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 术 支 撑

2021 年第 38 卷第 12 期

豚鼠气单胞菌引起山羊猝死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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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2020 年 5 月，江苏省某养殖场饲养的 220 只山羊疑似感染产气荚膜梭菌，共死亡 25 只。为鉴定感染

的产气荚膜梭菌复合群类型，采集大肠、小肠内容物以及肠系膜淋巴结、肝、脾、肾等组织病料进行细菌分离
鉴定，并对分离菌株进行药敏试验及致病性试验。结果显示 ：分离菌株为革兰氏阴性短杆菌，经生化试验和
16S rRNA 试验鉴定为豚鼠气单胞菌 ；该分离株对多种常用抗菌药物耐药，仅对呋喃唑酮敏感 ；该菌能造成小鼠

发病死亡。此次从临床发病羊病料中分离到致病性豚鼠气单胞菌，在国内较为少见，截至目前未见类似报道，
本研究为避免此类疫病的临床误诊以及做好该病防控提供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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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ay 2020，220 goats were suspected to be infected with Clostridium perfringens in a farm in Jiangsu，

and a total of 25 goats died.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type of Clostridium perfringens complex，the lesions were

collected from intestinal contents，mesenteric lymph nodes，livers，spleens and kidneys for bacterial isolation and
identiﬁcation，and the isolate were detected for drug sensitivity test and pathogenicity tes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solate belonged to Gram-negative brevibacterium，and was identiﬁed as Aeromonas caviae through biochemical
test and 16S rRNA gene sequencing ；it was resistant to many common antibiotics except for furazolidone only ；and
it could lead to death in mice. The Aeromonas caviae isolated from the lesions was rare in China，and no such report

had been published. Therefore，the paper may support to avoid any clinical misdiagnosis and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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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单胞菌属早期曾归属于弧菌科，后来研究

1.2

取病死山羊的肝脏、肾脏、脾脏、肠系膜淋

发现气单胞菌与弧菌的同源性不高，于是将气单胞
[1]

[2]

细菌分离

菌属自弧菌科移出 ，现已独立为气单胞菌科 。

巴结以及十二指肠和盲肠内容物，分别无菌接种于

它包括 3 个复合群，分别是维罗纳气单胞菌复合群、

产气荚膜梭菌培养基平板（购于青岛海博生物技术

[3]

嗜水气单胞复合群和豚鼠气单胞复合群 。临床上
的感染主要由豚鼠气单胞菌、嗜水气单胞菌以及温
和气单胞菌单独或混合引起，主要发生于水生动物，
如：Zhu 等 [4] 研究报道了野生花鼓鱼的不断死亡是
由维氏温和气单胞菌、豚鼠气单胞菌和嗜水气单胞
菌混合感染所致，陈翠珍等 [5] 研究报道了鲢鳙打
印病是由豚鼠气单胞菌引起的，樊海平等 [6] 报道了
欧洲鳗鲡败血症与豚鼠气单胞菌有关，徐海圣等 [7]
研究报道中华绒螯蟹的“抖抖病”也是由豚鼠气单
胞菌引起的。
豚鼠气单胞菌是直杆状﹑兼性厌氧革兰氏阴
性菌，对营养要求不高，广泛存在于淡水、污水及
土壤 [2]。近年来发现，豚鼠气单胞菌不仅可感染鱼
类、两栖类等，还可感染哺乳类动物，至今已有狐
狸 [8]、熊猫 [9]、羊驼 [10]、林麋 [11] 等发病致死的报
道。2020 年 Giannattasio-Ferraz 等 [12] 从 健 康 小 母
牛尿液中也分离到豚鼠气单胞菌。自 2019 年以来，
气单胞菌属中至少有 19 种被认为对人类有危害，
导致广谱感染 [13]。目前，国内未见豚鼠气单胞菌
引起山羊感染的报道。本研究首次从山羊的内脏及
组织病料样品中分离得到豚鼠气单胞菌，并对其进

有限公司）进行厌氧培养，37 ℃过夜；挑取典型
菌落进行纯化，纯化 3 代后挑取单个菌落，在血平
板上 37 ℃培养，观察菌落特征，并进行革兰氏染色、
镜检。
1.3

