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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乳源致病菌检测技术的发展及其对乳品安全的意义
包秀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１０２４８８）

【摘要】　技术演进过程可以反映人类社会文化变迁。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食品安全技术的发展。牛乳生产过程中，

若致病菌不能被及时检出，易使牛乳腺炎乳混入生产环节，导致致病菌的残留。牛乳源致病菌主要有金黄色葡萄球菌、

无乳链球菌及粪肠球菌等。基于牛乳源致病菌检测与人类健康及疾病防控的密切关系，牛乳源致病菌检测技术得到飞

速发展，包括常规细菌鉴定技术、免疫学检测技术、基因检测技术及全基因组检测技术，为牛乳源的安全及社会公共卫生

安全提供了技术保障，也增加了养牛户的经济收入。本文阐述了牛乳源致病菌检测技术的发展及其对乳品安全的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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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地区是我国畜牧业主产区及乳品生产和消费重要基

地，乳源安全对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物质

文化角度，即技术演变对人类社会文化影响的视角，结合对内

蒙古地区相关检测机构的科研工作及牧户所饲奶牛乳源致病

菌种类的调查，阐述基于牛乳源致病菌检测技术的发展及其对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对我国生物安全和公共卫生安

全的战略意义。

１　技术演进：人类社会文化变迁的反映

从历史角度看，经过认知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再到信

息革命，人类不断保持着对科学的探索和热情。科学技术因此

不断改变着人类社会，使人类生产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在＂茹

毛饮血＂的时代，人类祖先从动物身上获取肉、乳、皮、毛等以维

持生存。随着火的发现及使用，人类将生食加工，从而改善了

饮食卫生条件，提高了人类平均寿命。随着掌握技术手段的进

步，人类开始驯化和驯养野生动物。畜牧业的出现使人类大规

模饲养动物成为可能。在现代社会，家畜疫病防治检测技术的

介入显得尤为重要。

技术是物质文化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文化人类学进化

论学派代表人物泰勒认为，人类的文化史就是人类的技术、经

济、精神生活自我运动的发展史［１］。新进化论学派代表人物怀

特认为，技术与工艺的进步是文化进化的根本原因［２］。人类社

会物质技术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人类学家弗雷泽在其

著作《金枝》中阐述了人类思维由蒙昧社会发展至今的大致线

条，即巫术－宗教－科学的路径。在人类社会初期，作为原始

人的＂科学＂，＂物神崇拜＂使人类常常对事物发展因果关系的把

握出现偏差，经常将某种结果与一个错误的原因联系在一起。

进入＂新石器时代＂，由于对新制作技术的掌握，人类学会了种

植植物和驯养家畜，并且通过学习模仿将技术广泛传播。在１１

世纪，欧洲的大学和＂经院哲学家＂崛起，科学时代拉开帷幕。

罗杰·培根作为牛津大学方济各派的修士，成为＂近代实验科

学之父＂。他提出人类必须具有知识积累的意识以及进行科学

实验的热情［３］。

食品安全关乎人类健康。人类对自身疾病与治疗的认知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深化。医学人类学从文化角度尝试

对人类疾病进行认知和治疗是一种独特的医学视角，即＂采用

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及方法，研究与健康、疾病及治疗相关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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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与行为，并参与解决公众健康（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通常译为公共

