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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原位杂交在布鲁氏菌和
牛结核分枝杆菌检测中的应用
孙明军 1，王 萍 2，张喜悦 1，孙翔翔 1，孙世雄 1，魏 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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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荧光原位杂交技术可快速鉴定病原菌，较传统病原分离鉴定方法具有明显优势。针对我国动物布鲁氏

菌病和牛结核病这两个重要的人兽共患病，目前还没有标准的荧光原位杂交检测方法可供参考。为建立布鲁氏
菌和牛结核分枝杆菌荧光原位杂交检测方法，快速诊断动物布鲁氏菌病和牛结核病，利用布鲁氏菌探针 Bru996 和结核分枝杆菌探针 MTB770，通过优化杂交温度、杂交时间和样品处理等关键条件，确定最佳检测程序；
根据已知背景的菌株和临床样品，对 Bru-996 和 MTB770 探针的特异性和敏感性进行评价，最终建立了荧光复
位杂交诊断方法。结果显示：反应条件优化后，该方法可在 4 h 内完成布鲁氏菌检测；荧光标记 Bru-996 探针
与布鲁氏菌待检菌株的杂交结果均为阳性，而与结核分枝杆菌、禽结核分枝杆菌和大肠杆菌杂交结果均为阴性，
并从 5 个已知背景的组织病料中成功检出布鲁氏菌。牛结核分枝杆菌检测则需要 6~8 h，杂交前必须对样品用二
甲苯和溶菌酶进行处理；MTB770 探针可特异性识别并能从牛肺部结节中检出牛结核分枝杆菌。结果表明，荧
光原位杂交方法快速、简便，而且 Bru-996 和 MTB770 探针分别在布鲁氏菌和牛结核分枝杆菌检测上具有较高
的特异性，可替代传统的病原分离鉴定，作为动物布鲁氏菌病和牛结核病的实验室确诊方法。
关键词：荧光原位杂交；布鲁氏菌；牛结核分枝杆菌；人兽共患病
中图分类号：S85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44X（2019）09-0069-05

DOI：10.3969/j.issn.1005-944X.2019.09.016

Application of 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 in Detection
of Brucella and Mycobacterium bovis
Sun Mingjun1，Wang Ping2，Zhang Xiyue1，Sun Xiangxiang1，Sun Shixiong1，Wei Rong1
（1. China Animal Health and Epidemiology Center，Qingdao，Shandong 266032，China；
2. Shandong New Hope Liuhe Group Co.，Ltd，Qingdao，Shandong 266100，China）
Abstract：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methods of pathogen 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FISH）technology could be used to rapidly identify pathogenic bacteria due to its obvious advantages.
However，there has been no any formal FISH technology for two kinds of major zoonoses（animal brucellosis and
bovine tuberculosis）in China.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FISH technology for rapidly diagnosing the two diseases，
the probes of Brucella（Bru-996）and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MTB770）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detection procedure by optimizing the temperature and time of hybridization，dealing with samples and optim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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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important conditions. Then the speciﬁcity and sensitivity of the two probes were evaluated based on strains with
known background and clinical sampl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rucella could be detected within 4 hours after reaction
conditions were optimized. The hybridizations between Bru-996 probe and Brucella strains were positive，and that
between Bru-996 probe and Mycobacterium bovis，Mycobacterium avium and Escherichia coli were all negative；and
Brucella was successfully detected from ﬁve tissue materials with known background. It would take 6 to 8 hours when
Mycobacterium bovis was detected，and samples must be treated with Xylene and Lysozyme prior to hybridization.
Mycobacterium bovis could be identiﬁed and detected from bovine pulmonary nodules by MTB770 probe. In view of the
advantages of FISH technology of rapidity and convenience，and the high speciﬁcity of Bru-996 and MTB770 probes
in detection of Brucella and Mycobacterium bovis，it was believed that the developed FISH technology could replace
relevant traditional methods and be used to diagnose animal brucellosis and bovine tuberculosis in laboratories.
Key words：ﬂ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Brucella；Mycobacterium bovis；zoonosis

荧光原位杂交（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

交诊断方法。

FISH）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发展起来的一种原位

1

杂 交 技 术， 已 被 广 泛 应 用 于 动 植 物 基 因 组 结 构

1.1

和癌症基因检测以及致病性微生物诊断等许多

1.1.1

[1-3]

材料与方法
材料
荧 光 标 记 DNA 探 针

细菌通用探针

。FISH 原理是，用荧光素标记的已知单链

EUB338（5′-CTG CTGCCT CCC GTA GGA GT-

核酸为探针，依照碱基互补的原则，使其与待检材

3′）， 布 鲁 氏 菌 探 针 Bru-996（5'-CCA CTA ACC

料中未知的单链核酸进行杂交，通过荧光显微镜观

GCG ACC GGG ATG-3'）和牛结核分枝杆菌探针

察杂交信号，来显示目标片段的丰度和位置。由于

MTB770（5'-CAC TAT TCA CAC GCG CGT-3'），

具有操作简便、快速、特异性高等特点，荧光原位

由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合成，其

领域

[4]

