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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羊多杀性巴氏杆菌病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时有发生。为了解呼伦贝尔市羊源多杀性巴氏
杆菌荚膜血清型流行状况，通过建立多杀性巴氏杆菌分子生物学诊断方法，以羊病变组织为研究对象，对呼伦
贝尔市羊源多杀性巴氏杆菌，进行荚膜血清群分子流行病学调查，同时应用 K-B 纸片琼脂扩散法，对分离菌株
进行药物敏感性试验，以找到针对本地区流行株的敏感药物。结果显示：从采集的 35 份病羊肺组织病料中，分
离出 12 株 B 群、9 株 D 群多杀性巴氏杆菌，未分离出其他血清群；分离菌株对青霉素、链霉素耐药率最高，
对氯霉素、四环素、诺氟沙星、环丙沙星敏感。结果表明，呼伦贝尔市流行的羊源多杀性巴氏杆菌以 B 群、D
群为主，且分离菌株对青霉素、链霉素产生了较高的耐药性，需指导和监管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本研究查清
了本地区流行的优势多杀性巴氏杆菌血清群，找到了针对性敏感药物，这为该市羊巴氏杆菌病防控提供了有效
的技术支撑，也对多杀性巴氏杆菌病流行病学监测和基因多样性研究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多杀性巴氏杆菌；羊；分子流行病学调查；血清群；药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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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sheep Pasteurella multocida has occasionally appeared in Hulunbuir of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In order to recognize the prevalence status of its capsular serotype，a molecular biology
diagnostic method for Pasteurella multocida was established，and taking pathological tissues from diseased sheep as
收稿日期 ：2019-05-31 修回日期 ：2019-06-21
基金项目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科技计划项目
通信作者 ：赵忠武

12

2019 年第 36 卷第 9 期

research object，an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was carried out. Meanwhile，the antibiotic susceptibility of isolated
strains were detected by K-B agar diffusion method to ﬁnd any sensitive drug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2 strains of
serogroup B and 9 of serogroup D were isolated from 35 pathological lung tissues，with no any other serogroup；
the isolated strains were with the highest antibiotic resistance to Penicillin and Streptomycin，but were sensitive to
Chloramphenicol，Tetracycline，Norﬂoxacin and Ciproﬂoxacin. As a conclusion，the sheep Pasteurella multocida that
was prevalent in Hulunbuir mainly included serogroups of B and D，and the isolated strains showed higher antibiotic
resistance to Penicillin and Streptomycin，hence the application of antibiotics should be guided and supervised. In
this paper，the mainly prevalent serogroup of Pasteurella multocida was identiﬁed，and the targeted sensitive drugs
were also conﬁrmed，which not only provided effective technical supports for control of the disease，but also laid a
foundation for epidemiological surveillance over the disease and relevant study on genetic diversity.
Key words：Pasteurella multocida；sheep；molecular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serogroup；antibiotic
susceptibility test

巴氏杆菌属（Pasteurellaceae）是发现较早的

[5]

就显得尤为重要 。

一类细菌，已报道有多种。根据《伯杰氏鉴定细

呼伦贝尔市近年来牛、羊多杀性巴氏杆菌病

菌手册》，本属细菌主要有多杀性巴氏杆菌、溶

时有发生。目前对牛使用的疫苗株为 B 型，而对

血性巴氏杆菌、侵肺巴氏杆菌、产气巴氏杆菌、

羊尚无疫苗可用，且全市羊源巴氏杆菌荚膜血清群

鸡巴氏杆菌等。它们在形态上颇为相似，但在致

的流行状况呈空白状态。本研究通过建立多杀性巴

病性、生化特性和抗原性上不尽相同。多杀性巴

氏杆菌分子生物学诊断方法，利用多重 PCR 技术，

氏杆菌（Pasteurella multocida）是本属中最重要

对呼伦贝尔市羊源多杀性巴氏杆菌进行检测，以掌

的致病菌，巴氏杆菌病主要由其引起。该菌具有

握该市羊源多杀性巴氏杆菌荚膜血清群流行情况，

异质性特征，可导致猪肺疫、禽霍乱以及牛、羊、

同时进行药物敏感性试验，找到针对本地区流行株

兔出血性败血症等危害严重的畜禽传染病。巴氏

的敏感药物，为多杀性巴氏杆菌病的流行病学监测、

杆菌病潜伏期短，传播速度快，死亡率高，可呈

防控和诊断治疗提供依据。

暴发性流行，常对养殖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属

1

我国规定的二类动物疫病

[1-2]

