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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离、鉴定福建省某养殖场病死山羊的病原，明确山羊病死原因，为山羊伪结核棒状杆菌病的

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以无菌采集的病羊肺脏为材料，进行细菌分离纯化，鉴定分离菌株的形态特征及培

养特性；提取菌株ＤＮＡ，利用特异性引物和１６ＳｒＲＮＡ通用引物进行ＰＣＲ，１６ＳｒＲＮＡ扩增片段送公司进行克

隆测序并对序列进行分析；并进行生化、药敏和动物攻毒试验。【结果】该分离菌株在含１０％脱纤维绵羊血的琼

脂培养基上，生长成直径１ｍｍ左右、中央凸起、乳白色、边缘不整齐、伴有β溶血环的菌落，在营养琼脂培养

基上生长不良，在麦康凯琼脂培养基上不能生长。１６ＳｒＲＮＡ 测序结果经 ＮＣＢＩ在线软件 Ｂｌａｓｔ后显示与

ＧｅｎＢａｎｋ上的伪结核棒状杆菌的同源性高达１００％；山羊伪结核棒状杆菌特异性ＰＣＲ有目的扩增条带；生化试

验结果与伯杰氏细菌鉴定手册中伪结核棒状杆菌相符，表明分离菌为山羊伪结核棒状杆菌，命名为ＦＪＰＮ。小

鼠攻毒试验结果显示，小鼠腹腔与皮下注射０．３ｍＬ含量为４×１０５ＣＦＵ·ｍＬ－１的分离菌，在４０ｈ内全部死亡；

山羊攻毒试验结果显示，山羊经皮下注射２ｍＬ、鼻腔接种１ｍＬ含量为４×１０５ＣＦＵ·ｍＬ－１的分离菌３ｄ后死亡。

药敏试验结果显示该菌对克拉霉素、环丙沙星、青霉素、四环素、左氟沙星、氧氟沙星、庆大霉素高度敏感，

对红霉素、氯霉素、氨苄西林、头孢噻肟、头孢西丁、利福平低度敏感，对链霉素、甲氧苄啶表现耐药。 【结

论】本研究分离到的１株细菌为山羊伪结核棒状杆菌，具有较强的致病性，且对抗生素表现出一定的耐药性，

为该病的诊断和合理用药提供了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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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研 究 意 义 】 羊 伪 结 核 棒 状 杆 菌 病