卫生）问题的实践活动＂
［４］。作为对生物医学实证主义与经验

主义范式的补充，医学人类学解释人类行为与健康及疾病的生

物文化相关性。泰勒在《原始社会》中梳理了人类对疾病认知

从＂巫术导致、上帝惩罚／违反禁忌到病毒／细菌侵入＂
［５］等阶

段；里弗斯也尝试将本土医学与文化建立联系。

目前乳制品已成为日常消费品。纵观全球，影响奶源及乳

品安全的因素包括化学物质污染（如添加三聚氰胺、抗生素超

标等）和微生物污染（包括人畜共患致病菌污染）等。化学物质

污染的检测技术相对较完善，如液相色谱技术、气相色谱技术

和气质联用色谱技术等，且检测目标物质也不是很复杂。而微

生物污染，尤其是病原微生物污染的安全检测情况较为复杂。

污染奶源的致病微生物主要来自奶牛乳房炎乳（ｄａｉｒｙｍａｓｔｉｔｉｓ

ｍｉｌｋ）。奶牛乳房炎是由机械损伤、冻伤、环境污染、挤奶技术

不佳、理化因素、致病微生物感染等引起的综合性疾病［６］，是奶

牛的＂三大疾病＂（奶牛子宫炎、乳房炎、蹄炎）之一。其中由致

病菌引起的奶牛乳房炎对人类健康及社会发展的影响最为明

显。引起乳房炎后残留于奶源中的微生物及其毒素种类众多，

包括细菌（ｂａｃｔｅｒｉａ）、真菌（ｆｕｎｇｕｓ）、病毒（ｖｉｒｕｓ）、支原体（Ｍｙ

ｃｏｐｌａｓｍａ）及酵母（Ｙｅａｓｔ）等。文化是对社会适应的结果，同时

也建构社会。内蒙古地区的食乳文化和习俗源于丰富的乳源，

但摄入不安全的乳制品也增加了人类罹患疾病的风险。内蒙

古地区牛乳产量和消耗较大，牛乳源致病菌检测技术的不断发

展为乳品安全提供了保障。

２　牛乳主要致病菌种类及其危害

引起奶牛乳房炎的致病菌来源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环境

性致病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其中包括大肠埃希菌

（Ｅｓｃｈｅｒｃｈａｉｃｏｌｉ）及克雷伯氏菌（Ｋｌｅｂｓｉｅｌｌａ）等，广泛存在于人

和动物活动的各类环境，尤其在牛舍环境中存在数量较多；另

一类是感染性致病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包括金黄色葡萄

球菌、链球菌（无乳链球菌、停乳链球菌、乳房链球菌）及粪肠球

菌等，这些致病菌存在于健康奶牛的皮肤、被毛、乳腺、消化道

等组织、脏器，属于＂常在菌＂（ｃｏｍｍｅｎｓａｌｂａｃｔｅｒｉａ），也有一部分

随着动物排泄物排出体外并存在于环境中，一旦奶牛的抵抗力

减低时，可引起内源性或外源性感染。上述两种来源的细菌引

起奶牛乳腺炎后，均可通过＂乳腺炎乳＂（热乳）引起人类的感

染、中毒、发病，乃至死亡。根据相关领域文献检索和实际田野

调查发现，影响内蒙古地区奶源安全的致病菌主要有金黄色葡

萄球菌、无乳链球菌及粪肠球菌等，均为革兰阳性菌。

２．１　金黄色葡萄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ａｕ

ｒｅｕｓ）分裂繁殖后的排列方式呈葡萄串状，细胞直径约１．０μｍ，

可引起毒素型食物中毒，是我国较为常见的食物中毒致病菌，

乳制品为主要中毒的食物来源之一。该细菌分布于空气、土

壤、水、食具、饲草饲料、动物皮肤及被毛、动物排泄物、人类的

皮肤、医院环境等，属人畜共患致病菌。可引起奶牛乳房炎，使

奶牛乳头肿大、化脓，乳中含有黄色的浓汁或红色的血液，引起

奶牛减产。内蒙古地区奶牛乳腺炎乳样中金黄色葡萄球菌检

出率达到２５％以上，其肠毒素残留对人类构成严重威胁
［７］。金

黄色葡萄球菌含多种致病因子，包括血浆凝固酶、葡萄球菌溶

血素、杀白细胞素、肠毒素、表皮剥脱毒素及中毒性休克综合征

毒素等，引起人类皮肤局部的化脓性炎症，各种器官的化脓性

感染，全身的感染和败血症、脓毒血症、食物中毒、假膜性肠炎、

烫伤样皮肤综合症及中毒性休克综合征等多种病症。该细菌

肠毒素有９种，其中肠毒素 Ａ、Ｅ等均属于耐热肠毒素，在

１３０℃条件下持续３ｈ也不能使其失活。目前全球所有乳品企

业各种乳品生产的工艺环节中均无使该毒素失活的工艺，包括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在内的大型企业采取的牛奶灭菌工艺