。

1.1

因多杀性巴氏杆菌的荚膜抗原具有不相同的
性质，按照 Carter 等

[3]

材料与方法

提出的血清学标准分型方

病料来源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0 月，本实验室共收

集呼伦贝尔市 35 份疑似巴氏杆菌感染病羊肺组织

法以及间接血凝试验数据，将其分为 A、B、D、E、

病料。大部分病羊主要表现为，体温升高、精神

F 5 个荚膜血清群，其中 A 群菌株的荚膜主要为透

沉郁、食欲废绝、咳嗽、腹泻、眼结膜潮红，有

[4]

明质酸，B 群和 E 群的是酸性多糖 。据报道，在

的颈部发生水肿，病程为 2~5 d；个别羊突然发病，

我国畜禽中流行的多杀性巴氏杆菌荚膜血清群主要

全身寒战、虚弱、呼吸困难并伴有抽搐等症状，

是 A、B、D 3 个群。荚膜血清群虽然决定了巴氏

数小时内死亡。大部分病死羊剖检可见，胸腔内

杆菌的免疫原性，但各血清群之间多数无交叉免疫

有黄色积液，肺淤血、充血、水肿，有小出血点

原性，比如免疫了 B 群多杀性巴氏杆菌，却无法

和肝变，脾脏肿大且边缘不齐，胃肠道有出血性

保护畜禽抵御 A 群的攻击，因此利用分子生物学

炎症，心脏苍白、质地柔软。少数病死羊组织器

手段鉴定多杀性巴氏杆菌以及对该菌进行荚膜分型

官病变不明显，仅肺部有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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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菌液 2 500 g 离心 10 min，弃上清；采用天根生化

试验材料
酵母提取粉、胰蛋白胨：均购自广东环凯微

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细菌 DNA 提取试剂盒进行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革兰氏染色液、瑞士染色液：

DNA 提取。

购 自 南 京 建 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DL 2 000 bp DNA

1.6

Marker、Hot Master Tag DNA Polymerase 聚合酶、

双重 PCR 鉴定
参考 Townsend 等

[6]

