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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口黑鲈（Largemouth bass，Micropterus salmoides）是我国主要的水产养殖品种，近年来病害多发，导
致养殖业损失严重。本文从细菌性疾病、病毒性疾病和寄生虫病三方面，概述了近年来大口黑鲈总体病害情况，
描述了疫病的病原特征、发病时间和主要症状，并从机体分子机制、疫苗研究、防控方法等方面，总结了国内
外的最新研究进展，指出未来的病害防控方向可从疫苗和中草药制剂等方面着手，研发新型、高效、安全的绿
色渔药或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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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Main Diseases of Largemouth Bass（Micropterus salmo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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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rgemouth bass（Mropicterus salmoides）is an important aquaculture species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many diseases have occurred in largemouth bass，often resulting in serious losses of aquaculture industry. In this
article，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disease outbreak in largemouth bass was summarized from aspects of bacterial，viral
and parasitic diseases. The pathogenic characteristics，attack time and main symptoms were specifically described.
In addition，the latest research progress in and outside China was introduced from aspects of molecular mechanism，
vaccine research an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thod，and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the
future could start with vaccines and Chinese herbal preparations，so as to develop the new，efﬁcient and safe ﬁshery
medicines and vacc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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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口 黑 鲈（Largemouth bass，Micropterus

的病害情况日趋严重，给养殖户带来重大经济损失。

salmoides），俗称加州鲈，属广温性鱼类，原产北

因病害频发，药物滥用现象越来越普遍，导致大口

美洲密西西比河流域。1983 年引入广东省，现主

黑鲈的质量安全得不到保障，严重影响其养殖业的

要分布在广东、江苏、浙江、江西、四川和福建等

可持续发展。本文将大口黑鲈的病害总体分为细菌

省份。因其生长快、病害少、耐低温、肉质鲜美且

性疾病、病毒性疾病和寄生虫病，描述了疫病的病

易捕捞，大口黑鲈已成为我国重要的淡水养殖品种，

原特征、发病时间和主要症状，并总结归纳了国内

近年来产量逐年上升，2016 年产量达 37.4 万吨，

外大口黑鲈免疫相关因子、疫苗研究和防控方法研

[1-2]

同比增长 5.94%

。近年来，由于养殖规模不断扩

究的最新进展。

大，养殖密度大幅提升，大口黑鲈生长过程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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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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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性疾病
柱状黄杆菌
柱 状 黄 杆 菌（Flavobacterium column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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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于 嗜 纤 维 菌 属、 黄 杆 菌 属、 拟 杆 菌 属 类 群

成功克隆了大口黑鲈白介素 1β（IL-1β），并在感

（Cytophaga flavobacterium bacteroides，CFB）。

染诺卡氏菌后进行了表达量测定，发现 8 h 后，头

菌体形态大多呈直杆状，直径 0.5 μm，体长 6~12

肾的 IL-1β 表达量增加，在第三天达到高峰，而脾

μm，革兰氏阴性，无鞭毛；25 ℃培养 1 d，菌落

脏的表达量在 5 h 后就显著提高，且持续 3 d。这

边缘不整齐，呈淡黄色。柱状黄杆菌主要危害鱼

有利于解释细菌感染大口黑鲈后各个基因在免疫应

[3]

种和成鱼，导致烂鳃病 。烂鳃病发病期为 4—6

答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从而为未来研发诺卡氏菌病

月份和 9—10 月份，死亡率较高。该病主要症状为

疫苗提供理论基础。

病鱼体色黑暗，离群，反应迟缓，鳃瓣通常有腐

2

烂，鳃小片坏死，病鱼口腔表皮发炎充血，严重

2.1

病毒性疾病
虹彩病毒

的会有糜烂 ；主要防治方法为全池消毒和内服抗

虹 彩 病 毒 科（Iridoviridae） 病 毒 都 是 正

菌药物，此外还要保持水质清洁，小心操作避免

二 十 面 体 病 毒， 直 径 120~300 nm， 包 括 5 个

[2]

鱼体受伤等 。目前，已经成功建立了柱状黄杆

属， 其 中 蛙 病 毒 属（Ranavirus）、 细 胞 肿 大

菌的常规 PCR 检测方法、间接 ELISA 快速检验方

病 毒 属（Megalocytivirus）、 淋 巴 囊 肿 病 毒 属

[4]

法、双抗体夹心 ELISA 检测方法等 。据 Bebak

[5]

