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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探针实时荧光 PCR 技术快速检测海产品中
副溶血性弧菌方法的建立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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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副溶血性弧菌是一种食源性致病菌，海产品和其制品海鲜酱油等最容易被副溶血性弧菌污染，而副溶
血性弧菌寄生于鲜虾、海鲜酱油等复杂的食品基质中有时却很难被检测出。以快速检测食品中的副溶血性弧菌为目
的，针对副溶血性弧菌的 tlh 基因，设计引物和复合探针，采用实时荧光 PCR 方法检测鲜虾和海鲜酱油中的副溶血
性弧菌，得出以下结论，该方法检测副溶血性弧菌具有较强的特异性和灵敏度，当鲜虾（固体）中的样品菌含量为
103cfu·g-1 或海鲜酱油中的样品菌含量为 103cfu·mL-1 时，无需增菌培养，即可快速检出。增菌 6～8 h 即可检出鲜虾
（固体）或海鲜酱油（液体）的 1cfu 的副溶血性弧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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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rapid detection of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in seafood
by real-time fluorescent PCR with complex probe
WEN Jie1, LU Lixia1,2, XIONG Xiaohui1,2
(1. 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Light Industry, Nan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njing 210009;
2. Jiangsu Public Technical Service Center for Rapid Detection of Food Safety, Nanjing 210009)

Abstract: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is a kind of food-borne pathogens, which is easily caught in seafood.
Shrimp is rich in protein and fat, carbohydrates, calcium, phosphorus, iron and other ingredients. The ingredients
of seafood sauce is complex, containing scallops, scallop powder, spices, rice wine besides salt and monosodium
glutamate. It is difficult to be detected in such complex food matrix. In this paper, primers and complex probe are
designed, based on the tlh gene ,to detect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in shrimp and seafood sauce by real-time PCR.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It can be quickly checked out without culture under the bacteria content of 103 cfu
whether in shrimp samples (solid) or in seafood soy sauce samples. It can be detected by fluorescent PCR with the
enrichment of 6-8 h in the shrimp (solid) or seafood sauce (liquid).
Key words: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PCR(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complex probe; fluorescence
在沿海一些养殖三文鱼[1]、对虾[2]、贝类[3]等海
产品的地区，最容易爆发副溶血性弧菌污染。2015
年，在墨西哥[4]和中国广东[5]沿海地区都因爆发了
大规模的副溶血性弧菌引起食物中毒。轻者呕吐腹
泻，严重者食物中毒死亡。
传统检测方法检测副溶血性弧菌耗时长且步骤
繁琐，无法实现实时监控[6]。PCR 技术根据特异性
基因设计引物进行检测，是现阶段检测副溶血性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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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最快速准确的方法。近年来，发展成熟的 PCR 技
术主要有常规 PCR、荧光定量 PCR 和多重 PCR。
复合探针技术作为一种新的荧光 PCR 技术，综合了
分子信标和双探针的优点，它由一条 5’端标记供体
基团的荧光探针和一条 3’端标记猝灭基团的猝灭探
针构成（如图 1）。
3’端能与荧光探针的 5’端杂交，此时荧光探针
与猝灭探针靠近，荧光信号被猝灭，当有靶基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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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荧光探针优先与靶基因结合，两条探针分离，
荧光探针信号释放[7]。

图 1 复合探针原理
Figure 1 Theory of complex probes

PCR 技术的应用，选择靶点是关键。副溶血性
弧菌的检测靶点主要有 toxR、tlh、tdh、trh、gyrB、
16SrRNA 和 pR72H 等。研究表明在临床和环境中分
离的副溶血性弧菌都含有 tlh 基因，说明 tlh 具有种
属特异性[8]，所以，以 tlh 基因作为靶点可以筛选出
所有的副溶血性弧菌。
检测技术只有最终运用于实际样品的检测才具
有方法学意义。本研究对用副溶血性弧菌感染鲜虾
（固体）和海鲜酱油（液体），应用复合探针实时荧
光 PCR 技术实时检测副溶血性弧菌的 tlh 基因。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仪器
副 溶 血 性 弧 菌 CICC21617 、 溶 藻 弧 菌
CGMCC1.1833、河流弧菌 CGMCC1.1608、弗氏弧
菌 CGMCC1.1613、金黄色葡萄球菌 ATCC25923、
大 肠 杆 菌 ATCC25922 、 乙 型 副 伤 寒 沙 门 氏 菌
CMCC50094、单增李斯特菌 CICC19115、马红球菌
NBRC101255 和枯草芽孢杆菌 ACCC11060 由本实验
保存，海鲜酱油和鲜虾均购自超市。LC96 荧光 PCR
仪购自罗氏，PCR 引物和探针如表 1，委托上海生
工技术公司合成。
表 1 引物和探针
Table 1 Primers and probes
引物和探针
Primer and probe
上游引物
Sense primer
下游引物
Reverse primer
荧光探针
Fluorescence probe
猝灭探针
Quenching probe