一般是在１３５～１４０℃下处理３～５ｓ。该操作主要杀死致病菌

细胞，而对耐热肠毒素却起不到失活作用。因此牛乳腺炎乳一

旦流入加工环节，很容易在最终的乳制品中残留耐热肠毒素而

引起食用者中毒、发病乃至死亡。２０００年日本北海道雪印乳业

公司的乳制品由于金黄色葡萄球菌耐热肠毒素Ａ残留，使数万

名食用者中毒，从而引起全球对该致病菌毒素的乳源安全问题

的高度重视。该致病菌防控难的另一个原因是极易产生耐药

性，甚至出现＂多重耐药菌＂和＂超级细菌＂。

２．２　无乳链球菌　无乳链球菌（犛狋狉犲狆狋狅犮狅犮犮狌狊犪犵犪犾犪犮狋犻犪犲）分

裂繁殖后呈链条状排列，直径０．５～１．０μｍ，由３～２０个细菌

组成。无乳链球菌在分类学上属Ｄ群链球菌属，具有人畜共感

染性，主要感染人类、奶牛和鱼（如罗非鱼）等动物。奶牛感染

无乳链球菌主要引起乳腺炎，使乳汁中含有灰白色的浓汁和血

液，乳房肿大，产奶量降低１５％以上，病情严重的奶牛则出现乳

腺纤维化，产奶能力丧失。在２０１６年之前内蒙古地区奶牛乳

腺炎７０％以上由无乳链球菌引起，该致病菌属于优势性致病菌

之一［８］，自２０１７年之后其检出率也在４０％以上，往往与粪肠球

菌混合感染，既引起临床型乳腺炎，也可引起隐性乳腺炎。隐

性乳腺炎一般临床观察很难发现，往往被忽视而成为奶牛群中

的传染源和＂病原乳＂源头。

该细菌的致病因子包括脂磷壁酸、Ｍ蛋白、溶血素、致热外

毒素、透明质酸酶、链激酶及链道酶，可引起人类新生儿肺炎、

败血症、皮肤软组织感染、上呼吸道感染（如扁桃腺炎）、毒素休

克样综合症、过敏性肾小球肾炎、过敏性关节炎及致残性耳聋

等多种复杂的疾病。若此类疾病由奶源传递而引起，那么到医

院就诊时医生很难将其病因与奶源相联系加以诊断而出现误

诊。在内蒙古东部地区，７０％以上的乳腺炎奶牛的乳样中能够

分离到无乳链球菌，而且多数具有β溶血表型。无乳链球菌溶

血素是其重要的致病因子。

２．３　粪肠球菌　粪肠球菌（犈狀狋犲狉狅犮狅犮犮狌狊犳犪犲犮犪犾犻狊）又叫粪链球

菌（犛．犳犪犲犮犪犾犻狊），分裂繁殖后个别呈单个细胞，多数成双或短链

状排列，细胞大小１．０～１０．０μｍ。根据兰氏（Ｌａｎｃｅｆｉｅｌｄ）血清

学分类，粪肠球菌属于链球菌Ｄ群，属新发现的院内感染及牛

乳源性致病菌。２０１７年后在内蒙古东部地区牛乳腺炎奶样中

其检出率在７０％以上，往往与无乳链球菌混合致病。该细菌是

人和动物肠道内常驻菌群之一，在土壤、排泄物、机体肠道、上

呼吸道、口腔及泌尿生殖道中广泛存在。有研究显示从７名中

国儿童粪便中分离出的粪肠球菌携带多种毒力因子，包括ｃｙｌＡ

毒力基因（７１．４％），属于机会性感染致病菌
［９－１１］。该细菌具

有＂益生性＂与＂致病性＂两面性，人们很容易因其具有＂益生性＂

而忽视其＂致病性＂。以往因其产生天然抗生素（Ｅｎｔｅｒｏｃｉｎ，伏

尔加霉素）和细菌素而抑制大肠埃希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及沙

门氏菌等的生长［１２－１３］而被误用于某些益生菌产品中。目前仍

有一些医院将其盲目视为单纯＂益生菌＂在临床疾病治疗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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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１４］。

