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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猫慢性牙龈炎病例的病原学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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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ne chronic gingivostomatitis，FCGS）病例。
要：2020 年 11 月，上海市某宠物医院接诊一例疑似猫慢性牙龈炎

为确定病因，采集该病例的眼、口、鼻拭子进行病原分离鉴定，结果确定为猫杯状病毒（feline calicivirus，
FCV）和细菌的混合感染。对 FCV 分离株 VP1 基因进行扩增和测序分析，发现其与其他 18 株序列的核苷酸同
源性为 74.2%~81.0%，编码蛋白氨基酸同源性为 82.2%~88.1%。构建进化树分析发现，FCV 分离株与国内毒株
的遗传关系较国外更近，但与目前临床上使用的疫苗株处于不同的进化分支。对 VP1 蛋白 D 区和 E 区分析发现，
D 区及 conE 区的线性表位较为保守，而 E 区的 5'HRV 表位存在较大变异，与抗体反应有关的第 439~441 位氨
基酸同样变异较大。本研究为了解 FCV 的变异特点以及该病的临床防治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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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November 2020，a case of suspected feline chronic gingivostomatitis（FCGS）was received by a
pet hospital in Shanghai. In order to identify possible causes，swab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eyes，mouth and nose

of the infected animal for pathogen 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which was confirmed to be a mixed infection with
feline calicivirus（FCV）and bacteria. It was found that，through ampliﬁcation and sequencing of the VP1 gene of
FCV isolate，its nucleotide homology with other 18 strains was 74.2% ~81.0%，and the amino acid homology of
coding protein was 82.2% ~ 88.1%. It was analyzed that，through phylogenetic tree，the isolate shared closer genetic
relationship with domestic strains compared to foreign strains，but it was in a diﬀerent evolutionary branch from the
vaccine strains currently used in clinical practice. The regions of D and E of VP1 protein were analyzed，and it was
found that the linear epitopes in the regions of D and conE were relatively conservative，while 5'HRV epitopes in E
region mutated greatly，so did the 439~441th amino acids related to antibody response. A reference was thus provided
for understanding the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CV and for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the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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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杯状病毒（feline calicivirus，FCV）属杯状

养箱中，培养 18 h，然后挑取可疑菌落纯化培养。

病毒科、水疱疹病毒属，无囊膜，基因组为单股

1.2.3 VITEK MS 质谱仪鉴定

正链 RNA，包含 180 拷 贝 的 VP1 和 1~10 拷 贝 的

挑取待测菌涂布在质谱条上的检测孔中，室温下干

VP2 基因。FCV 除引起猫呼吸道症状外，还可引

燥；加入 0.5 μL VITEK MS-FA 裂解试剂，待干燥

起猫慢性牙龈炎（feline chronic gingivostomatitis，

后再加入 1.0 μL 基质液 VITEK MS-CHCA；干燥

[1]

FCGS），严重危害猫的健康 。

从纯化平板上，

后上机检测，取检测结果。

FCGS 是一种发生于牙龈、口腔黏膜的慢性炎
症，常由多种病原引起，使患病猫出现厌食、口
[2]