研究合成的多杀性巴氏

细菌基因组 DNA 提取试剂盒：均购自天根生化科

杆 菌 特 异 性 KMT1 基 因 引 物 以 及 A、B、D、E、

技（北京）有限公司；抗菌药敏纸片：购自杭州微

F 群的荚膜血清群特异性基因引物（表 1），引物

生物试剂有限公司。

由北京华大基因生物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合成。将

1.3

上述 1.5 步骤提取的基因组 DNA 作为 PCR 扩增模

实验室镜检
将 35 份肺组织取新鲜部位进行涂片、干燥、

板，先用鉴定巴氏杆菌 KMT1 基因的引物扩增待

固定，用革兰氏染色法和瑞士染色法染色镜检，观

检样品，然后利用鉴定荚膜血清群 capA、capB、

察形态特征。

capD、capE、capF 基 因 的 引 物 进 行 双 重 PCR 扩

1.4

增目标序列。两轮 PCR 反应体系及条件一样，采

细菌培养
将 35 份肺组织分别取新鲜部位划线接种于

用 50 μL 反应体系：上下游引物各 2 μL，10×PCR

LB 血琼脂平板固体培养基，37 ℃培养 24 h，观察

Buffer 5 μL，dNTP Mixture（2.5 mmol/L）4 μL，

菌落生长情况，并将疑似菌落进行染色镜检。同时

ddH2O 34.5 μL，Taq DNA Polymerase（5 U/μL，含

取新鲜无菌病料，划线接种于普通 LB 琼脂培养基

MgCl2）0.5 μL，DNA 模板 2 μL。反应条件：95 ℃

及麦康凯培养基。

5 min 预变性；94 ℃ 30 s 变性，55 ℃ 30 s 退火，

1.5

细菌 DNA 提取

72 ℃ 45 s 延伸，30 个循环；72 ℃ 5 min 后延伸。

挑取不同肺组织 LB 血琼脂平板上单个菌落，

1.7

序列测定和进化树分析

接种于含 5% 胎牛血清的 LB 液体培养基中，37 ℃

将扩增出的阳性样品送吉林库美生物技术有

200 r/min，震荡孵育 18~24 h；分别取 2 mL 培养

限公司测序鉴定，将结果与 Genbank 发表的多杀

表 1 多杀性巴氏杆菌特异引物序列
血清群

基因

ALL

KMT1

A

HyaD-hyaC

B

bcbD

D

dcbF

E

ecbJ

F

fcbD

14

序列名称

序列碱基（5'—3'）

KMT1T7

ATCCGCTATTTACCCAGTGG

KMT1SP6

GCTGTAAACGAACTCGCCAC

CAPA-FWD-A-F

TGCCAAAATCGCAGTCAG

CAPA-REV-A-R

TTGCCATCATTGTCAGTG

CAPB-FWD-B-F

CATTTATCCAAGCTCCACC

CAPB-REV-B-R

GCCCGAGAGTTTCAATCC

CAPD-FWD-D-F

TTACAAAAGAAAGACTAGGAGCCC

CAPD-REV-D-R

CATCTACCCACTCAACCATATCAG

CAPE-FWD-E-F

TCCGCAGAAAATTATTGACTC

CAPE-REV-E-R

GCTTGCTGCTTGATTTTGTC

CAPF-FWD-F-F

AATCGGAGAACGCAGAAATCAG

CAPF-REV-F-R

TTCCGCCGTCAATTACTCTG

序列长度 /bp
460

1 044

760

648

511

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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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巴氏杆菌序列进行比对分析。搜索 Genbank 中
已提交的多杀性巴氏杆菌序列，应用 BioEdit 软件，
与测序阳性样品进行序列比对，用 MEGA 7.0 软件，
绘制进化树进行同源性分析。
1.8

药敏试验
药敏试验参照国家检验操作规程，采用 K-B
[7]

纸片琼脂扩散法 ，对分离鉴定株进行 9 种抗菌
药的耐药性检测，包括青霉素、链霉素、克林霉
素、复方新诺明、诺氟沙星、环丙沙星、卡那霉素、
氯霉素、四环素。具体步骤：将待检菌落划线接
种至含 5% 胎牛血清的 LB 液体培养基中，37 ℃
200 r/min，震荡孵育 18~24 h；次日，用生理盐水
调 整 菌 液 浓 度 至 108 CFU/mL， 取 100 μL 菌 液 至
LB 鲜血固体琼脂平板上，并涂抹均匀。在保持纸
片间适当距离的基础上，用无菌镊子把各药敏片按
顺序平铺于培养基表面，室温放置吸收 5 min 后，
倒置于 37 ℃温箱内恒温培养 24 h。药物选择参照
呼伦贝尔市羊病常用药物及相关文献

[2，8-11]

，判定

方法参照杭州微生物试剂有限公司药敏纸片判断标
准，抑菌圈直径≥ 15 mm 判定为敏感，10~15 mm
判定为中度敏感（中介），＜ 10 mm 判定为耐药。
2
2.1

结果
菌株形态特征和生长特性
35 份病料中，经革兰氏染色镜检，有 21 份可

见两端钝圆、两极着色的阴性短杆菌；瑞士染色发
现无鞭毛及芽孢，荚膜显著。将 35 份病料接种于
LB 血琼脂固体培养基，发现上述 21 份镜检阳性病
料的分离菌株在血平板上生长良好，呈清亮、淡灰
白色露珠状，且湿润黏稠，菌落周围不溶血，而在
普通 LB 琼脂培养基上生长贫瘠，几乎不生长，在
麦康凯琼脂培养基上不生长。上述镜检阴性的 14
份病料在 3 种培养基上均无菌落生长（图 1）。
2.2

双重 PCR 鉴定

A. 血平板 ；B. 革兰氏染色（1 000×）；C. 瑞氏染色（1 000×）。

图1

分离菌株血平板培养生长情况及革兰氏、
瑞氏染色镜检结果

荚膜血清群特异性引物进行双重 PCR 扩增，发现
其中 12 份样品 KMT1 和 B 群引物扩增出近 460 bp

21 份培养的阳性菌株用多杀线巴氏杆菌特异

和 760 bp 两条特异性条带，9 份样品 KMT1 和 D

性 KMT1 基因引物均扩增出 460 bp 的片段，用特异

群引物扩增出近 460 bp 和 648 bp 两条特异性条带，

性 KMT1 基因引物，分别与 A、B、D、E、F 群的

21 份样品中 KMT1 和 A 群、KMT1 和 E 群、KMT1

15

和 F 群都只扩增出一条 460 bp 的特异性条带（图 2）。

一致（命名 HLBEB）；9 株 D 群多杀性巴氏杆菌，
序列一致（命名 HLBED）。应用生物软件 MEGA
7.0，对获得的 B 群、D 群巴氏杆菌进行序列分析，
绘制了遗传进化树（图 3）。将获得的两种荚膜血
清群基因序列与国内外已发表的参考菌株基因序
列进行同源性分析，结果发现 B 群与 CP023305 同
源 性 最 高，D 群 与 KY825087 同 源 性 最 高， 均 为
100%，二者与其他地区提交序列也有较高同源性，
在 97%~100% 之间。