粪肠球菌的致病因子复杂多样。王晓禹等［１５］对牛源粪肠

球菌致病基因筛查结果表明，携带ａｇｇ、ｇｅｌ、ｅｆａＡ等致病基因的

粪肠球菌注入小鼠后在７２ｈ内致其死亡。内蒙古自治区乳源

性致病菌防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分离的２０余个粪肠球菌菌株

均携带ｃｙｌＡ毒力基因［１６］，表明当地牛乳源已存在新的生物

安全风险。国外学者的研究显示，牛乳源粪肠球菌的分离率为

４２．４％，在具有多重耐药性的同时均含有ａｇｇ、ｅｆａａｆｓ、ｇｅｌｅ、

ｃｙｌＭ、ｃｙｌＡ、ｅｓｐ、ｅｆａａｆｍ、ｃｏｂ和ｃｐｄ等多种毒力基因
［１７－１８］，其中

ｃｙｌＡ是核心毒力因子。牛乳源粪肠球菌在市售牛乳中的分离

率达６４．７％
［１９］，有２１．５％的分离菌株携带ｃｙｌＡ、ｃｙｌＢ、ｃｙｌＭ等

溶细胞素致病基因［２０］。平均每个菌株含２３．８个毒力基因，这

些致病基因均可引起人类感染［２１］。

粪肠球菌的致病性属机会性感染，重症患者、严重基础疾

病人员、老人、幼儿及免疫功能低下者为主要感染人群。饮用

含该病原菌的牛乳后可引起败血症、心内膜炎、盆腔感染、腹腔

感染、尿路感染、牙根炎、动脉炎及新生儿败血症等，而且其感

染的特点往往与需氧型金黄色葡萄球菌、链球菌混合感染，且

呈＂多重耐药＂
［２２］，易误诊、难治、致病机制复杂。近１０年来全

球有７０００多篇有关粪肠球菌的研究报道，基本围绕致病因子

的筛查、耐药性分析等流行病学层面。

３　牛乳源致病菌检测技术及其发展

随着奶源致病菌防控工作的需要，其检测技术经历了从常

规细菌鉴定技术、免疫学检测技术、基因检测技术到全基因组

测序技术的发展阶段。

３．１　常规细菌鉴定技术　常规细菌鉴定技术（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是检测细菌最基本的技术，包括

分离培养、细菌菌落外观特征观察、显微镜观察及生化试验等。

牛乳含有的细菌较为复杂，除了致病菌，还有乳酸菌等有益菌。

在检验细菌时一般先用常规方法进行筛选获得初步检测目标。

３．１．１　细菌菌落观察　这种方法是微生物学家罗伯特·科赫

于１９世纪时发明的，一直沿用至今。菌落（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ｃｏｌｏｎｙ）为

