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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传感器检测食源性大肠杆菌 O157:H7
研究新进展
刘慧玲, 吕敬章, 朱智壕, 范

放, 张

恒*

(深圳市食品安全检测技术研发重点实验室, 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食检中心, 深圳

摘

518045)

要: 近年来, 生物传感器因具有快速、简便、灵敏度高、低成本等优势被广泛应用到临床检测、环境监测等

领域。该技术在食品安全领域也逐步得到重视, 尤其在病原微生物的快速检测方面。本文从免疫识别和核酸识别
两方面简要介绍生物传感器技术检测食源性大肠杆菌 O157:H7 研究的最新进展, 对生物传感器技术存在的问题
及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总结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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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rogress in detection of foodborne pathogenic Escherichia coli
O157:H7 based on biosen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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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ir advantage of rapid detection, easy-to-use, high sensitivity, low cost
and so on, biosensor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clinical test,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etc. The biosensor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in food safety, especially in rapid detection of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 In
this paper, on the basic of both immunological recognition and nucleic acid recognition several biosensors methods for rapid detection of foodborne pathogenic Escherichia coli O157:H7 and their new progress were briefly
reviewed. Finally,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he research prospects of biosensor were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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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大 肠 杆 菌 O157:H7(Escherichia coli O157:H7,

主要血清型, 可产生大量的 Vero 毒素, 引起出血性肠
炎、溶血性尿毒综合症和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
[1-2]

。因此, 对食源性大肠杆菌 O157:H7 的快速准确的

E.coli O157:H7)属于肠杆菌科埃希菌属, 它是肠出血

鉴定, 对于预防疾病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传统的

性大肠埃希氏菌(Enterohemorrhage E.Coli, EHEC)的

大肠杆菌 O157:H7 检测方法主要有 3 类: 细菌学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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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免疫学检测及分子生物学检测。常规实验室对

界面特性来检测样品中抗体/抗原目标物的一种有

食源性病原菌的检测、鉴定依然停留在分离培养、形

效方法。因该方法不需要标志物, 简化了传感器的

态观察、生化鉴定和血清学分型水平, 这些传统的方

制备, 被广泛应用到细菌的快速检测, 但该方法与

法操作复杂、检测周期较长, 而且无法对难以培养的

传统培养法相比较, 其检测限较高, 样品分析系统

病原菌进行检测; 而一些简单的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

尚不够完善[6]。
Li 等 [7] 在 电 化 学 阻 抗 法 快 速 检 测 大 肠 杆 菌

方法假阳性率又较高, 也需要较为繁琐的样品前处
理、洗涤等步骤, 大大限制了技术的应用范围。

O157:H7 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将 O157:H7 的

生物传感器(biosensor)具有接受器与转换器的功

捕 获 抗 体 交 联 到 ITO 电 极 表 面 , 一 旦 大 肠 杆 菌

能, 是一种对生物物质敏感并将其浓度转换为电信

O157:H7 附着到电极表面, 电极阻抗就会发生变化,

号进行检测的仪器, 是由固定化的生物敏感材料作

该检测方法灵敏度达到 6×103 CFU/mL。另外, 该课

为识别元件(包括酶、抗体、抗原、微生物、细胞、

题组 [8]还通过对样品中的大肠杆菌 O157:H7 首先采

组织、核酸等生物活性物质)与适当的理化换能器(如

用磁性纳米进行富集分离, 再结合微流控-微电极免

氧电极、光敏管、场效应管、压电晶体等)及信号放

标记电化学阻抗法实现对大肠杆菌 O157:H7 的快速

大装置构成的分析系统。生物传感器具有高效、灵敏、

检测, 该方法能够检测培养基和牛肉样品中的大肠

特异、结构小巧、经济实用等诸多优点, 可以在物质

杆菌 O157:H7 的灵敏度分别为 1.6×102 、1.2×103

分子层面进行快速、微量检测, 目前正成为一种强有

CFU/mL。Chan 等 [9] 借助生物功能化的磁性纳米结

力的通用分析工具。生物传感器技术的发展在致病微

合纳米孔的矾土膜构建阻抗型生物传感器实现样品

生物检测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3-5]

