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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检测方法的建立及应用
魏梦泽 1, 韩姣姣 1, 芦晨阳 1, 周
陈 刚 4, 苏秀榕 1

君 1, 陈

炯 1, 曲凌云 2, 樊景凤 3,

(1. 宁波大学海洋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2.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 山东 青岛 266061; 3. 国家海洋
环境监测中心, 辽宁 大连 116023; 4. 复旦大学, 上海 200433)
摘要: 荧光假单胞菌(Pseudomonas fluorescens)在低温储存的水产品中仍能存活并繁殖, 是导致水产品
品质下降和恶化的主要原因。因此开发一种快速高效的检测手段显得尤为迫切。本文将逆转录-环介导
等温扩增(Reverse Transcription 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RT-LAMP)技术与可视化检测
手段结合, 通过条件优化, 确定了最佳反应温度(63℃), 反应时间(60 min)和最适的 Mg2+(2.5 mmol/L)
添加量, 建立了快速、高效、灵敏的 RT-LAMP 检测方法。灵敏度检测表明: 本方法最低检出限为
5.4 copies/反应, 比 PCR 检测方法高 200 倍。该方法结合 SYBR-Green I 染色, 通过目测就可以直接鉴
别荧光假单胞菌, 使得检测结果更加直观, 简便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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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产养殖业中, 荧光假单胞菌(Pseudomonas

增技术 [8]。它能够在 1 h 内完成等温条件下的核酸扩

fluorescens) 是 一 类 常 见 的 水 生 生 物 条 件 致 病 菌 [1],

增, 并通过观察反应的浊度或是使用不同的染料颜

对鱼虾的危害尤其严重。荧光假单胞菌一旦进入对

色通过肉眼或借助仪器进行判断。该方法具有特异

虾幼体体内, 会在其中大量繁殖, 使虾苗减少食量

性强、灵敏度高、快速、简便等特点, 目前已被用于

或不摄食, 加剧虾苗死亡 [2]。大鲵感染荧光假单胞菌

检测细菌、病毒、寄生虫和真菌等多种病原体[9]。本研

时, 出现全身肿胀, 布满红斑, 鳞片脱落, 引发赤皮

究在 LAMP 的基础上, 结合荧光染料 SYBR-Green I[10],

病 [3]。且荧光假单胞菌能够产生极其耐热的蛋白酶和

通过单因素法优化反应条件, 建立一种快速的

脂肪酶, 这些酶在高温处理后仍有残留, 并在海产

RT-LAMP 检测技术 [11], 为实现水产品中荧光假单胞

品储藏过程中继续分解其中的脂肪和蛋白质, 导致

菌的快速检测提供了新思路。 

[4]

产品的风味和质地发生变化 。
目前已经建立了几种用于检测荧光假单胞菌的
方法, 如 RT-PCR、ELISA、分子杂交、免疫电镜等,
其中 RT-PCR 法需要昂贵的检测仪器和繁琐的电泳
操作, 且灵敏度有待进一步的提高 [5]; ELISA 方法从
样品的制备到检测结束大概要 40~48 h 才能完成,
且由于使用的多价血清存在不同程度的交叉反应,
容易产生假阳性 [6]; 分子杂交和免疫电镜的方法操
作繁琐, 耗时长, 且灵敏度低 [7] 。因此, 亟需开发一
种快速检测水产品中荧光假单胞菌的方法, 对于保
障我国食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环介导等温扩增(Loop 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LAMP)是 2000 年左右发展起来的基因扩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菌种
本研究使用包括 5 种革兰氏阳性和 3 种革兰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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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细菌作为对照(表 1)来检测和验证 RT-LAMP 的

灵敏度和特异性。

表 1 研究使用的菌株
Tab. 1 List of bacterial strains used in this study
菌株编号

菌株名称

菌株来源

GIM 1.225

短小芽孢杆菌(Bacillus pumilus)

广东省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

GIM 1.209

荧光假单胞菌(Pseudomonas fluorescens)

广东省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

GIM 1.305

腐败希瓦氏菌(Shewanella putrefaciens)

广东省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

GIM 1.283

地衣芽孢杆菌(Bacillus licheniformis)