细菌细胞在固体培养基的某一位点停留生长繁殖形成的肉眼

可见的细菌集团。每种细菌都有其特征性的菌落外观，根据其

菌落的大小、颜色、边缘和表面特征，大致能够判断细菌的类

型。例如：乳源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菌落直径约１．０ｍｍ，表面光

滑、湿润、边缘整齐，颜色呈金黄色；乳源无乳链球菌菌落直径

为０．５ｍｍ左右，表面光滑、湿润、边缘整齐，颜色一般呈半透

明。因此，这两种细菌在菌落的外观特征上有一定区别。

３．１．２　显微镜观察　该方法能够观察到细菌细胞的形态和结

构，辨别出球菌、杆菌和螺旋菌，有一定经验的检验人员也能够

观察到荚膜、芽孢等特殊结构。根据细菌的形态、结构和排列

方式能够获得初步的判断。常用的革兰染色方法是由丹麦医

生革兰氏（Ｇｒａｍ）于１８８４年发明的并一直沿用至今。该法可

将金黄色葡萄球菌染成蓝色，形态呈葡萄串状；将无乳链球菌

同样染成蓝色，其细胞的排列方式呈链条状。据此可将两种菌

株加以区别，在鉴别牛乳源细菌时很有实用价值，具有直观性

和便捷性。该方法的实践意义在于通过染色观察能够将细菌

分为革兰阳性（染成蓝色）与革兰阴性（染成红色）两种，对于乳

腺炎病牛的治疗用药具有指导意义。如革兰氏阳性细菌用青

霉素类抗生素治疗多有效，而对于革兰阴性细菌一般选择卡那

霉素、链霉素类等抗生素治疗。

细菌常规检测技术的优点是结果客观、准确，能够获得直

接的目标菌株物证，并与药物敏感性试验结合，为养牛户提供

最佳的治疗方案。其不足是耗时、费力，至少４８ｈ才能获得结

果，不适合快速检测。

３．２　免疫学检测技术　免疫学检测技术（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ｅ

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包含的内容较多，发展也较为迅速。从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现代免疫学建立之后，常规血清学反应（ｓｅｒ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ｒｅａｃｔｉｏｎ）开始得到应用。目前各类抗体标记技术（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的研究和应用更快地推进了免疫学检测技

术的发展。

３．２．１　血清学反应　包括凝集试验（ａｇｇｌｕ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及沉淀

试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等常规免疫学技术。血清学反应是由

于检测反应中所用的抗体是血清抗体而得名。凝集试验是因

使用的抗原为颗粒性抗原，与抗体结合后出现颗粒性凝集现象

而得名，主要用于沙门氏菌及布鲁氏杆菌等的血清学检验，该

方法多用于牛乳腺炎流行病学检测。沉淀试验是由于其抗原

是可溶性抗原，与相应抗体结合后出现可见的沉淀现象而得

名，在牛乳源致病菌检测中应用较少。常规血清学反应的优点

是操作简便，观察直观；其不足是灵敏度较低，对实验室条件要

求较高，批量检测程度较低，人为影响因素较多，不适合现场快

检的需要。

３．２．２　抗体标记技术　抗体标记技术（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ｌａｂｅｌｉｎｇ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是将标记物（荧光素、生物素、酶、胶体金、纳米发光微