药敏试验

1.2.4

将细菌纯培养物，采用 K-B 纸

片法进行体外药敏试验，在 37 ℃、5% CO2 培养箱

腔分泌物增多等症状，引起动物极大痛苦 。2020

中培养 24 h，观察结果。试验方法及判读标准，参

年 11 月，上海市某宠物医院接诊一例疑似猫 FCV

照杭州滨和微生物试剂有限公司提供的抗生素类药

感染病例。该病例近半年以来，口腔一直产生大量

敏纸片说明书、纸片法药敏试验抑菌环直径判断标准。

唾液，并出现溃疡以及牙龈肿胀、出血、增生等症

1.2.5

状，其间曾用抗生素治疗，开始有些效果，但几日

集管置于 -80 ℃冰箱中冻融，12 000 r/min 离心 5 min

后便会复发，后期鼻腔也开始出现分泌物。为了解

并收集上清，用 0.22 μm 滤器过滤，接种于长满单

病因，采集眼、口、鼻拭子进行病原分离鉴定，结

层的 F81 细胞培养并每日观察细胞病变。若未出

果显示为 FCV 继发大肠杆菌和多杀性巴氏杆菌感

现细胞病变，则取细胞培养的上清连续盲传 2~3 代

染。为了解 FCV 的变异特点，对 FCV 分离株进行

直至出现细胞病变；若出现细胞病变则反复冻融 3

了序列分析。

次，分装至冻存管，保存于 -80 ℃冰箱中备用。

1

1.2.6

材料和方法
主要试剂

1.1

FCV 分离培养

将含有棉拭子的微生物采

FCV VP1 基 因 扩 增

采用滤膜提取

核 酸 方 法 提 取 细 胞 培 养 物 中 的 核 酸， 根 据 文

DMEM 细胞培养液、胰酶消化液（0.25%），

献 [3] 中 的 方 法， 使 用 One Step RT-PCR 试 剂

均 购 自 GIBCO 公 司； 胎 牛 血 清（FBS）， 购 自

进 行 RT-PCR 扩 增。 上 游 引 物 VP1-F 序 列 为

SIGMA 公司；PrimeScript ™ One Step RT-PCR Kit

ATGTGCTCAACCTGCGC，下游引物 VP1-R 序列

Ver.2（Dye Plus）试剂，购自宝日医生物技术（北京）

为 TCATAATTTAGTCATTGAGC。产物经 1.5% 琼

有限公司；哥伦比亚琼脂，购自美国 BD 公司；脱

脂糖凝胶电泳分析。

纤维羊血，购自上海科玛嘉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2.7

质谱仪配套材料：裂解试剂 VITEK MS-FA、基质

株 的 VP1 基 因 及 氨 基 酸 序 列 与 GenBank 上 载 录

液 VITEK MS-CHCA 等，均购自法国梅里埃公司；

的参考株序列（表 1）进行遗传进化分析，并用

强力霉素、壮观霉素、林可霉素、阿米卡星、庆大

MegAlign（MEGA）软件构建遗传进化树。

霉素、卡那霉素等 13 种药敏纸片，购自杭州滨和

2

微生物试剂有限公司。

2.1

方法

1.2
1.2.1

样品采集

并放入微生物采集管中。
1.2.2

细菌分离培养

将微生物采集管中的液体，

接种于哥伦比亚羊血琼脂，置于 37 ℃、5% CO2 培

将分离

结果
细菌分离鉴定

2.1.1
采集发病猫的眼、口、鼻拭子

VP1 序 列 分 析 与 遗 传 进 化 分 析

分离株培养特性

拭子涂板后，分离到 2

株不同的菌株：1 株于哥伦比亚羊血琼脂上呈现 β
溶血环、灰白色、圆形，菌落直径为 1.0~1.5 mm（图
1-A）；另 1 株不溶血，呈灰色、圆形，菌落直径
为 0.5~1.0 mm（图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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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分离株的 MS 鉴定

2.1.2

国内外 FCV 参考序列

通过 VITEK MS 鉴定

GenBank 载录号

年份

国家

分析，在琼脂上呈现 β 溶血环的分离株为大肠杆菌，

AF109465

F65

1999

英国

另 1 株不溶血的分离株为多杀性巴氏杆菌。

AF479590

2024

2002

德国

2.1.3

GU214989

GD

2009

中国

D31836

F4

2010

日本

性巴氏杆菌的药敏试验结果（表 2）显示：大肠杆

AB643784

F9

2012

日本

KC835209

2280（VSD）

2013

美国

KT000003

SH2014

2014

中国

KM111171

255

2014

美国

毒株

分离株药敏试验

分离的大肠杆菌和多杀

菌分离株对红霉素、林可霉素耐药，多杀性巴氏杆
菌对阿米卡星、庆大霉素、壮观霉素、林可霉素耐药。
表2

分离株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情况

分离菌株 耐药（R） 中介（I）

敏感（S）

阿米卡星、卡那霉素、阿莫西林、
红霉素、 壮观霉素、
大肠杆菌
庆大霉素、新霉素、强力霉素、
林可霉素 环丙沙星
恩诺沙星、氧氟沙星、诺氟沙星
阿米卡星、
卡那霉素、
多杀性巴 庆大霉素、
阿莫西林、强力霉素、恩诺沙星、
新霉素、
氏杆菌
壮观霉素、
氧氟沙星、诺氟沙星、环丙沙星
红霉素
林可霉素

KT267162

HB-S4

2014

中国

KM016908

HRB-SS

2014

中国

KP987265

SH

2015

中国

MT008249

FCV/180/2015/ITA

2015

意大利

KX371573

WZ-1

2016

中国

DQ910790

FCV-5

2016

美国

AY053460

FCV-U2

2016

美国

KJ495728

CH-JL1

2017

中国

KU747031

57

2017

瑞士

观察到典型细胞病变（图 2-A、B），细胞变圆皱缩，

KX815169

FCV-YH/16

2017

中国

聚成葡萄串状，逐渐脱落。

2.2

病毒分离培养
样本经滤器过滤后接种 F81 细胞 6 h、24 h 后

2.3

病毒 RT-PCR 鉴定
收集细胞培养物提取核酸后使用特异性引物

进行扩增，经琼脂糖凝胶电泳后，约在 2 000 bp 处
出现特异性条带，大小与理论值相符（图 3），将
其命名为 FCV20-2。
VP1 基因测序及序列分析

2.4
2.4.1
图1

哥伦比亚血琼脂上分离菌菌落形态

同源性分析

FCV20-2 分离毒株 VP1 核苷酸序列与表 1 中的序
列进行比对发现：分离株 VP1 序列与 18 株序列的

A. 接种 F81 细胞 6 h ；B. 接种 F81 细胞 24 h ；C. 正常细胞对照。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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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81 细胞病毒分离培养结果（100×）