, 虽该方法在致

中大肠杆菌 O157:H7 的超灵敏检测, 其检测底限能

病菌检测方面还存在不足, 但其所具有的独特优势

达到 10 CFU/mL。

为其在实际检测工作中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方向。

2.1.2

表面等离子共振型传感器

该文就生物传感器技术在快速检测大肠杆菌

表面等离子共振(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 SPR)

O157:H7 方面的最新进展进行简要综述, 并展望该

是一种光学物理现象。当生物分子结合到金属表面时,

技术在致病菌检测方面存在的难点与研究前景, 期

会引起 SPR 折射率及入射角的改变, 因此通过监测

望对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生物反应过程中 SPR 角的动态变化, 得到生物分子
之间相互作用的特异性信号, 可以来研究生物分子

2 基于免疫识别的生物传感器快速检测大
肠杆菌 O157:H7
从抗原-抗体识别角度来说, 若要实现大肠杆菌
O157:H7 的特异性检测, 第一步需要考虑的即是特
异性识别问题, 而基于抗原-抗体的特异性识别大肠
杆菌 O157:H7 所建立的传感器, 我们笼统的概括为
大肠杆菌 O157:H7 免疫传感器。对于传感器的定义
也没有明确的定论, 其概念比较广泛, 构成传感器的
两大部分就是识别元件和信号传递元件。已有很多类
型的免疫传感器用于大肠杆菌 O157:H7 的快速检测,
对于免疫型生物传感器从广义上来说, 主要分为两
大类: 一是无需标记即可实现致病菌的检测; 二是
借助酶、荧光、电传导等来实现致病菌的检测。

2.1
2.1.1

免标记生物传感器直接检测
电化学阻抗型传感器
电化学阻抗免疫传感器是通过检测修饰电极的

间的相互作用[10]。对于 SPR 生物传感器的研究在生
物传感器领域已相对成熟, 包括 BIAcoreAB 生物传
感器、SpreetaTM 生物传感器在内的成品仪器已应用
到大肠杆菌 O157:H7 检测的研究。SPR 技术具有无
需标记、实时监测、灵敏度高、非破坏性及高选择性
等优点, 但 SPR 传感技术对于低浓度、小分子量的分
子检测精度不高。
Fratamico 等[11]使用 BIAcoreAB 检测 O157:H7,
该仪器是基于 SPR 原理的一种生物传感器。检测过
程中, 他们利用抗原-抗体反应以及信号倍增放大的
方式, 特异检测出 4 株大肠杆菌 O157:H7 细菌, 测
得 10 min 内大肠杆菌 O157:H7 检出限为 5×107
CFU/mL, 且未发现与鼠伤寒沙门氏菌、小肠结肠炎
耶尔森菌有交叉反应。Subramanian 等[12]在 SPR 表
面自组装构建“三明治”夹心法检测大肠杆菌, 其检
测限为 103 CFU/mL。Waswa 等[13]用基于 SPR 原理的
SpreetaTM 检测加标到牛奶、苹果汁以及碎牛肉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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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57:H7, 约 30 min 后测得实验灵敏度为 102~103

作用, 10 min 内检测到约 7.8×101 CFU/mL 大肠杆菌

CFU/mL, 在有大肠杆菌 K12 和志贺氏菌的同时可以

O157:H7。另外, 酶标记也可以用于安培法检测中,

特异性检出 O157:H7。Wang 等

[14]