球）共价结合到抗体分子上，与待检测目标致病菌（或其亚单位

抗原）特异性结合形成抗原抗体复合物，利用荧光显微镜、酶标

检测仪及发光免疫检测仪进行定性、定量检测的技术。该技术

目前在包括乳品在内的食品安全检测中逐步得到应用，研发出

多种新型技术产品。

（１）酶联免疫吸附试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ｎｚｙｍｅｌｉｎｋｅｄ

ｉｍｍｕｎｏｓｏｒｂｅｎｔａｓｓａｙｓ，ＥＬＩＳＡ）技术是由Ｅｎｇｖａｌｌ和Ｐｅｒｌｍａｎ于

１９７１年首次建立的。根据检测需要，该方法分为直接ＥＬＩＳＡ

和间接ＥＬＩＳＡ。直接ＥＬＩＳＡ由于每检测一种致病菌就得需要

标记一种相应抗体，所以较为繁琐，检测成本高而应用较少；间

接ＥＬＩＳＡ应用相对较广泛，只要标记一种＂二抗＂就可以实施

同种动物多种不同病原的检测，适合于病原或抗原的批量检

测。由于目前普遍采用全自动酶标检测仪和全自动洗板机，

ＥＬＩＳＡ操作的标准化程度明显提升，在内蒙古地区奶牛乳腺炎

致病菌检测中应用较多。内蒙古地区相关科研机构利用分子

细菌学和基因工程技术进行致病菌特异性抗原基因的表达，研

发出多种检测牛乳腺炎无乳链球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的间接

ＥＬＩＳＡ方法并在奶牛乳腺炎病原菌筛查中得到应用，筛查出内

蒙古东部地区几个苏木养牛户（场）奶牛感染的优势性致病菌，

并及时为养牛户提供了有效的防控措施和技术支撑。该方法

的优势为可批量检测，人为误差较小，标准化程度较高，一般在

２～３ｈ内获得检测结果，适用于奶牛乳腺炎病原菌的检测及牛

乳腺炎病原流行病学的筛查。其不足是依赖实验室条件和特

定设备，对操作人员技术要求较高，在基层推广受到一定限制。

（２）胶体金免疫层析快速检测技术：胶体金免疫层析快速

检测技术（ｒａｐｉ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ｃｏｌｌｏｉｄａｌｇｏｌｄｉｍｍｕｎｏ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是在以往荧光素、酶、生物素等三大标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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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之后发展兴起的一种新型标记抗体检测技术，以其便捷快

速、容易观察判别等优势得到推广应用。该方法一般在１０ｍｉｎ

之内获得检测结果，特异、灵敏。如用高性能的单克隆抗体，其

检测灵敏度可达１．０～１０．０ｐｇ／ｍＬ。该技术不依赖特殊条件

和设备，组装成试剂盒就可全天候在奶牛户（场）现场应用，适

合于基层和产地操作，肉眼即可观察结果，对操作人员要求低。

根据目前全球对快速检测技术（ｒａｐｉ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的

界定，在１５ｍｉｎ内获得检测结果的技术称为＂快速检测技术＂，

所以该技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快速检测技术。内蒙古地区相

关研究机构已研发出＂快速检测牛乳中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

的胶体金免疫层析＂、＂快速检测牛乳源无乳链球菌的胶体金免

疫层析试剂盒＂、＂快速检测牛乳中牛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早期标

识物的胶体金免疫层析试剂盒＂等保障内蒙古地区牛乳源安全

的试剂盒产品。

３．３　基因检测技术　近年来，内蒙古地区的科研人员根据检

测目的不同建立了多种不同的基因检测技术，其基本原理均基

于基因体外扩增（ＰＣＲ）技术。内蒙古地区在牛乳源致病菌检

测中主要应用的细菌基因检测技术包括细菌１６ＳｒＤＮＡ鉴定

技术、常规ＰＣＲ检测及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技术。

３．３．１　细菌１６ＳｒＤＮＡ鉴定技术　１６ＳｒＤＮＡ是细菌染色体

上编码１６ＳｒＲＮＡ相对应的ＤＮＡ序列，存在于所有细菌染色

体基因中。选择细菌１６ＳｒＤＮＡ序列作为检测目标是因其基

因序列约１．５ｋｂ，大小适中，且基因序列相对保守稳定。细菌

种属间存在一定差异，能利用测序技术快速得到 ＤＮＡ序列。

利用细菌１６ＳｒＤＮＡ通用引物，以待检细菌的总ＤＮＡ为模板，

经ＰＣＲ扩增获得扩增基因片段，经过测序后比对分析，即可从

分子层面上鉴定分离菌的种属。该方法适于对分离菌株的批

量筛选定属。内蒙古地区相关研究机构利用该技术对临床分

离的乳源致病菌进行筛查，成功鉴定出无乳链球菌、金黄色葡

萄球菌、粪肠球菌、蜡样芽胞杆菌、牛棒状杆菌及大肠埃希菌等

多个不同属的乳源菌株。

３．３．２　常规ＰＣＲ检测 该方法是基于致病菌某一特定保守基

因序列设计检测引物，经常规ＰＣＲ扩增，琼脂糖凝胶电泳鉴定

是否出现阳性扩增条带鉴定的方法，具有方便、快速的特点。

根据不同致病菌的特异基因序列，可以建立多重ＰＣＲ检测方

法，在一个反应中可以检测几种致病菌目标基因，一般３ｈ能

获得检测结果。内蒙古地区相关研究机构根据无乳链球菌的

ｓｉｐ、ｐｇｋ等表面蛋白特异性基因，菌毛岛屿亚基ａｐ１、ａｐ２、ｂｐ等

基因，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纤连蛋白ｎＰＢＡ基因及粪肠球菌的β

溶血素基因ｈｌｙ建立了快速检测相应乳源致病菌的ＰＣＲ分子

检测技术，为检测乳源致病菌提供了方便实用的快检技术，并

在基层养牛户（场）得到推广应用。

３．３．３　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技术　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ｒｅ

