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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拟杆菌在抗水产病原菌中的应用

(57)摘要

一种脆弱拟杆菌在抗水产病原菌中的应用，

包括脆弱拟杆菌在制备用于水产病原菌的抗菌

药物中的应用及含有该脆弱拟杆菌的药物组合

物及饲料添加剂。所述脆弱拟杆菌包括脆弱拟杆

菌活菌体、灭活脆弱拟杆菌、脆弱拟杆菌裂解物

和/或脆弱拟杆菌培养上清液。本发明的脆弱拟

杆菌在水产养殖中的应用，通过实验证明，脆弱

拟杆菌对水产病原菌如副溶血弧菌、灿烂弧菌、

哈氏弧菌、鳗弧菌或铜绿假单胞菌均具有较强的

抑制效果，不产生耐药性，且安全无毒。同时，含

有脆弱拟杆菌的用于抗水产病原菌的药物组合

物、饲料添加剂，也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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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脆弱拟杆菌在制备用于水产病原菌的抗菌药物中的应用；

所述水产病原菌为副溶血弧菌、灿烂弧菌、哈氏弧菌、鳗弧菌或铜绿假单胞菌；

所述脆弱拟杆菌为保藏号为CGMCCNo .10685的脆弱拟杆菌ZY-312、保藏号为

CGMCCNO.7280的脆弱拟杆菌Bd312或脆弱拟杆菌标准株ATCC25285。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脆弱拟杆菌包括脆弱拟杆菌活菌体、灭

活脆弱拟杆菌、脆弱拟杆菌裂解物和/或脆弱拟杆菌培养上清液。

3.一种用于抗水产病原菌的饲料添加剂，其特征在于，所述饲料添加剂含有脆弱拟杆

菌；所述水产病原菌为副溶血弧菌、灿烂弧菌、哈氏弧菌、鳗弧菌或铜绿假单胞菌；所述脆弱

拟杆菌为保藏号为CGMCCNo.10685的脆弱拟杆菌ZY-312、保藏号为CGMCCNO.7280的脆弱拟

杆菌Bd312或脆弱拟杆菌标准株ATCC25285。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饲料添加剂，其特征在于，所述脆弱拟杆菌包括脆弱拟杆菌活菌

体、灭活脆弱拟杆菌、脆弱拟杆菌裂解物和/或脆弱拟杆菌培养上清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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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拟杆菌在抗水产病原菌中的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微生物技术领域，特别是脆弱拟杆菌在水产养殖中的应用，具体为脆

弱拟杆菌在抗水产病原菌中的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水产养殖业的不断发展。工厂化、高密度养殖造成的病害问题日益突出。

每年因水产病害造成的损失多达数百亿元。而治疗水产动物的疾病，常规仍广泛采用化学

治疗法，抗生素的滥用使水体细菌产生抗药性及药物残留，间接危害了人类的健康。因此，

越来越多的专家开始关注利用自然环境中有益微生物对水产养殖环境的生物修复，以此来

取代抗生素的使用，这样不仅节约了费用，还不会产生二次污染，而且还能将剩余饵料、排

泄物及其他有害物质分解转化，使水质保持良好的状态，使养殖生物处于健康水平。

[0003] 因此，有益微生物对水产养殖环境的生物修复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具有极其广阔的

前景，在水产养殖领域的应用也会越来越广泛，同时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随着

规模化、集约化水产养殖业的迅速发展，水产养殖病害频繁发生，为了控制疾病，一些抗生

素药物在水产养殖中被广泛使用和滥用，不仅造成环境中药物残留、细菌耐药性增加，而且

由于水体环境的流动性，耐药基因更容易水平转移，造成更多耐药株的出现。为了应对耐药

性，养殖中不得不加大用量并不断更换药物种类，进而造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药物的大量

使用，药物在水产动物体内残留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也日益引起关注。为了应对这些问题，

采用替代的生物防治措施成为当前水产养殖的热点，其中益生菌的应用在水产养殖中越来

越受到重视，它们不仅具有抑制细菌性病原的作用，还具有促进水产养殖动物生长、改善免

疫等作用。

[0004] 益生菌(Probiotics)是一类对宿主有益的活性微生物，是定植于人体或动物肠

道、生殖系统内，能产生确切健康功效从而改善宿主微生态平衡、发挥有益作用的活性有益

微生物的总称。其主要通过改善宿主肠道微生物菌群的平衡而发挥作用。它具有改善肠道

菌群结构，抑制病原菌，生成营养物质，提高机体免疫力，消除致癌因子，降低胆固醇和血

压，改善乳糖消化性等功能。Fuller于1989年首次给益生菌下定义：“益生菌是通过改善肠

道菌群平衡而对宿主健康产生有益作用的活菌添加剂”。

[0005] 人类生活中早已广泛应用的益生菌包括醋酸梭菌、乳酸菌、双歧杆菌、嗜酸乳杆

菌、放线菌、酵母菌等。随着微生物防害方法的发展，特别是益生菌在取代传统抗生素的使

用的前景，使得益生菌及其制剂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水产养殖业。目前水产养殖类的益生