序列（5’-3’）Sequence
CGAGAACGCAGACATTACGTTC
GCTCCAGATCGTGTGGTTG
FAM-CGCCGCTGACAATCGCTTCTCAT
GCGATTGTCACGGCG-BHQ1

1.2 水煮法提取 DNA
取 1 mL 隔夜培养的副溶血性弧菌纯培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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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0 r·min-1 离心 5 min，弃上清，用 500 μL 的无
菌双蒸水重悬沉淀，4℃、12000 r·min-1 离心 2 min
弃上清，重复该步骤 1～2 次，将所得沉淀重悬于
500 μL 无菌双蒸水中，在 70℃水浴锅中加热 15
min，12000 r·min-1 离心 10 min，上清即细菌基因组
提取液。
1.3 实时荧光 PCR 反应条件和结果判定
1.3.1 实时荧光 PCR 反应体系 20 μL 反应体系：
Premix Ex Taq 10 μL，上、下游引物各 0.4 μL，探针
0.8 μL，模板 DNA 2 μL，超纯水 6.4 μL。
扩增条件：第 1 阶段，预变性 93℃，2 min；
第 2 阶段，93℃45 s，55℃60 s，10 个循环；第 3
阶段，93℃30 s，55℃45 s，30 个循环。
荧光收集设置在第 3 阶段每次循环的退火延伸
时进行。荧光通道选择 FAM 通道。
1.3.2 荧光扩增结果判定 采用 LC96 配套的分析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与处理。当扩增曲线呈 S 型曲线，
表示样品中存在副溶血性弧菌；当扩增曲线不呈 S
型曲线且检测不到 Cq 值，表示样品中无副溶血性
弧菌，或者样品中副溶血性弧菌低于检测限。
1.4 特异性实验
对 1.1 中的所有菌株培养后提 DNA，取 2 μL
进行实时荧光 PCR 扩增实验。
1.5 灵敏度实验
1.5.1 副溶血性弧菌基因组灵敏度检测实验 提取
的副溶血性弧菌 DNA 经测定含量后用无菌水做 10
倍梯度稀释，
以 10-1～10-9 倍稀释度的 DNA 为模板，
分别取 2 μL 进行实时荧光 PCR 扩增，用无菌水做
阴性对照。
1.5.2 副溶血性弧菌纯培养物的灵敏度检测实验
取过夜培养的副溶血性弧菌菌液进行平板计数，同
时取各稀释度 1 mL 于 1.5 mL 的离心管中，用水煮
法提取 DNA，分别取 2 μL 进行实时荧光 PCR 扩增，
用无菌水做阴性对照。
1.6 鲜虾和海鲜酱油中副溶血性弧菌实时荧光 PCR
快速检测
1.6.1 人工染菌样品制备 取用营养肉汤过夜培养
的副溶血性弧菌菌体培养物 1 mL，用无菌生理盐水
作 10 倍系列梯度稀释，并在每个稀释度取 0.2 mL
平板计数，计算副溶血性弧菌的原始菌落数。取食
品样品鲜虾（固体）5 g，海鲜酱油（液体）5 mL
分别接入不同量的副溶血性弧菌，使食品样品中的
菌 初 始 接 种 量 浓 度 为 1~100 cfu·g-1 和 1~100
cfu·mL-1。将接种后的食品样品转入 45 mL 营养肉
汤体培养基，并置于 37℃，180 r·min-1 增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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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培养不同时间（0、2、4、6、8 和 10 h）时各
取 1 mL，水煮法提取 DNA。
1.6.2 实时 PCR 检测人工染菌的样品 取 2 μL 1.6.1
提取的 DNA，进行实时荧光 PCR 反应。