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技术，是指在ＰＣＲ指数扩增过程中连续监测荧光

信号的强弱变化实时检测目标基因扩增产物的量，最后通过标

准曲线对模板扩增量进行定量分析的方法。常用的方法为

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荧光染料掺入法）。该方法与常规ＰＣＲ方法相

比，虽然操作繁琐，但在批量进行病原菌目标基因筛查定量检

测中具明显优势。

３．４　全基因组测序技术　通过对细菌全基因组ＤＮＡ测序、拼

接、组装，获得完整基因组信息，并进行功能基因注释以及个性

化分析。该技术对于分离菌株进一步开展基因功能研究、致病

机制及免疫机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开展针对性的解决

本地区乳源安全保障相关研究。该方法的成本较高，但获得的

细菌生态学信息具有独特的价值，有助于全面、深入掌握该地

区乳源致病菌的毒力强弱及资源性基因，找出有效防控的技术

路径。内蒙古地区相关检测机构利用第三代高通量测序技术

完成了对当地奶牛乳腺炎粪肠球菌全基因组基因的测序，结果

显示粪肠球菌全基因组序列全长２９３４４５４ｂｐ，含有３１５１个

基因，存在重要毒力基因溶血素ｃｙｌＡ基因。

４　发展牛乳源致病菌检测技术对我国乳源安全和公共卫生的

意义

对动物性食品的摄取满足了人类的营养需求，同时也伴随

着潜在不良后果。人类由于食用动物的乳、肉等而患病的案例

时有发生。乳品安全问题影响国家公共卫生安全及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奶牛业及乳业是内蒙古地区优势、特色

产业。调查显示，当地奶牛乳房炎主要由金黄色葡萄球菌、无

乳链球菌、粪肠球菌及大肠埃希菌等致病菌引起，均属于重要

的人畜共患致病菌。因此，对于乳源致病菌检测技术的研究具

有重要的乳源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意义。

（１）乳源致病菌检测技术对促进内蒙古地区奶牛业健康发

展、减少广大养牛户（场）的经济损失起到了应有作用。相关研

究团队通过对通辽市科尔沁区、科左后旗、科左中旗、扎鲁特

旗、赤峰市喀喇沁旗等地多个奶牛户（场）的乳腺炎致病菌快速

检测技术的推广应用，为广大奶牛户（场）提供及时、有效的诊

疗服务，为及时分离检测致病菌提供精准诊断。在对致病菌进

行耐药性检测基础上，提供有效的防治方案和措施。目前养牛

户（场）最担心的就是奶牛发生乳房炎。由于过去当地兽医盲

目＂滥用＂抗生素治疗奶牛乳房炎，耐药菌的出现率逐年增多，

使得奶牛乳房炎越来越难治，给养牛户（场）带来巨大的经济损

失。２０１８年通辽市科左中旗宝龙山镇某养牛户共饲养６７头奶

牛，因牛粪肠球菌性乳腺炎导致１７头奶牛遭到淘汰，直接经济

损失３４万元以上。之后获得有效的技术服务，使得该奶牛户

奶牛乳腺炎得到有效的防控，经济效益得到保障。

（２）乳源致病菌检测技术为消费者乳品消费安全提供保

障。内蒙古地区奶牛乳房炎中，１５％～２５％的牛乳房炎乳样能

够检测到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从而证实该致病菌是当地奶

源安全隐患生物因素。通过对内蒙古东部地区主要产奶区牛

乳中的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无乳链球菌流行情况调查分

析显示，该地区牛乳中分离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对氯霉素、氨苄

青霉素表现较高耐药性，检出率在７０％以上的无乳链球菌对链

霉素等抗生素普遍耐药，可能与这类抗生素在临床治疗中被滥

用有关［７］。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分离得到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对