利用基于表面等离

这种方法用于测量电极表面上因氧化或还原而产生

子传感器的凝集素与病原菌表面的碳水化合物能够

的电流。Abdel-Hamid 等[19]将抗体用过氧化物酶标记

特异性识别的原理(其原理类似于抗原抗体的识别),

并结合到安培传感器上, 过氧化物酶可以被捕获并

比较了 5 种类型的凝集素对大肠杆菌 O157:H7 的识

催化碘离子与过氧化氢反应生成碘。这种安培传感器

别检测, 最终实现食品中大肠杆菌 O157:H7 检测限

检测被灭活的大肠杆菌 O157:H7 的最低检测限为 102

为 3×103 CFU/mL。

CFU/mL。马静等[20]利用静电吸附及抗原抗体特异性

压电生物传感器

2.1.3

结合将大肠杆菌 O157:H7 固定在辣根过氧化酶标记

压电生物传感器是以压电材料为换能器的新型生

的电极表面, 制备检测大肠杆菌的酶免疫传感器, 检

物传感器, 是依靠测量质量的变化来实现目标物的测

测 线 性 范 围 为 1×103~1×105 CFU/mL, 检 测 极 限 为

定。在生物化学反应过程中, 压电石英晶体表面被修饰,

1×102 CFU/mL。此方法检测时间仅为 20 min, 与标准

选择性地与被检测物质作用, 继而在晶体表面出现异号

检测法相比大大缩短了检测时间。Akanda 等[21]采用碱

极化电荷(又称为压电效应), 从而实现生物传感器的检

性磷酸酶标记的抗体结合亲和素修饰的 ITO 电极实现

测作用。压电生物传感器的特点是响应灵敏、特异性高、

了样品中大肠杆菌 O157:H7 的检测, 该文比较 5 对不

简便快速、样品无需标记, 方法易于自动化、集成化。

同的底物获得最佳的检测灵敏度, 能够在 103~108

Su 等[15]将亲和纯化的抗体组装到金电极表面, 当

CFU/mL 浓度范围获得较理想的检测效果。Zhao 等[22]

大肠杆菌 O157:H7 与电极表面的抗体结合时, 可引起

通过构建了一种一次性的低成本丝网印刷碳电极, 在

电极表面信号变化。实验测得 30∼50 min 内大肠杆菌

其电极表面引入多壁碳纳米管-海藻-壳聚糖复合物用

O157:H7 浓度可达 103 CFU/mL。Guo 等[16]借助抗体修

于增强信号, 再通过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抗体进行

饰的纳米金作为检测信号放大载体, 构建了大肠杆菌

获取及获得检测信号, 对大肠杆菌 O157:H7 的检测灵

O157:H7 高灵敏的富集与检测平台。样品中的大肠杆

敏度达到 3.27×103 CFU/mL。Li 等[23]采用二氧化硅包裹

菌 O157:H7 可与固定有捕获抗体的压电生物传感器-石

的金纳米、富勒烯和经酶修饰的 Pt 纳米链用于信号的

英晶体微天平(quartz crystal microbalance, QCM)芯片结

放大, 构建一种灵敏的电化学免疫传感器用于检测大

合, 经过 18 h 孵育, 大肠杆菌 O157:H7 可以特异性

肠杆菌 O157:H7, 在 3.2×101~3.2×106 CFU/mL 具有很

地富集到 QCM 芯片表面, 引起 QCM 频率改变, 从而

好的线性, 其检测底限能达到 15 CFU/mL。

实现目标物的检测。大肠杆菌 O157:H7 被捕获到芯片

2.2.2

表面, 通过加入抗体功能化的金纳米用于进一步增强
信号的变化, 该方法检出限为 0~1 log CFU/mL(g)。

带标记生物传感器间接检测型传感器

2.2

酶标记型免疫传感器

2.2.1

荧光标记型免疫传感器
近年来, 基于荧光标记方法构建生物传感器广

泛应到致病菌的检测中 [24-25]。Czajka 等[26]固相荧光
毛细管免疫法检测大肠杆菌 O157:H7, 首先用免疫
磁珠法捕获到非经选择性培养基培养的大肠杆菌,
其最低可以检测到苹果样品中大肠杆菌 O157:H7 约

