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一起牛曼氏杆菌病疫情的暴发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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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5 年 11 月 14 日至 12 月 14 日，黑龙江省某县多个村从外县购入的牛发生不明原因的急性死亡。发

病牛主要表现呼吸道症状，从发病到死亡的时间为几小时到数天不等，病死牛剖检可见严重肺炎病变。为揭示
疫病暴发的主要病因，提供防控建议，结合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室诊断，对该次疫情开展了调查。调查结
果显示 ：此次疫情波及 6 个村，发病牛多为 1 岁左右 ；时值气候寒冷 ；疫情发生前 1 周左右，有牛调运史。实
验室诊断结果显示，采集的样本中均含有未分类的曼氏杆菌，其对氨苄西林和环丙沙星耐药，而对头孢曲松敏感。
最终确认本次疫情是由牛群调运、寒冷气候和年龄等风险因素相互作用，诱发曼氏杆菌的内源性感染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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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ring November 14th to December 14th，2015，an acute death of unknown origin occurred in cattle
purchased from another county in several villages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These diseased cattle mainly showed
respiratory symptoms and the time periods of morbidity to death were various（ranging from several hours to a couple
of days）. By autopsy diagnosis，severe pneumonia was found. In order to ﬁnd out the cause and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its prevention and control，an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by ﬁeld epidemiological survey in combination with
laboratory diagnosis. Investigation results showed this outbreak covered 6 villages，most diseased cattle were around
the age of 1. In addition，the weather was cold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 And about a week before outbreak，the
cattle had been allocated and transported.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laboratory diagnosis，it was found that unclassiﬁed
Mannkimia existed in all the collected samples，these strains were resistant to both Ampicillin and Ciproﬂoxacin，but
sensitive to Ceftriaxone. Eventually，the cause of death was conﬁrmed as endogenous infection of Mannkimia，which
was induced by interaction of major risk factors，including allo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of the cattle，their ages and
the cold weather，etc.
Key words：cattle；Mannkimia；epidemiology；outbreak investigation；drug resistance

2015 年 11—12 月，黑龙江省某县多个村发生

措施，12 月 19 日，在当地乡镇兽医的陪同下，对

1 岁左右牛病死事件。病牛主要表现呼吸道症状，

此次疫情开展了回顾性调查，以期为养殖场户预防

从发病到死亡时间为几小时到数天不等，病死牛剖

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提供借鉴。

检可见严重肺炎病变。为查明发病原因，提出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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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材料与方法
伦理审查
本次调查研究经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