犘狊犲狌犱狅狋狌犫犲狉犮狌犾狅狊犻狊 是 由 伪 结 核 棒 状 杆 菌

（犆狅狉狔狀犲犫犪犮狋犲狉犻狌犿狆狊犲狌犱狅狋狌犫犲狉犮狌犾狅狊犻狊，ＣＰ）引起

的人和多种动物共患的一种接触性慢性细菌性传染

病［１］，其临床特征主要表现为浅表淋巴结肿大，呈

脓性干酪样坏死，部分羊只组织脏器内出现干酪样

脓 肿， 故 该 病 也 称 为 干 酪 样 淋 巴 结 炎

（犆犪狊犲狅狌狊犾狔犿狆犺犪犱犲狀犻狋犻狊，ＣＬＡ）
［２］。该病的发病率

一般在８．３６％～３０％
［３－４］，一年四季均可发病［５］，

且患病率随年龄增大而升高［６］。该病主要发生于绵

羊和山羊，此外，该菌也可感染骆驼、马、牛、兔

等多种动物［７－８］。其感染途径主要是体内外创伤引

起，也可通过破损的皮肤、污染的饲料及破溃的脓

汁在羊群中直接接触传播，此外，该病也可经呼吸

道、消化道或吸血昆虫传播［９］。由于该病发病缓慢

且致死率低，难以引起养殖户重视，而该病一旦侵

入羊群则很难彻底清除，是当今世界公认的难以防

治的传染病之一，世界上几乎所有养羊的国家或地

区甚至大部分羊场都有该病存在［１０］。【前人研究进

展】伪结核棒状杆菌隶属棒状杆菌属，放射菌科，

兼性胞内寄生，为革兰氏阳性菌［１１］，该菌能够产

生坏死性、溶血性外毒素，其成分以磷脂酶为

主［５］。１８８８年ＥＤＷＡＲＤ从奶牛的淋巴管炎中首

次分离出伪结核棒状杆菌［１２］，１８９１年 Ｐｒｅｉｓｚ和

Ｇｕｉｎａｒｄ从羊的肾脏脓肿中再次分离到
［１３］，此后，

一些学者相继从马、骆驼、羊和人的病变材料中分

离到［１４－１８］。１９５６年我国在羊结核结节中分离到该

菌［１９］。１９８９年，Ｚｈａｏ等成功研制出该菌分离用选

择培养基，并用该培养基分离到伪结核棒状杆

菌［１８，２０］。至今，该菌能从羊鼻腔、咽腔及羊体内

外生长脓疱处分离得到。由其引起的羊伪结核棒状

杆菌病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我国内蒙古、陕

西、甘肃、新疆、云南和广东等［１８，２１］地区均有该

病发生的报道，给养羊业的发展造成极大损失，已

引起广大学者的关注［２２－２３］，各个国家都对该病的

防治和检测都非常重视，因此被农业部列为三类动

物疫病［２４］。羊伪结核棒状杆菌病根据其病变类型

分为体表型和内脏型，有时两种类型可以同时见于

同一只病羊。目前，该病的诊断方法主要有血清学

诊断和细菌分离鉴定，血清学诊断方法以酶联免疫

吸附试验 （ＥＬＩＳＡ）为主，王餠等
［７］、霍宁宁等［１１］

和王璇等［２５］通过ＥＬＩＳＡ法诊断；郑敏等
［２６］、韦志

锋等［２７］、朱伟英等［２８］通过分离羊伪结核棒状杆菌

并鉴定来诊断该病。【本研究切入点】从病羊皮肤

脓肿中分离出伪结核棒状杆菌的报道较多，然而国

内尚未有从肺脏脓肿中分离出该菌的报道。本研究

从福建省某羊场病死山羊的肺脏脓肿中分离出１株

细菌，疑似山羊伪结核棒状杆菌。【拟解决的关键

问题】为了明确该分离菌株的分类地位、致病性及

药物敏感性，本研究对分离菌株进行了系统鉴定、

致病性和药物敏感性试验，为福建省山羊伪结核棒

状杆菌病的诊断和合理用药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病料来源与采集

福建省屏南县某山羊养殖场某栋羊舍约有

１０％山羊出现皮肤脓肿、部分病羊脓肿处流出浓

汁，病羊精神较差、食欲降低，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３

日，１头山羊出现急性死亡。对送检病死羊进行剖

检，可见肺脏肿大、有脓肿、出血，心脏、脾脏、

肝脏、肾脏未见明显病变。无菌采取病变肺组织，

４～８℃保存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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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相关试剂及动物来源

Ｐｒｅｍｉｘ犜犪狇 酶、 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 等 购 自

ＴａＫａＲａ公司；微生物药敏试纸购自温州市康泰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营养琼脂培养基、麦康凯琼脂培

养基、生化鉴定管购自青岛高科技工业园海博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Ｅｚｕｐ柱式动物基因组ＤＮＡ抽提

试剂盒、血液琼脂培养基、ＬＢ培养基等购自生工

生物工程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试验用Ｂａｌｂ／ｃ

小白鼠购自福州吴氏实验动物贸易有限公司；试验

用山羊购自无伪结核棒状杆菌感染羊场。

１３　细菌的分离培养

无菌挑取肺脏脓肿处组织划线接种于血琼脂平

板上，３７℃培养２４ｈ后再挑取单个的溶血菌落接

种到含１０％胎牛血清的ＬＢ肉汤培养基上进行培

养。将培养后的菌液稀释后再次接种于血琼脂平板

上，挑取单个的菌落接种到含有１０％胎牛血清的

ＬＢ肉汤培养基上进行增菌培养。

１４　引物设计

细菌１６ＳｒＲＮＡ通用引物参照 Ｗｅｉｓｂｕｒｇ等
［２９］

设计 合 成，山 羊 伪 结 核 棒 状 杆 菌 磷 脂 酶 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ｌｉｐａｓｅＤ，ＰＬＤ）基因特异性引物参照许