酶标记法传感器主要有两种实现方式, 一是通过

0.5 CFU/mL。Ho 等[27]构建了基于流动注射脂质体免

酶直接与底物作用产生的光学信号, 二是借助酶产生

疫分析的免疫传感器。该系统的石英玻璃微细管表面

的电信号。多数情况下, 可以通过直接改变标记底物

带有被荧光染料封装脂质体的第二抗体, 在反应过

获得可检测的信号(荧光、化学发光, 电活性物质)。

程中, 脂质体被裂解, 染料因而得到释放, 荧光值被

[17]

利用毛细管 ELISA 技术结

测定。实验测得灭活大肠杆菌 O157:H7 的检测限为

合微型流体系统以及化学发光建立了化学发光多声

3.6×102 CFU/mL。Geng 等[28] 通过生物素-亲和素系

道免疫传感器的检测方法, 24 min 内检测到大肠杆菌

统把抗体固定到聚苯乙烯光纤头上, 构建光纤生物

Yacoub-George 等

5

O157:H7 的最低限为 10 CFU/mL。Muhammad-Tahir
等

[18]

利用电化学生物传感器检测大肠杆菌 O157:H7。

该实验利用了捕获蛋白、报告蛋白与检测样品的相互

传感器快速检测碎牛肉中的大肠杆菌 O157:H7。他们
将抗大肠杆菌 O157:H7 抗体用 Alexa Fluor 647 染料
标记, 检测生成的特定荧光信号。实验可检测到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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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U/mL 纯 培 养 的 大 肠 杆 菌 O157:H7, 以 及 1

肠杆菌 O157:H7

CFU/mL 经 4 h 增菌的碎牛肉中的大肠杆菌 O157:H7。
Ohk 等[29]采用链霉亲和素包被的光导波管用生物素多
克隆抗体固定后置于待测悬浮液中, 与致病菌免疫结
合实现大肠杆菌 O157:H7、李斯特菌及沙门氏菌的多重
检测, 其检出限为 1×103 CFU/mL。Miyajima 等[30]构建
一种三明治型的在线监测大肠杆菌 O157:H7 的光纤型
免疫试验, 每个样品的检测时间可在 6~12 min 完成,
其检测范围在 103~107 CFU/mL 之间。Huang 等[31]构建
了一种长范围的表面增强荧光型生物传感器用于大肠
杆菌 O157:H7 的检测, 其检测底限可达到 10 CFU/mL,

核酸生物传感器是一种能将目的核酸的存在转变为
可检测的电、光、声等信号的传感装置, 按照生物传感器
上参与检测的核酸不同分为 DNA 生物传感器和 RNA 生
物传感器两种。
按照转换元件的不同; 基于核酸识别的生
物传感器又可分为电化学 DNA 传感器、电化学核酸适配
体传感器、压电晶体 DNA 传感器、表面等离子体共振
DNA 传感器、光学光纤 DNA 传感器等。下面针对参与
检测的核酸不同对核酸生物传感器进行举例介绍。

3.1

整个检测过程可在 40 min 内完成。
2.2.3

Muhammad-Tahir 等

DNA 生物传感器
目前用于食品中大肠杆菌 O157:H7 快速检测的

电导型免疫传感器
[32]