图3

2.4

分离菌株 KMT1 基因遗传进化分析

各地区菌株分离鉴定
35 份病料采自呼伦贝尔市 5 个旗市区，共分

离出 21 株多杀性巴氏杆菌，包括 B 群 12 株、D
群 9 株。其中：鄂温克族自治旗采集 13 份病料，
鉴定出 8 份阳性，以 D 群为主；新巴尔虎左旗采
A. KMT1 引物鉴定 ；B. D 群荚膜血清群鉴定 ；
C. B 群荚膜血清群鉴定 ；M. DL 2 000 bp DNA Maker ；1~5. 样品。

图2

2.3

部分样品多杀性巴氏杆菌 PCR 以及
荚膜血清群鉴定结果

测序结果比对和遗传进化分析
试验分离到 12 株 B 群多杀性巴氏杆菌，序列

16

集 7 份病料，鉴定出 4 份阳性，以 B 群为主；新
巴尔虎右旗采集 6 份病料，鉴定出 5 份阳性，以 B
群为主；海拉尔区采集 4 份病料，鉴定出 4 份阳性，
B 群、D 群均存在；阿荣旗采集 5 份病料，未分离
出多杀性巴氏杆菌（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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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地区羊源多杀性巴氏杆菌分离与鉴定结果
单位：份
病料 阳性
数量 数量

地区

荚膜血清型及数量

鄂温克族自治旗（牧区）

13

8

B（2）、D（6）

新巴尔虎左旗（牧区）

7

4

B（4）

新巴尔虎右旗（牧区）

6

5

B（4）、D（1）

海拉尔区（农区）

4

4

B（2）、D（2）

阿荣旗（农区）

5

0

合计

35

21

高，分别为 66.7%、66.7%、50.0%，对克林霉素、
复方新诺明趋于耐药（均为 16.7%）；D 群多杀性
巴氏杆菌，对青霉素、链霉素、克林霉素、复方新
诺明耐药率较高，分别为 100%、100%、66.7%、
66.7%，对卡那霉素趋于耐药（22.2%）；二者对
氯霉素、四环素、诺氟沙星、环丙沙星均敏感，未
产生耐药性（表 4）。
表 4 21 株多杀性巴氏杆菌分离株耐药统计结果

B（12）、D（9）
药物名称

B群

D群

耐药数 / 株 耐药率 /% 耐药数 / 株 耐药率 /%

注：牧区以牛、羊养殖为主，猪、禽类极少；农区牛、羊、猪、
禽类均有养殖，占比均衡。

青霉素

8

66.7

9

100

2.5

链霉素

8

66.7

9

100

克林霉素

2

16.7

6

66.7

复方新诺明

2

16.7

6

66.7

卡那霉素

6

50.0

2

22.2

氯霉素

0

0

0

0

药敏试验
不同地区分离出的菌株对 9 种抗生素的耐药

结果略有差异：鄂温克族自治旗、新巴尔虎右旗、
海拉尔区分离菌株，均对青霉素、链霉素产生了耐
药性，而新巴尔虎左旗的分离菌株这两种药中度敏

四环素

0

0

0

0

感；新巴尔虎左旗、海拉尔区分离菌株都对卡那霉

诺氟沙星

0

0

0

0

素产生了耐药，而鄂温克族自治旗、新巴尔虎右旗

环丙沙星

0

0

0

0

分离菌株对其中度敏感。不同地区分离菌株对 9 种
3

抗菌药的耐药情况见表 3。
表 3 不同地区分离菌株 B 群、D 群的药敏试验结果
地区
鄂温克族
自治旗

新巴尔虎
左旗

新巴尔虎
右旗

海拉尔区

血清型
B、D

耐药

青霉素、
诺氟沙星、
链霉素、
环丙沙星、
克林霉素、
卡那霉素
复方新诺明

B

卡那霉素

B、D

青霉素、
链霉素

B、D

中度敏感

青霉素、
链霉素、
卡那霉素

青霉素、
链霉素、
四环素、
克林霉素

敏感
氯霉素、
四环素

讨论
多杀性巴氏杆菌是引起绵羊及山羊呼吸道疾

病的常见病原，绵羊比山羊、幼龄羊比成年对其更
易感

[11]