国洋等［３０］设计合成，引物由铂尚生物技术 （上海）

有限公司合成，其序列见表１。

表１　引物序列

犜犪犫犾犲１　犘狉犻犿犲狉狊犲狇狌犲狀犮犲

靶基因

Ｔａｒｇｅｔｇｅｎｅ

引物

Ｐｒｉｍｅｒ

引物序列 （５′→３′）

Ｐｒｉｍｅｒ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５′→３′）

扩增片段大小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ｉｚｅ／ｂｐ

１６ＳｒＲＮＡ Ｆ１ ＡＧＡＧＴＴＴＧＡＴＣＣＴＧＧＣＴＣＡＧ １５００

Ｒ１ ＣＧＧＣＴＡＣＣＴＴＧＴＴＡＣＧＡＣＴＴ

ＰＬＤ基因 Ｆ２ ＧＴＧＡＧＡＡＧＡＡＣＣＣＣＧＧＴＡＴＡＡＧ ２９１

Ｒ２ ＴＡＣＣＧＣＡＣＴＴＡＴＴＣＴＧＡＣＡＣＴＧ

１５　细菌的形态观察

挑取纯化后接种血琼脂平板上的单个菌落，进

行革兰氏染色、镜检以及细菌形态观察。

１６　１６ＳｒＲＮＡ序列分析和特异性ＰＣＲ鉴定

取纯化培养后菌液２００μＬ，使用生工生物工

程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动物基因组ＤＮＡ

提取试剂盒抽提ＤＮＡ。以抽提后的ＤＮＡ为模板

进行１６ＳｒＲＮＡ 基因的ＰＣＲ扩增，扩增体系为：

ＰｒｅｍｉｘＴ犪狇酶２０μＬ，１６ＳｒＲＮＡ 上、下游引物

（１０μｍｏｌ·Ｌ
－１）各 ２μＬ，ＤＮＡ 模 板 ６μＬ，

ｄｄＨ２Ｏ补足４０μＬ，ＰＣＲ程序为：９５℃预变性５

ｍｉｎ；９５℃变性４５ｓ，５２℃退火３０ｓ，７２℃延伸１

ｍｉｎ，３０个循环；７２℃终延伸１０ｍｉｎ，４℃保存。

将ＰＣＲ扩增产物送铂尚生物技术 （上海）有限公

司进行克隆测序，获得的序列与 ＧｅｎＢａｎｋ中细菌

１６ＳｒＲＮＡ基因序列进行比较。山羊伪结核棒状杆

菌特异性 ＰＣＲ 鉴定，２０μＬ反应体系：Ｐｒｅｍｉｘ

犜犪狇酶１０μＬ，上、下游引物 （１０μｍｏｌ·Ｌ
－１）各

１μＬ，ＤＮＡ模板３μＬ，ｄｄＨ２Ｏ５μＬ，ＰＣＲ反应

条件：９４℃预变性５ｍｉｎ；９５℃变性４５ｓ，５５℃退

火４５ｓ，７２℃延伸４５ｓ，３０个循环；７２℃终延伸

１０ｍｉｎ。反应结束后取５．０μＬＰＣＲ扩增产物在

１％琼脂糖凝胶上电泳检测，凝胶成像仪拍照分析。

１７　生化试验

取处于指数生长期的分离菌按照青岛高科技工

业园海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化反应试剂盒说明书

进行操作，操作后的生化管置于３７℃恒温培养箱

中培养２４～４８ｈ，观察其生化特性。

１８　药敏试验

取处于对数生长期的分离菌悬液０．２ｍＬ均匀

涂布在血琼脂平板上，涂布好的血琼脂平板静置片

刻，将药敏试纸片放置在平板上并用镊子轻压以防

脱落，３７℃倒置培养２４ｈ，测量抑菌圈（含药敏纸

片）的大小，每种药片作３次重复，取平均值为抑菌

圈直径（ｍｍ）。按照温州市康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的生物药敏试纸说明书，判定分离菌株对抗生