利用生化编码鉴定管（购于杭州微生物试剂
有限公司），对所分离的菌株进行生化指标测定。
具体操作方法和判定标准参照鉴定管说明书。
1.4

1

材料与方法

1.1

病料来源及背景
2020 年 5 月 5 日，江苏省某养殖场送检 2 只

病死山羊。据了解，发病山羊 10 d 前购进，已注

16S rRNA 基因扩增和序列分析
利用煮沸裂解法提取细菌 DNA 模板：用接

种环挑取纯培养后的单菌落，置于装有 200 µL 超
纯水的灭菌管中，100 ℃热变性 10 min，取 2 µL
上清作为模板进行 PCR 扩增（TaKaRa 16S rDNA
Bacterial Identiﬁcation PCR Kit 试 剂 盒）。 将 纯 化
的 DNA 经 1% 琼脂糖凝胶电泳验证后，送南京金
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测序，并进行 BLAST 以确
定其分类。
1.5

药敏试验
取分离菌株采用纸片法进行药敏试验（药敏

纸片购于杭州微生物试剂有限公司），具体操作方
法和判定标准参照药敏纸片产品说明书。
1.6

行了药敏试验及致病性试验，以期为养殖和防疫人
员做好该病防控提供参考。

生化试验

致病性试验
挑取单个纯化菌落接种于 LB 液体培养基，

37 ℃ 150 r/min 培养 18 h，细菌平板计数含量为
1.76×1011 CFU/mL。将小鼠分为 4 组，每组 3 只，
其中 1~3 组分别腹腔注射 0.3 mL 梯度（5.28×1010、
5.28×109、5.28×108 CFU/mL）的细菌悬液，第 4
组小鼠注射等量无菌 PBS 作为空白对照，每隔 2 h

射小反刍兽疫疫苗，但未进行羊痘和羊梭菌疫苗免

观察和记录小鼠发病和死亡情况，持续 1 周，分析

疫。部分山羊出现咳嗽、拉稀、猝死，死亡率为

菌株致病性。

11.36%（25/220），疑为产气荚膜梭菌感染。采集
2 只病死山羊的肠道、肝脏、肾脏、脾脏、淋巴结
等病变组织器官进行实验室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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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1

结果
细菌分离镜检
厌氧培养 24 h 后，大肠和小肠内容物在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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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上出现密集的黑色菌落（图 1-A），其他脏器病

2.2

生化试验

料中未分离出细菌。该菌在血琼脂平板上 37 ℃培

将分离菌接种于细菌生化微量鉴定管培养过

养过夜后形成 2 mm 大小，圆形、光滑、湿润、稍

夜，结果发现分离菌生化特性符合豚鼠气单胞菌生

凸、灰白色或淡灰色菌落（图 1-B）。挑选单菌落

化特性（表 1）。

纯培养后镜检，发现分离菌为革兰氏阴性短杆菌，

表1

排列成单或成双，两端钝圆（图 1-C）。

分离菌生化试验结果

鉴定项目

结果

鉴定项目

结果

1%NaCl 葡萄糖

+

6%NaCl 胨水

-

1%NaCl 葡磷胨水

+

8%NaCl 胨水

-

1%NaCl 蛋白胨水

-

10%NaCl 胨水

-

1%NaCl 蔗糖

-

1% 赖氨酸

+

1%NaCl 甘露醇

+

1% 精氨酸

+

1%NaCl 阿拉伯糖

-

1% 鸟氨酸

+

1%NaCl 肌醇

-

1% 葡萄糖产气

+

1%NaCl 赖氨酸

+

1% 蔗糖

+

1%NaCl 氨基酸对照

+

1% 甘露醇

+

1%NaCl 精氨酸双水解酶

+

1% 水杨素

+

1%NaCl 精氨酸双水解酶对照

+

6% 胨水

-

无盐胨水

-

1% 枸橼酸盐

+

3%NaCl 胨水

-

注：“+”为阳性，“-”为阴性。

2.3

16S rRNA 基因扩增和序列分析
对分离菌株 16S rRNA 基因进行 BLAST 比对，

并通过系统发育关系分析发现，该序列与豚鼠气单
胞菌具有高度同源性，达 99.92%（图 2）。综合临
床症状、镜检结果、生化反应结果以及 16S rRNA
基因序列测定与分析结果，确定该病原菌为豚鼠气
单胞菌。
2.4