2

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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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度 提取的副溶血性弧菌基因组微量核酸蛋白测
定仪测得浓度为 236.4 ng·μL-1。将测得的基因组用
无菌水做 10 倍梯度稀释，每个 PCR 反应体系（20
μL）含 DNA 的浓度为 23.64 ng·μL-1 至 2.364 fg·μL-1，
图 3 是各稀释浓度下的扩增曲线。

2.1 复合荧光探针用于荧光 PCR 反应特异性评价
用实时荧光 PCR 体系扩增 1 株副溶血性弧菌，
9 株其他菌株，所得结果见图 2。

1. 副 溶 血 性 弧 菌 CICC21617 ； 2. 溶 藻 弧 菌
CGMCC1.1833；3.河流弧菌 CGMCC1.1608；4.弗氏弧菌
CGMCC1.1613；5.金黄色葡萄球菌 ATCC25923；6.大肠杆菌
ATCC25922；7.乙型副伤寒沙门氏菌 CMCC50094；8.单增李
斯特菌 CICC19115；9.马红球菌 NBRC101255；10.枯草芽孢
杆菌 ACCC11060；11.无菌水阴性对照 Negative control
图 2 实时荧光 PCR 的特异性扩增结果
Figure 2 Results of real-time PCR ampilcation

由图 2 可以看出，只有副溶血性弧菌能扩增出
S 形曲线（Cq=11.2），另外 3 种相近的弧菌和其他
种属菌株均无法扩增出 S 形曲线（无 Cq 值），证明
该探针用于实时荧光 PCR 具有较强的特异性，可以
用于副溶血性弧菌的快速筛选。
2.2 复合探针用于荧光 PCR 反应的灵敏度评价
2.2.1 复合探针检测副溶血性弧菌基因组 DNA 的灵

A

项目 Item
-1

菌液浓度/cfu·mL
Bacteria concentration
Cq 值 Cq value

Table 2
B

1. 23.64 ng·μL-1；2. 2.364 ng·μL-1；3. 236.4 pg·μL-1；4.
23.64 pg·μL-1；5. 2.364 pg·μL-1；6. 236.4 fg·μL-1；7. 23.64
fg·μL-1；8. 2.364 fg·μL-1；9. 0.2364 fg·μL-1；10. 阴性无菌水
对照 Negative control
图 3 基因组 DNA 的灵敏度扩增曲线
Figure 3 Sensitivity amplification curve of genomic DNA

Figure 4

图 4 纯培养灵敏度扩增曲线
Sensitivity of amplification curve in pure culture

由图 3 可以看出，当反应体系中 DNA 的浓度
含量低于 23.64 pg·μL-1 时，就没有 S 形扩增曲线，
而高于此浓度均有 S 形扩增曲线。因此，复合探针
用于实时荧光 PCR 反应体系检测副溶血性弧菌基
因组的灵敏度为 23.64 pg·μL-1。

表 2 纯培养检测灵敏度
Detection sensitivity in pure culture
C
D

E

F

G

2.4×107

2.4×106

2.4×105

2.4×104

2.4×103

2.4×102

2.4×101

10.10

11.72

15.95

19.05

21.62

26.02

-

“-”表示未检测到 Cq 值。下同。 “-” means no detected Cq value. The same below.

Figure 5

图 5 纯培养灵敏度标准曲线
Standard curve of sensitivity in pure culture

如表 2 和图 4 所示，当菌液浓度为 24 cfu·mL-1
时，没出现 S 形曲线，且无 Cq 值，而其他较高浓
度的菌液均能扩增 S 形曲线，因此，
本实验荧光 PCR
体 系 对 副 溶 血 性 弧 菌 纯 培 养 物 检 测 浓 度 为 240
cfu·mL-1。当菌浓度处于 102～107 cfu·mL-1 范围内时
（图 5），菌浓度的对数值与 Cq 值之间呈良好的线
性关系，线性相关系数约为 0.992。
2.2.2 复合探针检测副溶血性弧菌纯培养物的灵敏
度 平板菌落计数得出副溶血性弧菌纯培养物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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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菌浓度为 2.4×107 cfu·mL-1。同时取各稀释度的菌
液 1 mL，用水煮法提取 DNA，取上清液 2 μL，进
行 PCR 扩增，图 4 是各稀释度浓度下纯培养物的扩