（Lymphocystivirus）可以感染脊椎动物，而虹彩病

研究，美国已经研制出柱状黄杆菌疫苗，并且给

毒属（Iridovirus）、绿虹彩病毒属（Chloriridovirus）

自然条件下饲料喂养的大口黑鲈鱼苗接种后发现，

感染无脊椎动物。虹彩病毒科病毒多是单分子线

能显著降低其感染后的死亡风险。之后 Shoemaker

性双链 DNA 病毒，基因组大小为 l70~200 kb，其

等

[6]

又利用利福平削弱柱状黄杆菌毒力，将改良

中主要感染大口黑鲈的为蛙病毒属和细胞肿大病

的柱状黄杆菌活疫苗接种大口黑鲈鱼苗，发现能

毒属。

达到很好的保护效果。

2.1.1

1.2 诺卡氏菌

鲈蛙病毒（Largemouth bass ranavirus，LMBV），

蛙病毒

目前研究较多的蛙病毒为大口黑

诺卡氏菌（Nocardia）是鱼类诺卡氏菌病的致

最早于 1991 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被发现，1996 年

病菌，其中鰤鱼诺卡氏菌主要感染大口黑鲈。该菌

先被归类到虹彩病毒科，后又被归类到蛙病毒属。

体呈短杆状，有细长分支，一般直径为 0.2~1.0 μm，

大口黑鲈感染该病毒后，通常不表现任何症状，

长 2~5 μm，革兰氏阳性，适宜生长温度为 25~28 ℃。

呈隐性带毒。但 Deng 等 2008 年从广东省佛山地

大口黑鲈诺卡氏菌病发病期主要集中在 6—9 月份。

区分得一株与 LMBV 同源性较高的病毒，肌肉注

由于诺卡氏菌病为慢性疾病，潜伏期长，因此不易

射后导致大口黑鲈 100% 死亡

被发现。病鱼一般表现不吃食，在环境变化后，如

高发，发病时水温为 25~30 ℃，危害成鱼，致死

雨后会出现大量死亡。该病主要防治方法为及时有

率高。LMBV 在两栖类、禽类等天然宿主体内，

。蛙病毒病夏季

[9]

甚至鱼饵中均可以存活，存在多种传播途径，目

分离到一株鰤鱼诺卡氏菌，认为它是导致大口黑鲈

前没有有效的治疗药物，只能靠科学饲养和及时

结节病的病原菌，对其进行药敏试验发现，该菌株

消毒来预防

对氯霉素、链霉素、卡那霉素、四环素等抗菌药物

射和浸泡都可以使大口黑鲈患病，且鳔、鳃和后

敏感，但对磺胺类和氨苄青霉素有耐药性。目前，

肾 是 最 容 易 受 LMBV 侵 袭 的 器 官。 而 自 然 环 境

大口黑鲈的诺卡氏菌免疫相关因子研究取得了一定

下，大口黑鲈普遍呈隐性带毒。Inendino 等

效消毒、科学投喂和内服抗生素

[10]

[7-8]

[12]

。蒋依依等

[13]

。实验室人工感染条件下，腹腔注

[14]

研

通过超高通量测序平台，发现

究表明，环境对 LMBV 感染存在影响，水体环境

了大口黑鲈感染诺卡氏菌后，Toll 样受体、趋化因

的剧烈变化、饲养密度过大等因素都会导致感染

[11]

LMBV 的大口黑鲈病死率上升。这就要求科学控

进展：Omkar 等

子等各个免疫相关基因的上调表达模式。Ho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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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大口黑鲈养殖环境，防止出现大规模的 LMBV
感染。根据 Huang 等

[15]