氨曲南的耐药率高，达１００％；其次为青霉素（８０％）、氧氟沙星

（４３．３３％）、头孢西丁（４３．３３％）和美罗培南（４３．３３％）。乳源

粪肠球菌耐药性的潜在危害同样不容忽视，无论是从乳腺炎奶

牛还是从乳品中分离的菌株，在携带关键致病因子溶血素ｃｙｌＡ

基因（β溶血素基因）的同时，还携带多重耐药的β内酰胺酶基

因，表明奶源分离的多重耐药菌株已构成潜在危害。调查显示

有９３．７％的动物源分离菌株携带氯霉素、链霉素、卡那霉素、克

林霉素、四环素等多重耐药基因，多重耐药率达８６．６７％，提示

对乳源耐药性粪肠球菌的快速有效检测对保障消费者的身心

·７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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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与生命安全具有重要意义［２３］。

所以，研究和推广有效的快速检测技术产品，将检疫关前

移，在挤奶的同时检测＂病原奶＂，从乳品的源头进行防控是快

速检测技术的意义所在。个别过敏体质人员接触＂抗奶＂（即含

有抗生素的奶），很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如果不及时采取抢救措

施有一定生命危险［２４］。通过研发和推广便捷的牛乳源致病菌

快速检测试剂盒，使得奶牛乳腺炎得到迅速有效的诊断和治

疗，以减少抗生素的＂滥用＂，减少＂抗奶＂的出现，对于保障抗生

素过敏体质消费者的食乳安全具有现实的公共卫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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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ＢａｌｄａｓｓａｒｒｉＬ，ＣｅｃｃｈｉｎｉＲ，ＢｅｒｔｕｃｃｉｎｉＬ，ｅｔａｌ．Ｅｎｔｅｒｏｃｏｃｃｕｓｐｐ．

ｐｒｏｄｕｃｅｓｓｌｉｍｅａｎｄｓｕｒｖｉｖｅｓｉｎｒａｔ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Ｊ］．Ｍｅｄ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０１，１９０（３）：１１３－２０．

［２１］　ＷｉｏｌｅｔａＣＷ，ＡｎｎａＺ，？ｕｃｊａ？Ｔ．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ｔｉｍｉ

ｃｒｏｂｉ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ｂｉｏｆｉｌｍ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ｎｔｅｒｏｃｏｃｃｕｓｓｐｐ．ｉｓｏ

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ｒｅｔａｉｌｓｈｒｉｍｐｓ［Ｊ］．ＬＷＴ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２０１６，６９（６）：１１７－２２．

［２２］　ＷｉｏｌｅｔａＣＷ，ＡｎｎａＺ，？ｕｃｊａ？Ｔ．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Ｅｎｔｅｒｏ

ｃｏｃｃｕｓｓｐｐ．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ｉｎｆｏｏｄ［Ｊ］．ＬＷＴ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７５（１）：６７０－６．

［２３］　ＴａｎＳＣ，ＣｈｏｎｇＣＷ，ＪｕＴｅｈＣＳ，ｅｔａｌ．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

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犈狀狋犲狉狅犮狅犮犮狌狊犳犪犲犮犪犾犻狊ａｎｄ犈狀狋犲狉狅犮狅犮犮狌狊犳犪犲犮犻

狌犿ｉｎｔｈｅｐｉｇｓ，ｆａｒｍｅｒｓａｎｄｆａｒｍ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ｉｎＭａｌａｓｉａ［Ｊ］．

ＰｅｅｒＪ，２０１８，６：ｅ５３５３．

［２４］　ＡｓｈｒａｆＡ，ＩｍｒａｎＭ．Ｃａｕｓｅｓ，ｔｙｐｅｓ，ｅｔ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ｇｅｎｔｓ，ｐｒｅｖａ

ｌｅｎｃ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ｈｕｍａｎ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ｂｏｖｉｎｅｍａｓｔｉｔｉｓ［Ｊ］．Ａｎｉｍ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ｓＲｅｖ，

２０２０，１３（２）：１－１４．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４１２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００６２２

·８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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