增曲线图，表 2 是相对应浓度下测得的扩增曲线的
Cq 值，图 5 是根据 Cq 值与不同稀释浓度下纯培养
物的对数值作的标准曲线。

图 6 鲜虾中副溶血性弧菌在不同污染量下的荧光 PCR 检测结果
Figure 6 Results of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in fresh shrimp under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by fluorescence PCR

图 7 海鲜酱油中副溶血性弧菌在不同污染量下的荧光 PCR 检测结果
Figure 7 Results of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in seafood sauce under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by fluorescence PCR
表 3 荧光 PCR 对人工模拟染菌鲜虾检测灵敏度
Table 3 Sensitivity of detecting fresh shrimp with artificial simulation
污染量/cfu·g-1
Contamination level

0h

2h

4h

6h

8h

10 h

103

1.5

9.3

6.75

5.8

5.7

5.4

10

2

-

24.6

19.2

11.6

6.9

6.8

10

-

-

-

17.0

12.8

9.7

1

-

-

-

-

20.2

14.6

不同前增菌时间下的 Cq 值 Cq values under different before enrichement culture time

2.3 鲜虾和海鲜酱油中副溶血性弧菌实时荧光 PCR
快速检测
图 6A~D 分别是当鲜虾（固体）中的样品菌含
量为 103～1cfu·g-1 浓度时的荧光 PCR 熔解曲线，表

3 是不同浓度、不同时间下相对应的 Cq 值。图 7A~D
分别是海鲜酱油（液体）中的样品菌含量为 103～
1cfu·mL-1 时的荧光 PCR 熔解曲线，表 4 是不同浓
度、不同时间下相对应的 Cq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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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荧光 PCR 对人工模拟染菌海鲜酱油检测灵敏度
Table 4 Sensitivity of detecting seafood sauce with artificial simulation
污染量/cfu·g-1
Contamination level

不同前增菌时间下的 Cq 值 Cq values under different before enrichement culture time
0h

2h

4h

6h

10

21.7

19.4

16.9

12.5

7.1

7.1

102

-

-

24.5

21.5

18.1

18.0

10

-

-

26.6

24.3

21.3

12.7

1

-

-

-

-

24.5

18.2

3

由图 6～图 7、表 3 和表 4 可以看出，运用建立
的复合探针实时荧光 PCR 方法，当鲜虾（固体）中
的样品菌含量为 103 cfu·g-1 或海鲜酱油中的样品菌
含量为 103 cfu·mL-1 时，无需增菌培养，即可快速检
出。当鲜虾（固体）中的样品菌含量为 1 cfu·g-1 时，
增菌 8 h 即可检出；样品菌含量为 10 cfu·g-1 时，增
菌 6 h 即可检出。当海鲜酱油（液体）中的样品菌
含量为 1cfu·mL-1 时，增菌 8 h 即可检出；样品菌含
量为 10 cfu·g-1 时，增菌 4 h 即可检出。

3

讨论

快速检测副溶血性弧菌对预防副溶血性弧菌引
起的食物中毒有重要意义，而针对副溶血性弧菌的
tlh 基因设计的引物和探针则可以快速识别所有副
溶血性弧菌菌株。
本研究建立的复合探针实时荧光 PCR 方法用
于副溶血性弧菌的检测具有良好的特异性。检测副
溶血性弧菌基因组的灵敏度为 23.64 pg·μL-1。纯培
养物检测灵敏度为 240 cfu·mL-1，且当菌浓度处于
102～107 范围内时，菌浓度的对数值与 Cq 值之间呈
良好的线性关系，线性相关系数约为 0.992。
通过对染菌样品的检测，得到如下结果：当鲜
虾（固体）中的样品菌含量为 103 cfu·g-1 或海鲜酱
油中的样品菌含量为 103 cfu·mL-1 时，无需增菌培
养，即可快速检出。增菌 6～8 h 即可检出当鲜虾（固
体）或海鲜酱油（液体）的 1cfu 的副溶血性弧菌。
比起国标方法的 7～14 d 大大缩短了检测时间，与
文献[9]建立的针对副溶血性 toxR 基因设计的 LUX
荧光探针法时间缩短了 2 h，与文献[10]建立的针对
副溶血性弧菌 tdh 基因的 Taqman 探针法的检测限基
本一致，但大大缩短了时间。

8h

10 h

本研究采用复合探针荧光 PCR 方法检测副溶
血性弧菌的特异性 tlh 基因，具有快速、准确、灵
敏的特点，大大节约了时间，在食品中致病微生物
的检测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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