素的敏感 （Ｓ）、中介 （Ｉ）及耐药 （Ｒ）性。

１９　动物攻毒试验

１９１　小鼠攻毒试验　取１４只Ｂａｌｂ／ｃ小鼠，随

机分成３组，攻毒组２组，每组５只，空白组４

只。攻毒组分别进行皮下和腹腔注射接种，每只小

鼠接种０．３ｍＬ含量为４×１０５ＣＦＵ·ｍＬ－１的分离

菌，空白对照组腹腔和皮下各注射０．３ｍＬＰＢＳ。

接种后观察临床症状及死亡情况等。同时分别取皮

下注射组与腹腔注射组小鼠的肝脏、脾脏及皮下脓

肿物再进行细菌分离鉴定。

１９２　山羊攻毒试验　取３月龄健康山羊３只，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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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皮下接种２ｍＬ含量为４×１０５ＣＦＵ·ｍＬ－１的分

离菌，同时经鼻腔接种 １ ｍＬ 含量为 ４×１０５

ＣＦＵ·ｍＬ－１的分离菌，另１只皮下和鼻腔分别接

种２ｍＬ和１ｍＬ生理盐水作为空白对照。接种后

观察临床症状及死亡情况等。试验结束后采集攻毒

山羊的肾脏、肝脏及肺脏再进行细菌分离鉴定。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细菌的分离培养

无菌挑取病死羊肺脏脓肿处组织，接种在血琼

脂平板上，在３７℃培养箱中培养２４ｈ后可见平板

上长出针尖大小的菌落，不透明，呈乳白色，菌落

周围有狭窄的β型溶血环，随着培养时间延长菌落

变为灰白色，光滑，半透明，且有明显的溶血现

象。在普通琼脂培养基上生长不良，在麦康凯琼脂

培养基上不能生长。

２２　细菌染色特性

对分离的细菌进行涂片染色、镜检，可见革兰

氏阳性短球杆菌，菌体两端钝圆且着色较深，菌体

单个、散在排列。

２３　分离菌１６ＳｒＲＮＡ 基因序列鉴定及特异性

ＰＣＲ鉴定

通过对分离菌株１６ＳｒＲＮＡ 进行ＰＣＲ扩增，

经１％琼脂糖凝胶电泳后可见１条目的片段，其大

小为１５００ｂｐ左右，与预期目的片段大小相符

（图略）。克隆测序结果显示，所扩增的片段大小为

１５１２ｂｐ；与 ＧｅｎＢａｎｋ 中收 录的 ＣＰ００３１５２．１、

ＣＰ０２６３７４．１、 ＣＰ０３６５３５．１、 ＣＰ０３６２５７．１、

ＣＰ０１４５４３．１、 ＣＰ００３０６２．１、 ＣＰ００２９２４．１、

ＣＰ０１３１４６．１、 ＣＰ００３３８５．１、 ＣＰ０１３６９８．１、

ＣＰ０２４９９５．１、ＣＰ０１２０２２．２、ＣＰ００２２５１．２ 等 （表

２）山羊伪结核棒状杆菌的１６ＳｒＲＮＡ同源性高达

１００％。遗传进化树结果显示 （图１），分离菌与山

羊伪结核棒状杆菌在同一分支上，表明该分离菌为

山羊伪结核棒状杆菌，命名为ＦＪＰＮ。同时用伪结

核棒状杆菌特异性引物进行ＰＣＲ验证，结果如图

２所示，在２９０ｂｐ左右有一条带，与预测值相符，

证实分离菌为山羊伪结核棒状杆菌。

表２　ＧｅｎＢａｎｋ中公布的参比序列

犜犪犫犾犲２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犲狇狌犲狀犮犲狆狌犫犾犻狊犺犲犱犻狀犌犲狀犅犪狀犽