致肝、脾、肾肿大或充血，体色发黑，使病鱼表现

研究，LMBV 感染鲤鱼上

弯曲身体，螺旋状不规则游动。弹状病毒主要危害

皮瘤细胞（EPC）后，可以诱导典型的细胞凋亡；

鱼苗，发病时间通常为 3—4 月份。该病在水温突

凋亡启动因子和终止因子的激活与感染时间显著相

然升高或降低时易发，而且传播快、致死率高。

关，PI3K 抑制剂可增强 LMBV 感染诱导的细胞凋

本研究小组曾对浙江省主要养殖地区大口黑鲈苗

亡，而 ERK 抑制剂可降低 LMBV 的感染。这为研

的发病情况进行过调查，发现每年死亡率平均在

究 LMBV 感染的分子机制提供了新思路，为研制

40%~50% 之间。针对该病毒引发的疾病，目前还

LMBV 疫苗提供了依据。

没有有效的治疗药物。但 Chen 等

2.1.2

细胞肿大病毒会导致大口

状病毒的 G 蛋白质粒，免疫鱼体后，发现 I 型 IFN

黑鲈的脾、肾等病毒靶器官内出现大量细胞质匀

抗病毒免疫应答被迅速触发，并且可降低组织器官

质化且嗜碱性的肿大细胞，从而导致肝脏、脾脏、

损害程度并抑制病毒复制。这为开发弹状病毒疫苗

肾脏肿大，体色变黑。部分严重的病鱼还会出现

提供了新思路。

细胞肿大病毒

[18]

构建了抗弹

眼睛突出，肾脏失血而呈灰白色。该病主要危害

Gao 等 [19] 将大口黑鲈弹状病毒（MSRV）感

成鱼，导致其脾肾坏死，一旦暴发，死亡率高达

染大口黑鲈皮肤细胞，利用深度 RNA 测序技术，

80%。目前对于该病，尚无有效的治疗手段，只

揭示 MSRV 感染过程中的转录谱，并用定量 PCR

能依靠科学消毒来进行防治。根据 Zhang 等

[17]

研

验证几种差异表达基因，发现其可诱导细胞凋亡，

究，将细胞肿大病毒的 ORF75 基因制成 DNA 疫苗，

激活干扰素信号通路。这为病毒感染其他免疫相关

免疫细胞后会导致多种免疫基因的上调表达，且

基因的后续研究提供了有用资源。

经病毒全基因组转录分析，发现敲除 ORF75 后可

3

导致病毒 43 种基因的转录改变，证明 ORF75 编

3.1

寄生虫病

码高度保护性免疫原。这为研发细胞肿大病毒疫

车轮虫
车轮虫（Trichodina）是车轮虫科（Trichodinidae

claus）寄生性纤毛虫原生动物的统称。车轮虫科

苗提供了新思路。
研究人员还以鱼类虹彩病毒主

隶属寡膜纲（Oligohymenophora de puytorac）。在

要 衣 壳 蛋 白（Majorcapsid protein，MCP） 作 为 保

我国已见报道的车轮虫有 5 个属近 80 种，其中直

护性抗原，研制基因工程疫苗，来解决虹彩病毒病

钩车轮虫主要感染大口黑鲈而导致大口黑鲈车轮

问题。MCP 蛋白分子量约为 50 kD，占病毒总蛋白

虫病。病鱼体色黑暗且消瘦，体表有较多粘液，

的 40%~45%，具有一定免疫原性，可以保护病毒

鳃丝发白腐烂，群游于池边。此病于培苗期间流行，

2.1.3

其他研究

[16]

通常为 3—5 月份，对鱼苗、鱼种危害较大，致死

构建重组表达 MCP 蛋白的工程菌，制备基因工程

率较高，且易发生继发感染。主要防治方法为全

疫苗，发现该疫苗对 LMBV 感染后 20 d 的大口黑

池消毒。Meira-ﬁlho 等

鲈保护率最高达 67.7%。

的冰醋酸浸泡鱼体 1 h 可以有效防治车轮虫。李鸶

2.2

鸶等

核酸并介导病毒与宿主细胞的结合。马冬梅等

弹状病毒

[21]

[20]

发现，直接用 476 mg/L

认为，目前标准用药效果欠佳，导致一些

大口黑鲈感染的弹状病毒（Rhabdovirus）属

限制或禁止使用药物被滥用。为达到安全防治的目

于 水 泡 性 病 毒 属（Vesiculovirus）， 为 线 性 负 链

的，可着力研发药效好、低残留、无抗药性、污染

单链 RNA 病毒，病毒粒子大小约为 53 nm×140

小的中草药。Yao 等

nm，形态呈子弹状，具有 5 种主要结构蛋白（RNA

红碱浸泡可以 100% 去除车轮虫（浓度为 0.8 mg/L）。

依赖性 RNA 聚合酶蛋白 L、糖蛋白 G、核衣壳蛋

这都为开发新的抗车轮虫药提供了依据。

白 N、磷蛋白 P、基质蛋白 M）。弹状病毒主要导

3.2

74

杯体虫

[22]