药敏试验
分别用 21 种常用抗菌药物对分离菌株进行药

敏试验，结果发现分离菌株仅对呋喃唑酮敏感，对
多黏菌素 B 和环丙沙星介于敏感与耐药之间，而
对其余 18 种抗菌药物均耐药（表 2）。
2.5

致病性试验
第 1 组小鼠 2 h 后皆出现萎靡不振、四肢站立

A. 产气荚膜梭菌培养基 ；B. 血琼脂平板 ；
C. 分离菌 H.E 染色（×1 000）

图1

分离菌株的菌落形态及革兰氏染色镜检结果

不稳、厌食等症状，24 h 内全部死亡，其他攻毒组
在 72 h 内全部死亡（表 3）。剖检死亡小鼠发现，
心脏、肺脏淤血（图 3-A），十二指肠出血，肠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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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肿（图 3-B）。对照组小鼠未出现明显临床症状（图
3-C、D），1 周后试验结束，剖检亦未见明显病理
变化。将病变组织无菌划线接种在血平板上分离培
养，通过 16S rDNA 测序和生化鉴定分析，确定与
之前从猝死羊体内所分离的豚鼠气单胞菌生化特性
和序列基本一致。
表3

接种菌量 /cfu

分组
第一组
第二组

图2

细菌致病性试验分组情况

5.28×10

致死率 /%

10

100

9

100

8

5.28×10

第三组

5.28×10

100

对照组

0

0

基于 16S rRNA 基因序列亲缘关系进化树
表2

分离菌药敏试验结果
抑菌环
直径 /mm

结果判定

大观霉素（Spectinomycin）

0

R

丁胺卡那（Amikacin）

10

R

新霉素（Neomycin）

6

R

卡那霉素（Kanamycin）

0

R

恩诺沙星（Enroﬂoxacin）

12

R

氨苄西林（Ampicillin）

0

R

呋喃唑酮（Furazolidone）

20

S

庆大霉素（Gentamicin）

0

R

多黏菌素（B Polymyxin B）

10

I

利福平（Rifampin）

4

R

近年来山羊养殖方式发生了改变，逐渐向集

链霉素（Streptomycin）

0

R

约化、规模化以及高床养殖发展，使山羊运动范围

环丙沙星（Ciproﬂoxacin）

20

I

小、运动量小、微环境条件差。养殖方式的改变，

头孢噻肟（Cefotaxime）

0

R

导致山羊抵抗力下降，继而各种条件致病菌趁虚而

氯霉素（Chloramphenicol）

0

R

6

R

入，造成感染发病，甚至山羊大规模死亡，对养殖

磷霉素（Fosfomycin）
头孢曲松（Ceftriaxone）

4

R

复方新诺明（Compound trimethoprim）

0

R

四环素（Tetracycline）

0

R

诺氟沙星（Norﬂoxacin）

10

R

死亡病例时就会认为是产气荚膜梭菌引起的，从而

氟苯尼考（Florfenicol）

0

R

出现临床误诊。在分离本细菌时，虽然使用产气荚

多西环素（Doxycycline）

0

R

膜梭菌培养基，且培养出黑色的，类似于产气荚膜

药物

注：“S”代表敏感；“R”代表耐药；“I”代表介于敏感与耐药。

124

A、B. 攻毒组 ；C、D. 对照组。

图3

3

SPF 小鼠攻毒 1 周后剖检结果

讨论

业造成一定危害和损失。目前有关山羊继发细菌感
染报道最多的是产气荚膜梭菌引起的梭菌病，而对
其他菌造成的急性死亡认识很少，以至于出现急性

梭菌的菌落，但并不意味分离出的细菌就一定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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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荚膜梭菌，必须进一步鉴定。本研究团队临床上

菌在不同宿主间的循环。

对羊猝死病例使用该培养基分离出不少其他梭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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