杂交已成为细菌研究领域强有力的工具 。
病原分离鉴定是传染病确诊的金标方法。但

中 EUB338 和 MTB770 两端用荧光素 FAM 标记，
Bru-996 用 Cy3 标记。

对于布鲁氏菌病和牛结核病（简称“两病”）这两

1.1.2

个危害严重的人兽共患病来说，病原分离鉴定需要

肝脏等组织病料，由人兽共患病监测室保存，其中

高等级生物安全防护设施，而且分离培养过程复杂

菌株包括：布鲁氏菌 S2、A19、Rev.1 疫苗株，布

而漫长，这制约了“两病”的及时诊断。而荧光原

鲁氏菌 HN6、XJ-1 株，牛结核分枝杆菌 XJ1306、

位杂交技术经样品固定后可以灭活病原，因而杜绝

XJ1307 株， 以 及 禽 结 核 分 枝 杆 菌 株、 大 肠 杆 菌

了后续操作过程中人员感染的风险，可在生物安全

O:157 株。

二级实验室完成检测，比传统的病原分离鉴定更具

1.1.3

优势。目前，“两病”荧光原位杂交诊断技术还没

CarlZeiss）； 分 子 杂 交 炉（LF-IIIA， 宁 波 新

有在国内实验室应用。该方法曾在人布鲁氏菌病诊

芝）；激光共聚焦显微镜（FluoViewTM FV1000，

断上有些尝试 [5]，但对分枝杆菌来说，因细胞壁结

Olympus）。

构特殊，阻碍了其在人和动物结核病诊断上的应用。

1.1.4

本研究选取已报道的布鲁氏菌和结核分枝杆菌 16s

甲酰胺、4% 多聚甲醛、鲱鱼精 DNA、抗荧光淬灭

RNA 探针

[6-8]

，通过改进样品处理方式、优化杂交

菌株和病料

仪器设备

试剂

本试验使用的菌株以及肺脏、

荧 光 显 微 镜（AxiovertA1，

溶菌酶、消色肽酶：购自 Sigma 公司；

封片剂、二甲苯等试剂：均由上海生工提供。预杂

条件，进一步简化操作步骤，同时利用本实验室保

交液：900 mmol/L NaCl、20 mmol/L Tris（pH7.5）、

存的菌株和组织样品，对探针的特异性进行评价，

0.01% SDS、20% 甲酰胺、100 ng/mL 鲱鱼精 DNA

最终建立了一个快速、准确的“两病”荧光原位杂

以及终浓度为 2 ng/μL 的荧光标记探针；洗涤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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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mmol/L NaCl、5 mmol/L EDTA、0.01% SDS、

探针具有较高的特异性。从 5 个已知布鲁氏菌病羊

20 mmol/L Tris（pH7.5）。

组织病料（2 个肝脏、2 个脾脏、1 个胎盘）中均

1.2

成功检测到布鲁氏菌（图 1-C），证明该方法具有

方法

1.2.1

样品准备

将冷冻保存的布鲁氏菌株接种

于布鲁氏菌液体培养基（BBL），37 ℃培养 2 d；

较高的敏感性。在高倍放大下观察，布鲁氏菌呈短
杆菌，小于大肠杆菌（图 1-D）。

牛、禽结核分枝杆菌接种于罗氏培养基，37 ℃培
养 4 周；回收培养物，PBS 洗一遍，然后加入 1%
PFA 溶液，混匀，4 ℃冰箱过夜。以上操作须在生
物安全三级实验室进行，FPA 固定后的步骤可在生
物安全二级实验室进行。
1.2.2

杂交和镜检

将固定后的菌液用 PBS 洗两

遍，然后涂布于载玻片上，风干待检。对布鲁氏菌，
依 次 在 30%、70%、100% 乙 醇 中 处 理 5 min， 然
后置阴凉处自然风干；加 200 μL 杂交液，45 ℃杂
交 1.5~4 h；用 44 ℃预热的洗涤液洗涤 20 min，双
蒸水冲洗后，滴加抗荧光淬灭封片剂，镜检。对牛
结核分枝杆菌，把样品在二甲苯中作用 10~20 min
后，依次在 100%、70%、30% 乙醇和 PBS 缓冲液
中处理 5 min，用溶菌酶（1 mg/mL）和消色肽
酶（30 U/mL）消化 20 min，然后分别在 PBS 以及
30%、70%、100% 乙醇中处理 5 min，风干；滴加
杂交液，45 ℃杂交 4 h，用 37 ℃预热的洗涤液洗
涤 20 min，最后封片镜检。对组织研磨液，短暂离心，