菌株

Ｓｔｒａｉｎ

登录号

ＬｏｇｉｎＩＤ

宿主

Ｈｏｓｔ

分离地点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分离时间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３／９９５ ＣＰ００３１５２．１ ｓｈｅｅｐ 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Ｓｃｏｔｌａｎｄ １９９９年

ＯＶＩ２Ｃ ＣＰ０２６３７４．１ Ｏｖｉｓａｒｉｅｓ Ｂｒａｚｉｌ：Ｐｅｔｒｏｌｉｎａ ２００９年

Ｅ７ ＣＰ０３６５３５．１ Ｇｏａｔ Ｂｒａｚｉｌ：Ｐｅｒｎａｍｂｕｃｏ ２０１０年

Ｃａｐ８Ｗ ＣＰ０３６２５７．１ ｇｏａｔ Ｂｒａｚｉｌ：Ｐｅｒｎａｍｂｕｃｏ ２０１０年

ＭＥＸ９ ＣＰ０１４５４３．１ Ｇｏａｔ Ｍｅｘｉｃｏ：Ｇｕａｎａｊｕａｔｏ ２０１２年

４２／０２Ａ ＣＰ００３０６２．１ Ｓｈｅｅｐ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２０１４年

ＰＡＴ１０ ＣＰ００２９２４．１ ｓｈｅｅｐ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２０１４年

Ｎ１ ＣＰ０１３１４６．１ Ｓｈｅｅｐ 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Ｇｕｉｎｅａ：Ｍｏｎｇｏｍｏ ２０１４年

Ｐ５４Ｂ９６ ＣＰ００３３８５．１ ｗｉｌｄｅｂｅｅｓｔ 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 ２０１４年

ＰＯ２２２／４１ ＣＰ０１３６９８．１ Ｇｏａｔ Ｐｏｒｔｕｇａｌ ２０１５年

ＫＭ０１ ＣＰ０２４９９５．１ Ｇｏａｔ Ｃｈｉｎａ：Ｙｕｎｎａｎ，Ｋｕｎｍｉｎｇ ２０１７年

２６２ ＣＰ０１２０２２．２ Ｂｏｓｔａｕｒｕｓ Ｂｅｌｇｉｕｍ ２０１７年

Ｉ１９ ＣＰ００２２５１．２ Ｂｏｖｉｎｅｗｉｔｈｓｅｖｅｒ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ａｓｔｉｔｉｓｉｎｔｗｏｑｕａｒｔｅｒｓ Ｉｓｒａｅｌ ２０１７年

２４　生化试验

将分离的山羊伪结核棒状杆菌接种到微量生化

管中，在３７℃培养２４～４８ｈ后观察，结果显示，

该分离菌能够分解尿素酶、苯丙氨酸脱羧酶，不能

分解３％氯化钠氨基酸脱羧酶、赖氨酸脱羧酶、氨

基酸脱羧酶、鸟氨酸脱羧酶；能发酵１％ＮａＣｌ甘

露糖和１％ＮａＣｌ乳糖，不能发酵核糖醇、肌醇、

甘露醇、蜜二糖、棉子糖；１０％ＮａＣｌ胰胨水、半

固体琼脂、氰化钾试验均呈阳性，硫化氢、西蒙氏

枸橼酸盐和 ＭＲＶＰ试验均呈阴性。其生化特性与

《伯杰细菌鉴定手册》［３１］中的伪结核棒状杆菌的生

化特性相符。

２５　山羊伪结核棒状杆菌分离株的药敏试验

将涂布菌液且贴有药敏片的血琼脂平板３７℃

培养２４ｈ进行观察，结果显示该分离菌对克拉霉

素、环丙沙星、青霉素、四环素、左氟沙星、氧氟

沙星、庆大霉素高度敏感，对红霉素、氯霉素、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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苄西林、头孢噻肟、头孢西丁、利福平低度敏感，