菌及其制剂主要分为两类：

[0006] 1、单一制剂，如酵母菌、光合细菌、乳酸菌、乳酸杆菌、乳酸乳球菌、荧光假单胞菌、

芽孢杆菌等；

[0007] 2、复合制剂，如美菌方、复合型活性生物净水剂等，主要有硝化细菌和反硝化细

菌、枯草杆菌、乳酸杆菌、双歧杆菌、假单胞菌、粪链球菌、酵母菌等菌株组成。该类益生菌群

由定向筛选的有益菌株配合而成，能够改善水产动物体内的微生态平衡，刺激机体的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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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拮抗致病微生物，降解有机废物，从而减少疾病发生，促进水产动物生长发育，改善养

殖生态环境。

[0008] 大量研究与实践证明，益生菌在水产养殖的应用中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如从虾等

动物体内分离得到的多株益生菌，从而制成的微生物复合菌液可以改良底质，稳定水质，是

保证养殖成功的重要技术。由于没有再施用化学药剂，因而生产出来的水产品是比较完全

和无污染的绿色食品，并可避免水产品产生抗药性。多年连续使用菌液的水体必定能形成

有效微生物菌群的生态优势，达到水环境的良性循环，保证对水产品养殖的持续发展。

[0009] 脆弱拟杆菌是一种专性厌氧细菌，依培养基的不同和生长阶段的不同，菌体形态

呈现多形性，一般条件下菌体为杆状、两端钝圆、着色深，中间色浅且不均匀，有荚膜、无芽

胞、无动力，有些有空泡，菌体长短不一。脆弱拟杆菌作为人及动物肠道正常菌群的一部分，

主要存在于结肠中。此外，呼吸道、胃肠道及泌尿生殖道粘膜也可定植生长。脆弱拟杆菌作

为一种条件致病菌，当宿主粘膜受损时，可侵犯粘膜下层，引起感染，也可经血液流动，引起

身体其它器官，如肠道、腹腔、肝、肺、脑组织、软组织、骨髓等的化脓性感染并伴发脓肿。

[0010] 本领域已经对脆弱拟杆菌进行了大量研究。张季阶从发育良好的婴儿或低龄动物

肠道中分离出一种拟杆菌菌株BF839，将其制成活菌制剂后能够增加儿童生长发育，对防治

急慢性肠炎、菌群失调、上呼吸道感染和神经官能症等较好疗效(参见公开号为CN1056314A

的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及：张季阶，等.脆弱拟杆菌(BF839)菌液的临床应用研究.中国生物

制品学杂志，1995年，第8卷，第2期，第63-65页)。智发朝等在2012年从婴儿粪便中分离出一

种具有益生菌特性的脆弱拟杆菌菌株(保藏号为CGMCC  NO.7280)，可用于治疗炎症性肠病、

腹泻等(参见公开号为CN103146620A，CN103142658A及CN103156888A的中国发明专利申

请)；此外，经对该菌株的进一步鉴定，发现该菌株(称为Bd312)在细菌形态、培养特性、生理

生化反应结果与脆弱拟杆菌相似，经BLASTN序列比对，所分离菌株与脆弱拟杆菌标准株

ATCC25285同源性达99％，药敏实验提示，菌株Bd312对头孢拉定、阿莫西林、庆大霉素、磺胺

甲嗯唑、甲氧苄啶不敏感，急慢性毒性试验提示无毒性(参见：刘洋洋，等.健康婴儿体内的

无毒脆弱拟杆菌的分离及鉴定.中华医学杂志，2014年，第94卷，第30期，第2372-2374页)。

但是目前尚无脆弱拟杆菌应用于水产病原菌防治的报道。

[0011] 市场上水产用益生菌产品，名目繁多，层出无穷，但是概括起来存在以下问题：

[0012] (1)水产益生菌产品以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蜡样芽孢杆菌为常见，少见

其它类型细菌，有待增加不同种属益生菌；

[0013] (2)常见水产益生菌产品中菌株抑菌效果不明确，而抑菌效果是评价益生菌的核

心指标。

发明内容

[001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脆弱拟杆菌在抗水产病原菌中的应用，包

括脆弱拟杆菌在制备用于水产病原菌的抗菌药物中的应用及含有该脆弱拟杆菌的药物组

合物及饲料添加剂。

[001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脆弱拟杆菌在制备用于水产病原菌的抗菌

药物中的应用。

[0016] 上述的应用，其中，所述脆弱拟杆菌包括脆弱拟杆菌活菌体、灭活脆弱拟杆菌、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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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拟杆菌裂解物和/或脆弱拟杆菌培养上清液。