广东省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

GIM 1.185

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

广东省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

GIM 1.27

苏云金芽孢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

广东省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

GIM 1.232

威尔氏李斯特菌(Listeria welshimeri)

广东省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

ATCC 21763

嗜水气单胞菌(Aeromonas hydrophila)

美国菌种保藏中心

1.1.2

按照 RNA 提取试剂盒的方法提取总 RNA, 测定浓度

主要试剂与设备
Bst DNA 聚 合 酶 (New England Biolab 公 司 );

后, 按照反转试剂盒的说明反转 cDNA, –20℃保存

RNA 提取试剂盒和 cDNA 合成试剂盒(北京全式金生

备用。另将相同量的菌体 121℃高压灭活 20 min, 提

物技术有限公司); Taq DNA 聚合酶(TaKaRa); 其他

取 RNA 并反转 cDNA, 作为 RT-LAMP 分析的灭活

常规试剂购于生工生物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对照。

NanoDrop 2000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

1.2.2

引物设计

司), PCR 仪(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电泳

根据 NCBI 数据库登录的荧光假单胞菌的基因

仪(北京六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凝胶成像分析系

序列, 使用专门的 LAMP 引物设计软件 primer ex-

统(上海复日科技有限公司), 恒温水浴(常州市万丰
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1.2

引物 [12], 得到针对 6 个区域的 4 组特异性引物序列
(表 2)。

方法

1.2.1

plorer 5.0 (http: //primerexplorer.jp/e/index.html)设计

1.2.3

优化 RT-LAMP 的反应条件

1.2.3.1

模板制备
取 100 mL 处于指数生长期的 8 种细菌培养物

(OD600 = 0.8), 4℃, 12 000 r/min 离心 10 min 收集菌体,

RT-LAMP 反应体系

反应体系(12.5 µL)如下(表 3), 其中所标浓度为
各成分初始浓度:

表 2 荧光假单胞菌的 RT-LAMP 引物的序列
Tab. 2 Sequence of RT-LAMP primers for P. fluorescens
引物

序列(5′~3′)

长度/nt

F3

GCGCGAATACTTCAAGTCCA

20

B3

GTACAGCTGCGAAGTCTGC

19

LB

TCAACCACGGGGAGCAT

17

FIP

AGGTGGGGTTGCTGCTGTAGAGGTCAACCTGCTGTATGTGA

41

BIP

TGCCCAAGACCATCCTTTCCAAACAGTTCGTTGGTGTCCG

40

一定温度条件下恒温 1 h, 80℃加热 2 min 后终

61.0℃温度梯度, 按照表 3 的反应体系进行 LAMP 扩

止反应。通过 1.5%琼脂糖电泳鉴定 RT-LAMP 产物,

增, 确定最优温度。

同时使用 SYBR green I (1000×, 5 µL)染料作为辅助

1.2.3.3

在上述选择的最佳扩增温度条件下, 分别取 30 min,

检测工具。
1.2.3.2

45 min, 60 min 和 75 min, 按照表 3 的反应体系进行

反应温度优化

为了确定合适的扩增温度, 选择 65.0℃, 63.0℃,
92

反应时间优化

LAMP 扩增, 确定最优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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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RT-LAMP 反应体系
Tab. 3 RT-LAMP reaction system
体系组成

2
使用量/µL

结果与分析

2.1

RT-LAMP 检测荧光假单胞菌条件的
优化

cDNA

0.5

10×ThermoPol 反应缓冲液

1.25

MgCl2(25 mmol/L)

1.0

dNTP(10 mmol/L)

1.0

F-FIP/F-BIP(10 μmol/L)

0.8

F-F3/F-B3(5 μmol/L)

0.4

F-LB(10 μmol/L)

0.4

结果一致。其中, 61℃和 63℃时条带亮, 且 63℃扩增

Bst DNA 聚合酶(8 U/µL)

0.5

的条带最亮, 反应效果好; 而 65℃时, 未见条带, 最

超纯水

5.45

终选择 63℃为 LAMP 反应温度。

1.2.3.4

2.1.1

适宜温度选择
由图 1 可知, 温度在 61℃, 63℃, 65℃时, 泳道

皆出现了大小不同的区带组成的阶梯式图谱, 而空
白对照泳道 4 未见 LAMP 特征条带, 与预期的试验

Mg2+浓度优化

设计 Mg2+浓度梯度 LAMP 反应程序, 反应体系
中的 Mg2+(25 mmol/L)的添加量依次为: 0 µL, 2.0 µL,
4.0 µL 和 6.0 µL, 在这几个梯度中优化出适宜 Mg2+
浓度。
1.2.4