技 术 支 撑

2021 年第 38 卷第 12 期

核苷酸同源性为 74.2%~81.0%（图 4），其中与美
国 2280（VSD 株）同源性最低，与中国 GD 株同
源性最高，与其他 7 株中国株的核苷酸同源性为
74.3%~78.1%；与国内 FCV 疫苗株 255 的核苷酸
同源性较低，为 75.9%，与 F9、2024、F4 等其他
国家疫苗株的同源性也较低，为 75.1%~75.8%（图
4）。氨基酸同源性分析结果（图 5）显示：分离
株与其他 18 株同源性为 82.2%~88.1%，其中与日
本 F9 株同源性最低，与中国 GD 株同源性最高，
M. DNA 标准 DL 2 000 ；1. 样本 ；2. 阴性对照。

图3

FCV20-2 VP1 基因 PCR 扩增结果

图4

与国内使用的疫苗株 255 同源性为 85.1%。上述结
果表明，FCV VP1 基因变异程度较大。

FCV20-2 毒株与其他毒株 VP1 基因核苷酸序列同源性分析结果
（中国株用红色方框标出）

图5

FCV20-2 毒株与其他毒株 VP1 蛋白氨基酸序列同源性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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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基因进化树分析

将 FCV20-2 株 VP1 基因

2.4.3 D、E 区 重 要 氨 基 酸 位 点 分 析

对 VP1

序列与其他毒株 VP1 基因进行比对构建系统进化

线 性 表 位（402~524 aa） 的 分 析 结 果（ 图 7） 显

树。结果（图 6）显示：FCV 遗传关系较复杂，其

示：比对的 19 株序列 D 区较为保守，E 区变异较

中 FCV20-2 株 VP1 序列与中国株 HB-S4 同属于一

大， 其 中 D 区 线 性表 位（415~421aa） 及 conE 区

个分支，与其共处同一大分支的 5 株毒株均为中国

（475~479aa）高度保守，而 E 区线性表位 5'HRV

株，但与另一分离自上海的中国株 SH2014 遗传距

（445~457aa） 高 度 变 异； 与 抗 体 反 应 有 关 的 第

离较远，并且该毒株与目前临床上使用的疫苗株

439~441 位氨基酸同样变异较大。

255、F9、F4 等处于不同的进化分支，提示疫苗免

3

讨论
FCGS 是一种猫常见的慢性疾病，对猫可造成

疫可能存在失败风险。

A. 核苷酸 ；B. 氨基酸。

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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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1 基因遗传进化树分析结果

VP1 蛋白 D 区和 E 区氨基酸比对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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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疼痛和困扰，被认为是患病猫对一系列口
[3]

株序列的核苷酸同源性为 74.2%~81.0%，氨基酸同

腔病原产生的不当免疫反应 ，因此治疗较为困难

源性为 82.2%~88.1%，变异程度较高。由于 FCV

和有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有效消除该病所有症

VP1 E 区包含主要的 B 细胞表位，因此该区域是

状的办法，但是将口腔卫生、拔牙和辅助医疗结合

病毒中和抗体的靶位点。 对 VP1 D 区和 E 区分析

[4]

起来，可减轻大多数患病猫的病症 。本研究中病

发现，比对的 19 株序列 D 区较为保守，而 E 区变

例的症状表现为典型的 FCGS，患病猫出现口腔溃

异较大，且 E 区线性表位 5'HRV（445~457 aa）高

疡、口腔分泌物增多、牙龈肿胀等临床症状，且病

度变异，与之前相关报道 [13-15] 相符。与抗体反应

情持续超过半年，其间使用过抗生素治疗，并进行

有关的第 439~441 位氨基酸同样变异较大，并且构

拔牙术，仅有少许好转，病原分离鉴定为 FCV 混

建进化树分析发现，其与目前临床上使用的疫苗株

合细菌感染。FCV 被确认为是引起猫上呼吸道感

255、F9、F4 等处于不同的进化分支，提示当前的

染和口腔溃疡性病变的重要病原体。研究 [5] 表明，

疫苗可能不能对 FCV 感染提供较好的保护。该变

FCV 感染与 FCGS 严重程度呈正相关，FCV 在刺

异对 VP1 蛋白抗原性的改变还需进一步验证。

激宿主对 FCGS 的免疫反应中可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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