[0017] 上述的应用，其中，所述水产病原菌为副溶血弧菌、灿烂弧菌、哈氏弧菌、鳗弧菌或

铜绿假单胞菌。

[0018] 上述的应用，其中，所述脆弱拟杆菌为保藏号为CGMCC  No.10685的脆弱拟杆菌ZY-

312、保藏号为CGMCC  NO.7280的脆弱拟杆菌Bd312或脆弱拟杆菌标准株ATCC25285。

[0019] 为了更好地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用于抗水产病原菌的药物组合

物，其中，所述药物组合物含有药学有效剂量的脆弱拟杆菌。

[0020] 上述的药物组合物，其中，所述脆弱拟杆菌包括脆弱拟杆菌活菌体、灭活脆弱拟杆

菌、脆弱拟杆菌裂解物和/或脆弱拟杆菌培养上清液。

[0021] 上述的药物组合物，其中，所述脆弱拟杆菌为保藏号为CGMCC  No.10685的脆弱拟

杆菌ZY-312、保藏号为CGMCC  NO.7280的脆弱拟杆菌Bd312或脆弱拟杆菌标准株ATCC25285。

[0022] 为了更好地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用于抗水产病原菌的饲料添加

剂，其中，所述饲料添加剂含有脆弱拟杆菌。

[0023] 上述的饲料添加剂，其中，所述脆弱拟杆菌包括脆弱拟杆菌活菌体、灭活脆弱拟杆

菌、脆弱拟杆菌裂解物和/或脆弱拟杆菌培养上清液。

[0024] 上述的饲料添加剂，其中，所述脆弱拟杆菌为保藏号为CGMCC  No.10685的脆弱拟

杆菌ZY-312、保藏号为CGMCC  NO.7280的脆弱拟杆菌Bd312或脆弱拟杆菌标准株ATCC25285。

[0025] 本发明的技术效果在于：

[0026] 本发明通过在多种疾病模型中对脆弱拟杆菌的作用进行检测和鉴定，证明脆弱拟

杆菌对水产病原菌具有较强的抑制效果。脆弱拟杆菌对水产病原菌如副溶血弧菌、灿烂弧

菌、哈氏弧菌、鳗弧菌或铜绿假单胞菌均具有较强的抑制效果，不产生耐药性，且安全无毒。

本发明为抑制水产病原菌提供了新的选择，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0027]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描述，但不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脆弱拟杆菌形态图(油镜、1000×)。

[0029] 脆弱拟杆菌(Bacteroides  fragilis)ZY-312于2015年4月2日保藏于中国微生物

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CGMCC)，其保藏编号为CGMCC  No.10685，保藏地址为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1号院3号。

[0030] 脆弱拟杆菌(Bacteroides  fragilis)Bd312于2013年3月12日保藏于中国微生物

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CGMCC)，其保藏编号为CGMCC  NO.7280，保藏地址为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1号院3号。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结构原理和工作原理作具体的描述：

[0032] 参见图1，图1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脆弱拟杆菌形态图(油镜、1000×)。本发明提供

一种脆弱拟杆菌在制备用于水产病原菌的抗菌药物中的应用。其中，所述脆弱拟杆菌包括

脆弱拟杆菌活菌体、灭活脆弱拟杆菌、脆弱拟杆菌裂解物和/或脆弱拟杆菌培养上清液等。

所述水产病原菌为副溶血弧菌、灿烂弧菌、哈氏弧菌、鳗弧菌或铜绿假单胞菌。本实施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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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脆弱拟杆菌优选为保藏号为CGMCC  No .10685的脆弱拟杆菌ZY-312，也可为保藏号为

CGMCC  NO .7280的脆弱拟杆菌Bd312或脆弱拟杆菌标准株ATCC25285。脆弱拟杆菌

(Bacteroides  fragilis)ZY-312于2015年4月2日保藏于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

普通微生物中心(CGMCC)，其保藏编号为CGMCC  No.10685，保藏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

路1号院3号。脆弱拟杆菌(Bacteroides  fragilis)Bd312于2013年3月12日保藏于中国微生

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CGMCC)，其保藏编号为CGMCC  NO.7280，保藏地址

为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1号院3号。

[0033]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用于抗水产病原菌的药物组合物，所述药物组合物含有药学