RT-LAMP 的特异性检测
按照上述优化的反应条件, 选取荧光假单胞菌、

短小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苏
云金芽孢杆菌、威尔氏李斯特菌、腐败希瓦氏菌、
嗜水气单胞菌等 8 种常见腐败菌用于 LAMP 特异性
验证, 同时使用高压灭菌的样品用作灭活对照。
1.2.5

反应灵敏度的确定
反转后的 cDNA 经 Nandrop 2000 进行浓度测试,

并将其 10 倍梯度稀释至 10–1 后作为模板, 分别同时
用于 RT-LAMP 和 PCR 扩增, 比较两者灵敏度差异,
以能出现电泳条带的最低模板量作为最低检测极
限。RT-LAMP 反应在优化后的最佳扩增条件下进
行。25 μL PCR 反应体系包括 12.3 μL ddH2O, 2 μL
dNTP (2.5 mmol/L), 2.5 μL 10×缓冲液, 4 μL cDNA,
0.2 μL Taq DNA 聚合酶, F3 和 B3 引物各 1.0 μL(和
B3)和 2 μL MgCl2 (25 mmol/L)。PCR 反应程序如下:
95℃预变性 3 min, 95℃变性 15 s, 55℃退火 15 s, 72℃

Fig. 1

图 1 温度条件对 RT-LAMP 反应的影响
Effect of temperature conditions on the RT-LAMP
reaction

注: a: 通过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RT-LAMP 产物; b: 通过可视化
检测手段检测 RT-LAMP 产物。M: DL2000 标记, 泳道 1: 65℃; 泳
道 2: 63℃; 泳道 3: 61℃; 泳道 4: 无菌水

2.1.2

适宜时间选择
图 2 显示, 除了泳道 1 以外, 泳道 2, 3, 4 都呈现

延伸 30 s, 最后 72℃维持 10 min 进行延伸, 重复上

不同程度亮度的条带, 其中泳道 3 亮度最为明显, 与

述反应 35 个循环。

之相对应的 SYBR-green I 呈现同样的变化, 2, 3, 4

1.2.6

管结果呈阳性, 且肉眼观察到 3 管的荧光绿色更明

通过 RT-LAMP 反应检测受污染的海产品
为了评估 RT-LAMP 反应在海产品检测中的可

行性, 通过将 10 mL 水中的 1 g 大黄鱼样品均质化,

显, 从而确定最佳反应时间为 60 min。
2.1.3

Mg2+浓度的选择

培养匀浆中的荧光假单胞菌。使匀浆中的细菌浓度

Mg2+是酶开始反应的启动因子, 本试验对 Mg2+

分别保持在 5000、500、50 CFU/mL, 同时以污染荧

试验浓度进行了优化, 结果如图 3 所示, 在 Mg2+

光假单胞菌的鱼样作为阳性对照。

(2.5 mmol/L)的添加量依次为 0、2.0 µL 时, 均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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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P 特征条带, 而在 Mg2+的添加量为 4.0 和 6.0 µL
时未出现特征条带。此外, Mg2+的添加量 0, 2.0, 4.0
和 6.0 µL, 无菌水对照均未出现特征条带。考虑泳道
4 条带较亮, 最终选择 Mg2+的添加量 2.0 µL 为 LAMP
反应 Mg2+添加量。

图 3 Mg2+浓度对 RT-LAMP 反应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Mg2+ concentration on the RT-LAMP reaction
注: a: 通过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RT-LAMP 产物; b: 通过可视化
检测手段检测 RT-LAMP 产物。M: DL2000 标记; 各泳道镁离子
体积, 泳道 1, 2: 0 µL; 泳道 3, 4: 2 µL; 泳道 5, 6: 4 µL; 泳道 7, 8:
6 µL; 泳道 1, 3, 5, 7: 无菌水; 泳道 2, 4, 6, 8 为荧光假单胞菌