发现利用白屈菜中的白屈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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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 杯 体 虫（Apiosoma piscicola blanchard） 属

显。有学者提出开发抗小瓜虫疫苗来防治小瓜虫，

于杯体虫属（Apiosoma blanchard），是一种附着

但目前还在研究中

于多种水生生物体表及鳃部的缘毛类纤毛虫。该虫

4

[25]

。

讨论
大口黑鲈从上世纪引进我国，经过近 30 年的

体口围唇具有极强的伸缩性，可将口围纤毛完全缩
进体内，身后端有一条吸盘状茸毛器，可借此粘附

发展，其养殖已形成产业规模，产业分工划分明确，

鱼体。大口黑鲈感染杯体虫后，主要症状为病鱼群

养殖技术方面也已达到较高水准。白俊杰等

游于池边或水面，体表、鳍条有类似水霉的灰白絮

道，大口黑鲈本身有较强的抗病力，在全国大多数

状物。该病在 3—5 月份的培苗期流行，主要危害

省份养殖，年总产量在 16 万 ~20 万吨之间。该鱼

鱼苗，且容易产生继发感染。防治方法与车轮虫病

的养殖产业一直稳步发展，已成为我国池塘养殖的

相似，主要做好水体消毒
3.3

[23]

。

[26]

报

重要优质鱼类。但是养殖者为了追求产量和效益，

斜管虫

不断提高养殖密度，加上种质、饲料、水质和环境

斜管虫（Chilodonella）属斜管科、管口目，

等因素影响，致使其病害频发，从而带来了重大经

主要寄生在淡水鱼的鳃和体表，少量寄生时对鱼体

济损失。为保障大口黑鲈养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危害不大。大口黑鲈感染斜管虫的主要症状为体色

政府需加大对大口黑鲈病害研究相关项目的扶持力

发黑，体表和鳃有较多粘液，消瘦，侧卧池边或漂

度，如：建立有效的病害快速检测技术，加快研发

于水面。该病流行于培苗期，主要危害鱼苗。预防

病毒性疾病疫苗；加大宣传力度，鼓励养殖农户合

措施主要是用硫酸铜 - 硫酸亚铁合剂（5：2）全池

理规划养殖密度；多使用生态防治技术，减少化学

泼洒消毒或用高锰酸钾消毒鱼苗。顾中华等

[24]

研

药物使用；科学投喂配合饲料，减少冰鲜鱼的使用。

究认为，可以用硫酸铜制剂、高锰酸钾等多种药物

疫苗免疫、使用中草药是预防和控制传染性

进行治疗，但治疗过程中一定要注意配合使用抗菌

疫病的重要措施，也是解决目前大口黑鲈养殖中存

药物，以预防其他细菌病发生。

在的抗菌药物过度使用、药物残留超标、耐药性增

3.4

加等食品安全以及环境污染系列问题的关键手段，

小瓜虫
多子小瓜虫（Ichthyophthirius multifiliis）属小瓜

这符合国家对水产药物研发的发展方向。农业部在

虫属（Ichthyophthirius）、凹口科（Ophryoglenidae）、 《“十三五”农业科技发展规划》（农科教发〔2017〕
膜口目（Hymenostomatida）。成虫一般呈卵圆形或

4 号）文件中，将加强水产养殖用疫苗、禁用药物

球形，乳白色，是目前鱼体上发现的最大寄生原虫。

替代品研发及标准化应用列为重点研究内容之一。

研究表明，小瓜虫成长过程分为幼虫、成虫和滋养

但目前水产疫苗仍存在规模化群体免疫实施困难、

体 3 个时期，最终成虫发育成的滋养体会脱离鱼体，

有效无抗性抗原提呈系统不完善、免疫效果差、免

在水中固着。大口黑鲈感染小瓜虫的主要症状为

疫机理研究不透彻等难点亟待解决，而且目前中草

病鱼反应迟缓，消瘦，浮于水面或集群绕池，肉

药的开发和应用也不够深入，缺乏药理和药效方面

眼可见病鱼体表和鳃上布满白色点状胞囊。感染

的研究。未来可以结合现代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医学

严重的病鱼病灶组织增生，分泌大量粘液，会在

知识，创制绿色、安全、廉价、高效、操作简单的

体表形成一层白色薄膜。该病主要发生在 3—5 月

新型渔药，为实现渔业绿色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份，发病水温 20~25 ℃，直接危害种苗。成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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