对链霉素、甲氧苄啶耐药。

图１　１６ＳｒＲＮＡ基因的进化分析

犉犻犵．１　 犘犺狔犾狅犵犲狀犲狋犻犮狋狉犲犲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狀１６犛狉犚犖犃 犵犲狀犲

狅犳犉犑犘犖

２６　小鼠攻毒试验

小鼠在经过腹腔注射０．３ｍＬ含量为４×１０５

ＣＦＵ·ｍＬ－１的山羊伪结核棒状杆菌后，１６ｈ攻毒

小鼠出现精神不佳、活力下降、背部毛蓬松竖起等

症状，２４ｈ３只小鼠死亡，其余２只萎靡不振，３２

ｈ后攻毒小鼠全部死亡。皮下注射组攻毒后２０ｈ

小鼠精神不佳，２４ｈ有１只小鼠死亡，其余４只

活力下降、背部毛蓬松竖起，３２ｈ有４只小鼠死

亡，余１只萎靡不振，４０ｈ后全部小鼠死亡。空

白对照组小鼠均正常。无菌剖检病死小鼠，发现腹

腔注射攻毒小鼠肝脏和脾脏肿大、出血且切面有小

白点，皮下注射攻毒小鼠的皮下有淡黄色针尖至粟

粒大小的结核样脓肿，空白对照组小鼠均正常 （图

３）。从腹腔注射组小鼠的肝脏、脾脏以及皮下注射

组小鼠的皮下脓肿物中再次分离到细菌，分别提取

其ＤＮＡ，用伪结核棒状杆菌特异性引物进行ＰＣＲ

鉴定，腹腔注射组和皮下注射组小鼠分离到的细菌

均有特异性的扩增条带 （图略）。

图２　山羊伪结核棒状杆菌ＰＣＲ验证

犉犻犵．２　犘犆犚狏犲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犆．狆狊犲狌犱狅狋狌犫犲狉犮狌犾狅狊犻狊犳狉狅犿

犱犻狊犲犪狊犲犱犵狅犪狋狊

注：Ｍ 为２０００ＤＮＡＬａｄｄｅｒ；１为分离菌株；２为阴性对照。

Ｎｏｔｅ：Ｍ＝２０００ＤＮＡｌａｄｄｅｒ；１＝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ｓｔｒａｉｎ；２＝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图３　小鼠攻毒试验结果

犉犻犵．３　犚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犮犺犪犾犾犲狀犵犲狋犲狊狋狅狀犿犻犮犲

注：Ａ为腹腔注射；Ｃ为皮下注射；Ｂ、Ｄ为空白对照。

Ｎｏｔｅ：Ａ＝ｉｎｔｒａ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Ｃ＝ｈｙｐｏｄｅｒｍｉｃ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Ｂ，Ｄ＝ｂｌａｎｋ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７　山羊攻毒试验