2.2

对比 PCR 和 RT-LAMP 的灵敏度
图 4 显示了 RT-LAMP 技术的检测灵敏度, 每个

反应超过 5.4 copies 就能够通过 RT-LAMP 方法被检
图 2 时间对 RT-LAMP 反应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time on the RT-LAMP reaction
注: a: 通过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RT-LAMP 产物; b: 通过可视化

测到。而对于 PCR 而言, 只有细菌浓度增加到每个
反应 1.08×103 copies, 才可以检测到阳性信号。这表

检测手段检测 RT-LAMP 产物。 M: DL2000 标记, 泳道 1: 30 min;

明 RT-LAMP 的灵敏度比标准 PCR 方法高 200 倍, 可

泳道 2: 45 min; 泳道 3: 60 min; 泳道 4: 75 min

以检测用标准 PCR 难以检测的菌株浓度。

Fig. 4

图 4 RT-LAMP 灵敏度测定
Test of the sensitivity of RT-LAMP

注: a: 通过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RT-LAMP 产物; b: 通过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RT-PCR 产物; c: 通过可视化检测手段检测 RT-LAMP 产物。
M: DL2000 标记; 泳道 1: 阴性对照; 泳道 2~8, 4: cDNA of 3.47×105 copies/µL, cDNA of 3.47×104 copies/µL, cDNA of 3.47×103 copies/µL,
cDNA of 3.47×102 copies/µL, cDNA of 3.47×10 1 copies/µL, cDNA of 3.47 copies/µL, cDNA of 3.47×10 –1 copies/µL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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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RT-LAMP 的特异性
自然条件下, 腐败的形成大都由多种细菌共同

作用的结果 [13], 本文选择了短小芽孢杆菌、荧光假单
胞菌、腐败希瓦氏菌、地衣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
菌、苏云金芽孢杆菌、威尔氏李斯特菌和嗜水气单
胞菌 8 种常见腐败细菌来验证 LAMP 的特异性。结
果表明只有荧光假单胞菌扩增阳性, 其他菌为阴性
反应。无菌水作为阴性对照也无扩增。显然, 该技术
能特异性检测荧光假单胞菌。

Fig. 6

图 6 利用 RT-LAMP 技术检测活细菌
Detection of live bacteria using RT-LAMP technology

注: a: 通过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RT-LAMP 产物; b: 通过可视化
检测手段检测 RT-LAMP 产物。M: DL2000 标记; 泳道 1: 来自高
压灭菌处理后的荧光假单胞菌; 泳道 2: 来自荧光假单胞菌活体;
泳道 3: 阴性对照

图 5 RT-LAMP 特异性的测定
Fig. 5 Test of the specificity of RT-LAMP
注: a: 通过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RT-LAMP 产物; b: 通过可视化
检测手段检测 RT-LAMP 产物。 M: DL2000 标记; 泳道 1: 无菌
水; 泳道 2: 荧光假单胞菌; 泳道 3: 短小芽孢杆菌; 泳道 4: 腐败
希瓦氏菌; 泳道 5: 地衣芽孢杆菌; 泳道 6: 枯草芽孢杆菌; 泳道
7: 苏云金芽孢杆菌; 泳道 8: 威尔氏李斯特菌; 泳道 9: 嗜水气
单胞菌

2.4

使用 RT-LAMP 检测活的荧光假单胞菌
如图 6 所示, 本文用高压灭菌后的荧光假单胞

图 7 RT-LAMP 检测鱼样中的荧光假单胞菌
RT-LAMP detection of P. fluorescens in fish sample

菌、荧光假单胞菌、无菌水三组进行对比。结果显

Fig. 7

示, RT-LAMP 产物信号只能在荧光假单胞菌中观察

注: a: 通过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RT-LAMP 产物; b: 通过可视化

到。电泳图显示泳道 2 有明显条带, 而在其它泳道无

检测手段检测 RT-LAMP 产物。M: DL2000 标记; 泳道 1: 蒸馏水;
泳道 2: 鱼均质化上清液, 无荧光假单胞菌; 泳道 3: 鱼均质液中

条带, SYBR-green I 结果显示, 在高压灭菌的细菌样品

5000 个拷贝数荧光假单胞菌; 泳道 4: 鱼均质液中高压灭菌的荧

和阴性对照组中未发现信号, 荧光假单胞菌呈阳性。

光假单胞菌; 泳道 5: 鱼均质液中 500 个拷贝数的荧光假单胞菌;

