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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PCR在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中致泻大肠埃希氏菌毒力基因的检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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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μL，使其均匀、充分混合后再行沸水

附表 80株大肠埃希氏菌的毒力基因与血清型检测结果
ETEC
EHEC
EIEC
EAEC
EPEC 不明分型
（n=7） （n=0） （n=1） （n=20） （n=21） （n=31）
086K61
1
9
0157+:H70
3
1
044K74
2
1
025K11
3
026K60
1
0114+:K1
1
0128K67
1
078K80
1
1
02+
8
0126K71
1
1
1
018acK77
1
028K73
1
1
5
其他
1
16
4
14
血清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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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086K61、0157+:H7-、044K74、
026K60、0128K67、0126K71、028K73。
根据结果分析大肠埃希氏菌的血清型与毒
力基因存在一定程度差异，进而单纯依赖
血清检验对食品污染缺乏准确性，也表现
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中大肠埃希氏菌具有
一定特异性，在常规血清检验基础上开展
毒力基因检测更有利于细菌致病型的辨
附图 80株大肠埃希氏菌的致病型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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