有简便、快速、灵敏特异

等特点，值得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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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RT-RAA 特异性荧光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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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特异性电泳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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