究所实验动物伦理审查委员会许可，并征得养殖场
1

户的同意。

育 肥 至 下 年 的 9 月 份 全 部 出 栏。 养 殖 场 户 A 从

1.2

2004 年开始从事育肥牛养殖，养殖品种主要为西

病例定义
2015 年 11 月 14 日至 12 月 14 日期间，在黑龙江

门塔尔牛，少数为夏洛莱牛。养殖场占地面积约

省某县下辖村养殖的育肥牛出现咳嗽、流涕、呼吸困

300 m2，养殖数量为 41 头，1 岁左右。养殖场内

难和死亡等症状之一的，即判定为疑似病例。PCR 检

有家犬、老鼠和麻雀出入，偶尔有外来人员来访，

测和基因分析结果阳性的，即确诊为阳性病例。

畜主基本不到其他养殖场户走动。所用的饲料均

1.3

为正规饲料公司生产，早晚各饲喂一次。饮用水

调查方法
2015 年 12 月 19 日，在当地兽医陪同下，到

为自家井水，未经消毒处理，直接饮用。未聘用

疫情所在地某个村（以下简称 A 村）与最先发病

饲养员，畜主自己饲养。周边没有大型活牛交易

并且疫情最为严重的养殖场户（以下简称养殖场户

市场，仅在 5 km 外有一小型私人屠宰场。之前，

A）进行现场访谈，了解当地的养殖基本情况和疫

该村每年偶尔会出现两三头表现严重呼吸道症状

病发生的具体经过等信息，并进行现场流行病学调

并死亡的牛。牛舍内外没有生物安全防护设施，

查和实验室检测。

粪便每天清理，堆放在门前道路两边。没有养殖

1.4

档案，也没有无害化处理设施。

样本采集
从 2 个养殖场户的发病牛中各采集 2 份鼻腔拭

2.1.2

疫 情 描 述。2015 年 11 月 5 日 至 9 日，A

子。其中，一部分置于 30% 甘油中，4 ℃保存，待

村养殖场户 A 从 60 km 外的 B 县不同养殖场户分

做细菌和支原体鉴定；另一部分置于 50% 甘油中，

3 批购入 41 头 1 岁左右的牛，直接混群饲养。最

-20 ℃保存，待做牛呼吸道疾病相关病毒的鉴定。

后一批牛引进后第 3 天进行了口蹄疫疫苗免疫，除

1.5

此之外，未进行其他疫苗的免疫接种。牛引进后数

实验室诊断
将采集的 4 份病牛鼻腔拭子液，接种于血液琼

日开始表现呼吸道症状，初期呈现急性死亡，随后

脂平板上进行细菌学培养鉴定；将纯培养的细菌，

病期延长。牛发病后，养殖场户自行采取抗生素治

用梅里埃 VITEK 2 Compact 全自动细菌鉴定及药

疗，但效果不佳，发病后第 5 天，畜主寻求当地兽

敏分析系统进行生化和药敏分析。提取纯培养细

医诊治，效果亦不理想。随后，自行用多种抗病毒

菌的 DNA，用细菌 16S rRNA 通用引物 Bac16sF：

和抗细菌药物治疗。死亡或濒死的牛只，由私人屠

5'-AGAGTTTGATCATGGCTCAG-3' 和 Bac16sR：

宰场上门拉走，无任何消毒防范措施。12 月 14 日

5'-GTGTGACGGGCGGTGTGTAC-3' 进 行 PCR 鉴

之后，未再出现牛死亡情况。此次疫情中，该养殖

定；用牛支原体和牛呼吸道疾病相关病原（包括牛

场户共有 23 头牛发病，其中 10 头死亡，袭击率为

副流感病毒 3 型、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病毒、牛病毒

56.1%，病死率为 43.5%。

性腹泻病毒和牛呼吸道合胞体病毒）的特异性检测

2.1.3

引物进行 PCR 检测。

首个病例，第 2 天死亡；至第 5 天，发病数量增加

2

到 4 头；随后每天发病数在 0~3 头之间。11 月 29

结果

2.1

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结果

2.1.1

养 殖 管 理 概 况。A 村 地 理 位 置 处 于 东 经

时间分布。2015 年 11 月 14 日牛群中出现

日牛群停止发病。12 月 14 日，无新死亡病例。流
行曲线见图 1。

126° 03'，北纬 46° 75'，距离主干公路 202 国道

2.1.4

3 km。A 村共有 30 户人家，其中有 11 户饲养育

此次疫情共波及 6 个村（分别为 A、B、C、D、E、

肥牛，每户养殖数量从十几头到四十几头不等，

F 村）。其中 A 村最先发病，并且疫情最为严重。

共计饲养 300 余头。每户的饲养模式基本相同，

A 村的 11 个养殖场户均发生疫情，共死亡 40 余

即每年 10 月至 11 月份从外县购入 1 岁左右的牛，

头牛。其他 5 个村疫情情况为：B 村有 5 个养殖场

2

空间分布。根据养殖场户和乡镇兽医描述，

户的小牛发病；C 村 3 头小牛发病死亡；D 村有 2

液接种于血液琼脂平板，37 ℃培养 24 小时后，可

个养殖场户的成年牛和小牛发病，其中死亡小牛 3

见有灰白色、圆形、光滑、湿润的，具有溶血特征

头 ；E 村和 F 村各有 1 个养殖场户的小牛发病。发

的露珠样菌落呈优势生长。革兰氏染色镜检，可见

病牛均具有相似的临床症状。这些养殖场户近期均

革兰氏阴性两端钝圆短小杆菌。用梅里埃 VITEK 2

有从外地引进牛的经历。养殖场户 A 的牛饲养于 2

Compact 全自动细菌鉴定及药敏分析系进行生化和

个牛棚中（图 2）。A 棚舍中的 1 头牛首先发病，

药敏鉴定，结果显示该菌属于曼氏杆菌属；该菌对

随后发病的牛在棚舍内随机分布。

氨苄西林和环丙沙星耐药，而对头孢曲松敏感。
2.2.2

鉴别诊断。采用支原体以及牛呼吸道相关

病毒性疾病的病原特异性引物进行 PCR 检测，结
果均为阴性。
2.2.3

分 子 鉴 定。 提 取 纯 培 养 细 菌 的 DNA，

用 16S rRNA 引 物 进 行 PCR 鉴 定。 测 序 结 果 用
Lasergene7.0 中的 Seqman 拼接后，用 Mega5 软件进
行遗传发育树构建，结果发现 4 个分离菌株（QG1-4）
图1

养殖场户 A 的病例时间分布

与未分类的曼氏杆菌处于同一进化分支（图 3）。

蓝色虚线框中为发病牛，红色框中为第 1 头发病牛，
头朝下的为病死牛

图2

2.1.5

养殖场户 A 的病例空间分布
图3

群间分布。此次疫情中，发病死亡的牛大

多为 1 岁左右，成年牛较少，未见死亡。
2.1.6 临床及剖检变化。
病牛主要表现为高热、
咳嗽、

3

基于 16S rRNA 部分序列的进化树

讨论
曼氏杆菌属包括溶血性曼氏杆菌（Mannkimia

喷嚏、流黏脓性鼻涕。根据养殖场户和乡镇兽医描

haemolytic）[1-2]、 肉 芽 肿 曼 氏 杆 菌（Mannkimia

述，病牛主要表现为严重肺炎病变，呈现纤维素性

granulomatis）[3-4]、 反 刍 兽 曼 氏 杆 菌（Mannkimia

肺炎和浆液纤维素性胸膜炎。肺组织肉样变，切面

ruminalis）、多源曼氏杆菌（Mannkimia varigena）[5]

呈大理石样，表现严重的肺充血、出血、肿胀、坏死、

和葡萄糖苷曼氏杆菌（Mannkimia glucosida）[6]，

萎缩，颜色呈暗红或黑红色；淋巴结肿大，呈紫色。

以及一部分未分类的曼氏杆菌

2.2

曼氏杆菌病主要病原是溶血性曼氏杆菌，但肉芽肿

2.2.1

实验室诊断结果
细菌分离培养及生化鉴定。将采集的拭子

[7-8]

。研究表明，牛

曼氏杆菌、反刍兽曼氏杆菌和多源曼氏杆菌也可导
3

致牛呼吸道疾病。溶血性曼氏杆菌是健康牛上呼
[9]

后无临床症状方可混群；（3）牛只引进后 2 周方

吸道中的常在菌，与宿主呈共栖状态 ，在应激因

可进行疫苗接种；（4）动物一旦发病，马上隔离，

素作用下，可引起内源性感染。本病多呈地方流行

及时寻求专家帮助，尽早确诊和对症治疗；（5）

或散发，发病动物以幼龄为主，病死率较高。本病

对病死牛进行无害化处理，避免疫情扩散。

的发生一般无明显的季节性，但在冷热交替、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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