2.5

使用 RT-LAMP 技术检测变质海鱼样品
如图 7 所示, 电泳图泳道 3, 5, 6 出现明显条带,

SYBR-green I 结果与之一致, 结果证实 RT-LAMP 不
仅可以通过剂量依赖法从人工污染的鱼类样本中识

泳道 6: 鱼均质液中 50 个拷贝数的荧光假单胞菌

3

讨论
本研究通过优化 RT-LAMP 反应的温度, 时间和
2+

别荧光假单胞菌, 而且可以从自然腐败的样本中识

Mg 的添加量, 建立了一种快速高效灵敏的检测手

别荧光假单胞菌。

段。传统的 LAMP 技术是基于 DNA 对细菌进行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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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研究 [14], 但由于死细菌 DNA 是稳定的核酸分子,

[2]

降解速度较慢, 存在平台效应。因此采用 DNA 进行
扩增仍然可能扩增出死细菌的相关产物, 不能判断
细菌的“死”与“活”[15]。而原核生物的 RNA 分子, 半
衰期很短, 仅存在于活的、有代谢活性的菌体中, 因
而许多人以 mRNA 作为活菌检测的标志 [16]。本文建
立了一种快速高效的检测荧光假单胞菌的方法, 同
时可以高特异性地鉴定活的荧光假单胞菌。

[3]

与传统的电泳技术相比, 本试验采用的 SYBRgreen I 染料能够使反应结果更加直观、简单, 我们可
以通过 SYBR-green I 染料的颜色变化, 判别出是否
扩 增 , 淡 橙 色 表 示 阴 性 , 绿 色 表 示 阳 性 [17] 。 但 是
LAMP 方法具有极高的灵敏度, 在开盖检测产物的

[4]

过程中可能散布到环境中, 形成气溶胶, 残留在设
备上, 通过气溶胶和用具的污染可以引起假阳性的
发生 [18], 因此, 在之后的研究中, 选择可在反应前
添加的染料, 避免反应后的开盖污染, 结果同样简
便直观 [19]。
通过单因素优化确定 RT-LAMP 的反应时间为

[5]

60 min, 反 应 温度为 63℃ , MgCl2 的 体 积为 2 µL
(25 mmol/L)。优化后, RT-LAMP 反应可以在较低的
细菌浓度下实现检测, 灵敏度低至 5.4 copies/反应。
而 PCR 的检测灵敏度为 1.08×103 copies/反应, LAMP
反应灵敏度比传统的 PCR 高 200 倍, 远远超过之前
研究显示的 100 倍 [20]。

4

[6]

结论
通过单因素优化确定 RT-LAMP 的反应时间为

60 min, 温 度 为 63 ℃ , MgCl2 的 添 加 量 为 2 µL
(25 mmol/L), 在 此条 件下可 以达 到快速 , 特异 , 高
效地检测荧光假单胞菌, 灵敏度比普通的 PCR 高

[7]

200 倍。此外 RT-LAMP 反应系统与荧光染料 SYBR
green I 相结合, 比传统的凝胶电泳更有效, 更直观,
为荧光假单胞菌的快速检测开辟了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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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and application of RT-LAMP visual detection
method for Pseudomonas fluorescens in aquatic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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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ve Pseudomonas fluorescens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deterioration of aquatic products even in
low-temperature storage. Therefore,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develop a rapid and efficient detection method. In
this study, we combined reverse transcription 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RT-LAMP) technology with
visual detection methods, and determined the optimum reaction temperature (63℃), reaction time (60 min), and the
optimum addition of Mg2+ (2.5 mmol/L) by optimizing the conditions. Thus, a rapid, efficient, and sensitive
RT-LAMP detection method was established. A sensitivity test showed that RT-LAMP could be identified as low as
5.4 copies per reaction, which is about 200-fold more sensitive than the standard polymerase-chain-reaction detection method. This method can be used to effectively identify P. fluorescens and the RT-LAMP results can be visually
inspected using SYBR Green I staining in a closed-tube, which makes the detection results intuitive and simple to
understand.
(本文编辑: 丛培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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