1831

DNA 生物传感器主要有电化学 DNA 传感器和压电
发明了一种电导免疫传感

器用于检测大肠杆菌 O157:H7, 利用电化学夹心法

晶体 DNA 传感器两种。DNA 生物传感器具有响应快
速、特异性高的优点, 但电极再生性较差。

测得在纯培养基中大肠杆菌 O157:H7 的检测限约为
1

Liao 等[38]开发了一种新型的电化学 DNA 传感器

7.9×10 CFU/mL。在 5 种细菌混合物(两株大肠杆菌

检测大肠杆菌 O157:H7。该 DNA 传感器针对大肠杆菌

O157:H7, 非致病性大肠杆菌、汤普森沙门氏菌、鼠

O157:H7 特异的 rfbE 基因, 竞争性结合靶基因 rfbE 以

伤寒沙门氏菌各一株)中检测可特异性检测出大肠杆

及被标记的报告基因。实验可检测到 0.75 amol 的 rfbE

菌 O157:H7。该课题组采用该方法又开展了进一步研

基因。Mao 等[39]借助纳米信号放大技术, 构建压电晶体

究, 对被污染的样品进行大肠杆菌 O157:H7 的检测,

DNA 传感器, 用于检测大肠杆菌 O157:H7。先将大肠

首先通过滤膜对样本进行处理, 所测的最低检测限

杆菌 O157:H7 eaeA 基因特异性的硫醇化单链 DNA 固

为 8.1×101 CFU/mL[33]。Luo 等[34]利用静电生物传感

定到 QCM 传感器表面, 使之与目的 DNA 结合, 通过质

器检测了包含大肠杆菌 O157:H7 在内的两种微生物

量改变引起 QCM 频率改变。反应过程中使用了链霉亲

样品。这种静电生物传感器是在毛细管分离和电传导

和素标记的 Fe3O4 纳米粒子以增强频率改变。通过对合

免 疫 基 础 上 设 计 的 , 在 8 min 内 测 得 大 肠 杆 菌

成生物素标记的寡核苷酸探针和 151 个碱基对的大肠

O157:H7 的检出限为 61 CFU/mL。

杆菌 O157:H7 eaeA 基因片段进行检测, 测得检测底限

2.2.4

达 到 2.67×102 CFU/mL, 在 大 肠 杆 菌 O157:H7 从

电致发光型免疫传感器
Yu 等[35]提出用免疫磁性富集样品, 引入电致发

光法检测大肠杆菌 O157:H7。1 小时内细菌在人工污
染 样 品 和 纯 缓 冲 液 中 的 检 出 限 分 别 为 (1~2)×10

O157:H7 进行了特异性检测, 发现该菌与其它不同
大肠杆菌菌株的交叉反应性较低。Leach 等[36]采用自
动化的电致发光系统实现样本中大肠杆菌 O157:H7
的检测, 经 5 h 的富集之后, 检测灵敏度可以达到 0.1
CFU/g, 整个实验可以在 6.5 h 内完成。Magana 等[37]
借助一种自动的超滤系统处理 50 L 体积的样本, 再
通过电致发光实验实现大肠杆菌 O157:H7 的检测,

3

基于核酸识别的生物传感器快速检测大

化和细菌细胞浓度之间呈现良好的对数关系。

3

CFU/mL 和 102 CFU/mL。实验中同时对大肠杆菌

采用该方法能够实现大容量样本中致病菌的检测。

2.67×102∼2.67×106 CFU/mL 浓度范围内, 线性频率变

3.2

RNA 生物传感器
RNA 生物传感器主要是指核酸适体生物传感

器。核酸适体具有自身稳定性强、靶分子范围广、亲
和性高、变性复性快速可逆、易功能化修饰与标记、
可作为优良的纳米器件等诸多优点, 近些年来, 核酸
适配体开始被用作生物传感器探针分子检测 [40] 。由
于 RNA 适配体比 DNA 适配体可得到更多不同的三
维结构[41], 因此, RNA 适配体更容易被筛选出来, 从
而更加适用于生物传感器。
目前已有报道研制出针对大肠杆菌 O157:H7 的
RNA 适配体。Lee 等[42]从大肠杆菌 K12 的 RNA 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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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6 轮消减细胞指数富集的配基系统进化技术
(systematicevolution of ligands by exponential enrichment, SELEX), 找 到 一 种 科 特 异 性 结 合 大 肠 杆 菌

后食源性病原菌的快速检测新方法的研究, 基于生

O157:H7 但不能与大肠杆菌 K12 结合的 RNA 适配

快速便携、易操作。

体。Maeng 等[43]利用 SELEX 技术筛选出大肠杆菌
O157:H7 RNA 适配体, 并将该适配体固定在载玻片
上, 通过与目标致病菌结合达到检测目的。

物传感器的研究将是重点方向, 将多种方法相互融
合, 取长补短实现检测的最终目标: 高通量、高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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