A. S2 疫苗株（Bru-996，20×10）；B. S2 疫苗株（EUB338，
20×10）；C. 羊胎盘研磨液（Bru-996，100×10）；
D. 大肠杆菌（EUB338，100×10）。

取上清，PFA 固定后涂片。对痰液样品，先涂片，
再用 PFA 固定，杂交过程与上相同。
2
2.1

结果与分析
布鲁氏菌
杂交前，对布鲁氏菌无需特别处理，45 ℃杂

交 1.5 h 即出现红色荧光信号，200 倍放大下观察，
清晰可见（图 1-A、B）。杂交 3 h 可完全满足检

图1
表1

布鲁氏菌检测结果

不同种类菌株和探针杂交结果
探针

菌株

EUB338

Bru-996

MTB770

布鲁氏菌 S2 疫苗株

+

+

−

布鲁氏菌 A19 疫苗株

+

+

−

布鲁氏菌 Rev.1 疫苗株

+

+

−

测需要，延长时间至 8 h 或 12 h，信号强度不会明

布鲁氏菌 HN6 株

+

+

−

显增加，因而布鲁氏菌荧光原位杂交简便、快速，

布鲁氏菌 XJ-1 株

+

+

−

可 在 4 h 内 完 成。Bru-996 探 针 与 布 鲁 氏 菌 S2、

牛结核分枝杆菌 XJ1306 株

+

−

+

A19、Rev.1 疫苗株和 HN6、XJ-1 分离株，均产生

牛结核分枝杆菌 XJ1307 株

+

−

+

杂交信号，在牛结核分枝杆菌、禽结核分枝杆菌和

禽结核分枝杆菌株

+

−

−

大肠杆菌中没有观察到荧光信号（表 1），表明该

大肠杆菌 O:157 株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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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牛结核分枝杆菌

于以下几点：一是 16s RNA 序列较为保守，是细

牛结核分枝杆菌样品杂交前，须用二甲苯和

菌系统进化和分类的经典方法之一；二是 16s RNA

溶菌酶处理（也可使用消色肽酶，但非必须），二

在细菌中的丰度较高（5 000~50 000 拷贝），杂交

者缺一不可。二甲苯需处理至少 20 min，溶菌酶

信号强、易于捕捉；三是细菌固定后可以保持原

需消化 30 min，以充分去除表面的酸类物质，从

有形态，镜检时可将其形态特征作为判断手段。

而获得充分的通透性，便于探针进入并与 RNA 杂

核酸分析和形态学特征相结合保证了荧光原位杂

交。45 ℃杂交 4 h，可获得最佳效果，缩短杂交时

交方法的特异性，因而可以作为细菌性传染病确

间会影响信号强度。因此，牛结核分枝杆菌的检测

诊的依据。

时间较长，需 6~8 h。从牛肺脏结核结节研磨液上
清中，成功检测到牛分枝杆菌（图 2-A），经抗酸
染色检出较多的抗酸菌（图 2-B）。结核病阳性牛
鼻腔拭子中，未检出典型的牛结核分枝杆菌。

另外，与其他检测方法相比，荧光原位杂交
还具有以下优势：
（1）拭子、痰液、组织等样品采集后，立即
用 FPA 固定，可以灭活病原，排除样品采集、运输、
检测过程中的生物安全风险。
（2）传统的病原分离鉴定需要在 P3 实验室
内进行，而且耗时耗力，而荧光原位杂交可在 8 h
内完成鉴定，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3）传统的 real-time PCR 方法需要核酸提纯，
操作中易导致污染而出现假阳性，而荧光原位杂
交可以忽略核酸污染，提高检测的特异性。
（4）在牛结核病诊断上，比抗酸染色方法特
异性高，因为抗酸染色无法区分牛结核分枝杆菌
和其他非结核分枝杆菌（如副结核分枝杆菌、禽
结核分枝杆菌和其他环境分枝杆菌）[9-10]，而荧光
原位杂交使用的探针对结核分枝杆菌是特异性的，
与其他分枝杆菌不会产生杂交信号。
荧光原位杂交在动物布鲁氏菌病和牛结核病
诊断应用上还有一些局限。该方法需要昂贵的仪器，
而大部分实验室还不具备荧光显微镜和激光共聚焦
显微镜，所以不利于普及。由于牛种、羊种、猪种
等布鲁氏菌的 16s RNA 序列高度保守，设计和筛

A. 牛肺脏结核结节研磨上清杂交结果（MTB770，100×10）；
B. 牛肺脏结核结节组织抗酸染色（100×10）；
箭头指示为牛结核分枝杆菌。

图2

牛结核分枝杆菌荧光原位杂交和抗酸染色比较

选种 / 亚种特异性的探针非常困难，目前只有布鲁
氏菌属特异性探针。另外，该技术还不能实现高通
量检测，目前仅限于布鲁氏菌病和牛结核病的实验
室诊断。

3

讨论
利用 16s RNA 原位杂交进行细菌鉴定主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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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荧光原位杂交技术尽管有不足，
但在布鲁氏菌病和牛结核病等人兽共患病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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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研究上仍然具有优势。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

[5]

的快速分子鉴定 [J]. 中国热带医学，2018，18（3）：

已将 16s RNA 检测作为牛结核病诊断的依据，但
在布鲁氏菌检测上，该方法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还
需进一步验证。针对不同布鲁氏菌种属鉴别困难

217-219.
[6]

by 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J]. Journal of clinical

mRNA）种特异片段来实现。另外，还需要根据

microbiology，2006，44（5）：1828-1830.
[7]

microscopic detection of Mycobacterium avium complex

该方法。

organisms in tissue[J]. Journal of clinical micro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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