。据不完全统计，近 3 年呼伦贝尔市羊巴

氏杆菌病累计发生 70 余起，给养殖业造成很大经
济损失，因此定期进行预防接种，增强机体对该病

氯霉素、
诺氟沙星、
环丙沙星、
复方新诺明

氯霉素、
克林霉素、
四环素、
复方新诺明、
诺氟沙星、
卡那霉素
环丙沙星
克林霉素、
复方新诺明、
氯霉素、
四环素、
诺氟沙星、
环丙沙星

的特异性免疫力，是防控巴氏杆菌病最有效、最直
接的方法。由于多杀性巴氏杆菌存在多种血清群，
且各血清群之间大多无交叉免疫原性，因此建立分
子生物学诊断方法，对于调查确定本地区流行的荚
膜血清群、研制针对性血清群疫苗、减少经济损失
十分必要。本研究建立了分子生物学诊断方法，利
用双重 PCR，对呼伦贝尔市羊源多杀性沙门氏杆
菌进行荚膜血清群分子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从 35
份疑似病料中分离出 21 株 B 群、D 群多杀性巴氏

总体来看，呼伦贝尔市流行的 B 群多杀性巴

杆菌，未分离出其他血清群，说明该市流行的羊

氏杆菌，对青霉素、链霉素、卡那霉素耐药率较

源多杀性巴氏杆菌以 B 群、D 群为主。经序列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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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及遗传进化分析发现，B 群、D 群菌株分别与

Current topics in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2012，

CP023305、KY825087 同源性最高，达到 100%，

361：1-22.

与其他地区提交序列同源性也较高，在 97%~100%
之间，说明不同地区间的菌株基因变异并不明显。

[2]

版社，2011：127-135.
[3]

对 21 株分离菌株进行药物敏感性分析，发现
分离菌株对青霉素、链霉素、克林霉素、复方新

D 群分别达到 66.7%、100%。抗菌药耐药性的产

[4]

2010，37（3）：186-189.
[5]

医学报，2016，38（2）：116-119.
[6]

identiﬁcation of Pasteurella multocida isolates[J]. Journal
of clinical microbiology，1998，36（4）：1096-1100.
[7]

链霉素；驻场兽医及乡村兽医在疾病治疗时，应因
反复使用同种药物，防止耐药菌株的产生与增加。
本研究不仅为研制相应的疫苗及科学防治巴

TOWNSEND K M，FROST A J，LEE C W，et al.
Development of PCR assays for species-and type-speciﬁc

理力度，同时呼吁养殖场（户）在日常饲养管理用

地制宜，优化用药方案，科学选择抗菌药物，避免

王林柏，孙久鹤，郭东春，等 . 国内部分地区多杀性
巴氏杆菌荚膜血清型和基因型的研究 [J]. 中国预防兽

因此，建议相关部门加大抗菌药物的生产和使用管
药时，减少对抗菌药物的滥用和依赖，尤其是青、

王帅涛，宫强，秦翠丽 . 多杀性巴氏杆菌毒力因子、
免 疫 原 及 重 要 基 因 研 究 进 展 [J]. 中 国 畜 牧 兽 医，

生与农牧民长期滥用抗菌药物、饲料中任意添加抗
菌药物、出现疫病随意加大药物剂量等不无关系。

CARTER G R. Serological classification of Pasteurella
multocida[J]. Veterinary record，1987，121：382-383.

诺明及卡那霉素等常见抗菌药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耐
药，其中对青霉素、链霉素耐药水平最高，B 群、

陈溥言 . 兽医传染病学 [M]. 5 版 . 北京：中国农业出

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 . 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M]. 3 版 .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890-923.

[8]

余小利，苏丹萍，麦颖森，等 . 东山羊巴氏杆菌病的
诊治 [J]. 中国动物检疫，2009，26（3）：58-59.

[9]

褚荣鹏 . 猪多杀性巴氏杆菌病病原的分离与鉴定 [J].
中国动物检疫，2009，26（9）：62-63.

氏杆菌病提供了依据，也对多杀性巴氏杆菌病流行

[10] 刘顺磊，何延华，王熙楚，等 . 新疆石河子规模化牛

病学监测和基因多样性研究奠定了基础，并且找到

场多杀性巴氏杆菌的分离鉴定及药敏试验 [J]. 动物医

了针对呼伦贝尔市流行的荚膜血清群敏感药物，为

学进展，2016，37（6）：40-44.

该市羊巴氏杆菌病防控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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