山羊经过皮下接种２ｍＬ、鼻孔接种１ｍＬ含

量为４×１０５ＣＦＵ·ｍＬ－１的山羊伪结核棒状杆菌

后，２０ｈ攻毒山羊出现精神不佳、活力降低等症

状，４８ｈ山羊表现出精神极度沉郁、采食量严重

降低等症状，攻毒３ｄ后山羊死亡。剖检病死山

９２９第８期 黄丽丽等：山羊伪结核棒状杆菌的分离鉴定及耐药性分析



羊，发现攻毒山羊皮下出血、肺部有纤维素粘连、

腹腔出血、肾脏表面有出血点 （图４）。从攻毒山

羊肾脏、肝脏以及肺脏组织中再次分离到细菌，分

别提取其ＤＮＡ，用伪结核棒状杆菌特异性引物进

行ＰＣＲ鉴定，结果显示，肾脏、肝脏以及肺脏中

分离到的细菌均有山羊伪结核棒状杆菌特异性的扩

增条带 （图略）。

图４　山羊攻毒试验结果

犉犻犵．４　犚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犮犺犪犾犾犲狀犵犲狋犲狊狋狅狀犵狅犪狋狊

３　讨论与结论

伪结核棒状杆菌引起的结核棒状杆菌病目前在

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给养殖业带来巨大损失，已

引起广大学者的关注［２２－２３］。

ＰＣＲ作为快速检测技术，在病原鉴定中得到

广泛应用，伪结核棒状杆菌的 ＰＣＲ鉴定中常以

１６ＳｒＲＮＡ、ｒｐｏＢ和ＰＬＤ基因作为靶基因进行检

测［３２］。郑敏等［２６］、韦志锋等［２７］、朱伟英等［２８］和

李基棕等［３３］根据１６ＳｒＲＮＡ对分离的山羊伪结核

棒状杆菌进行鉴定；许国洋等［３０］根据伪结核棒状

杆菌的磷脂酶Ｄ基因建立了山羊伪结核棒状杆菌

ＰＭＡＰＣＲ检测方法。因此，本研究通过细菌１６Ｓ

ｒＲＮＡ基因通用引物和针对伪结核棒状杆菌特异性

ＰＣＲ引物对分离菌进行鉴定，经１６ＳｒＲＮＡ克隆

测序和伪结核棒状杆菌特异性ＰＣＲ鉴定后，证实

分离菌为山羊伪结核棒状杆菌。通过细菌形态观察

及生化试验结果显示，该菌在血琼脂平板上呈现针

尖大小的菌落，且有明显的溶血现象；该菌能够发

酵１％ＮａＣｌ甘露糖和１％ＮａＣｌ乳糖，不能发酵核

糖醇、肌醇、甘露醇、蜜二糖、棉子糖，这与郑敏

等［２６］、王志芳等［３４］、李国平等［３５］、朱伟英等［２８］

和李基棕等［３３］报道的一致，符合伪结核棒状杆菌

的生化特性。

动物攻毒试验结果显示，经腹腔注射和皮下注

射２种方法接种的小鼠，在４０ｈ内全部死亡；经

皮下注射途径接种的山羊在攻毒３ｄ后死亡，剖检

发现皮下出血、肺部有纤维素粘连、肾脏表面有出

血点，从攻毒山羊肾脏、肝脏以及肺脏组织中再次

分离到山羊伪结核棒状杆菌，证明本研究分离的山

羊伪结核棒状杆菌具有较强的毒力。

羊伪结核棒状杆菌病目前尚未有商品化疫苗，

因此临床上该病的发病率居高不下，发病羊只能通

过抗生素进行治疗，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伪结核

棒状杆菌已对如复方新诺明、链霉素、呋喃妥因等

药物产生了耐药性［３３，３６－３７］，因此通过药敏试验寻

找高敏药物治疗该病是指导临床生产的重要手段之

一。本研究的药敏试验结果显示，分离的山羊伪结

核棒状杆菌对克拉霉素、环丙沙星、青霉素、四环

素、左氟沙星、氧氟沙星、庆大霉素为高度敏感，

对红霉素、氯霉素、氨苄西林、头孢噻肟、头孢西

丁、利福平为低度敏感，对链霉素、甲氧苄啶表现

耐药。该结果与潘淑惠等［３８］、王璇等［１０］、张梦思

等［３６］、吴浩阳等［３７］研究结果一致，而与王志芳

等［３４］、韦志锋等［２７］研究结果不一致，侧面反映了

不同地区分离株的耐药性有所差异。

综上所述，本研究从福建省病死山羊肺脏中分

离出１株山羊细菌，经系统鉴定证明该菌为山羊伪

结核棒状杆菌，致病性试验结果显示分离的山羊伪

结核棒状杆菌具有较强的毒力，药敏试验结果显示

该菌对克拉霉素、环丙沙星等高度敏感，对红霉

素、氯霉素等低度敏感，对链霉素、甲氧苄啶表现

耐药，为该病的诊断和合理用药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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