有效剂量(106-1010CFU，优选为109CFU)的脆弱拟杆菌。其中，所述脆弱拟杆菌包括脆弱拟杆

菌活菌体、灭活脆弱拟杆菌、脆弱拟杆菌裂解物和/或脆弱拟杆菌培养上清液。所述脆弱拟

杆菌为保藏号为CGMCC  No.10685的脆弱拟杆菌ZY-312，也可为保藏号为CGMCC  NO.7280的

脆弱拟杆菌Bd312或脆弱拟杆菌标准株ATCC25285。

[0034]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用于抗水产病原菌的饲料添加剂，所述饲料添加剂含有脆弱

拟杆菌。所述脆弱拟杆菌包括脆弱拟杆菌活菌体、灭活脆弱拟杆菌、脆弱拟杆菌裂解物和/

或脆弱拟杆菌培养上清液。所述脆弱拟杆菌为保藏号为CGMCC  No.10685的脆弱拟杆菌，也

可为保藏号为CGMCC  NO.7280的脆弱拟杆菌Bd312或脆弱拟杆菌标准株ATCC25285。下面通

过多个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予以说明。

[0035] 实施例1脆弱拟杆菌ZY-312培养

[0036] 试剂和仪器如下表所述：

[0037]

[0038] 培养方法

[0039] 步骤1：取一支冻干保存菌种(ZY-312、Bd-312或ATCC25285，其方法相同，故不一一

例举)，加入200μL  TSB培养基，复溶，吸取20μL血平皿划线，用厌氧罐气体控制系统抽气后

在生化培养箱中37℃、厌氧培养48h；

[0040] 步骤2：挑取单克隆菌落接入10mL  TSB培养基，加入5％(v/v)肽牛血清，生化培养

箱中37℃、厌氧培养1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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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步骤3：取1瓶500mL  TSB培养基，分别加入5％(v/v)肽牛血清，接入1％(v/v)菌种，

生化培养箱中37℃、厌氧培养48h；

[0042] 步骤4：取菌液离心，用离心机进行离心，离心条件为6000rpm、10min。用生理盐水

洗涤2次，最后用生理盐水复溶菌泥备用并进行活菌计数。

[0043] 步骤5：染色镜检，采用革兰氏染色法，油镜下观察，为革兰氏阴性杆菌(参见图1)。

[0044] 实施例2脆弱拟杆菌对水产病原菌的抑制作用

[0045] 1、病原菌平板制备

[0046] 步骤1：将副溶血弧菌、灿烂弧菌、哈氏弧菌、鳗弧菌或铜绿假单胞菌用TSB液体培

养基于28℃培养至OD600＝0.8-1.0；

[0047] 步骤2：取200μL培养液，用离心机进行离心，离心条件为6000-8000rpm，室温离心

3-5min，弃上清，沉淀用200μL无菌生理盐水重新悬浮；

[0048] 步骤3：将副溶血弧菌、灿烂弧菌、哈氏弧菌、鳗弧菌或铜绿假单胞菌悬浮液分别涂

布在TSA固体培养基平皿，于28℃分别固定2-3h。

[0049] 2、点种

[0050] 步骤1：取培养至OD600＝0.8-1.0的ZY-312、Bd312或ATCC25285培养液(经过病原菌

平板制备的步骤2洗涤、重悬)、生理盐水(PBS)各20μL，分别点在涂满病原菌的平板上(即上

述步骤3获得的TSA固体培养基平皿)；

[0051] 步骤2：在生化培养箱中28-30℃培养2-3h，待点种液被培养基吸收后，置于28℃的

培养箱中倒置过夜培养24-48h。

[0052] 3、结果

[0053] 对照PBS的结果，观察脆弱拟杆菌在各病原菌平板上的生长及抑菌圈的产生情况。

如下表所示，发现脆弱拟杆菌对于所检测的细菌，都产生了明显的抑菌圈。而PBS则未见明

显的抑菌圈产生。

[0054] 脆弱拟杆菌与PBS对水产病原菌的抑制作用对照表

[0055]

  副溶血弧菌 灿烂弧菌 哈氏弧菌 鳗弧菌 铜绿假单胞菌

ZY-312 +++ +++ ++ +++ ++

Bd312 +++ ++ +++ +++ +

ATCC25285 +++ ++ +++ +++ ++

PBS - - - - -

[0056] 其中，“﹢﹢﹢”表示抑菌圈的直径为0 .8-1 .3cm；“﹢﹢”表示抑菌圈的直径为0 .6-

0.8cm；“﹢”表示抑菌圈的直径为0.4-0.6cm；“-”表示无抑菌圈产生。上述符号在本发明其他

实施例中表达同样的含义。

[0057] 实施例3脆弱拟杆菌ZY-312对水产病原菌的抑制作用

[0058] 1、培养方法

[0059] 脆弱拟杆菌ZY-312培养方法同实施例1。

[0060] 2、样品准备

[0061] 1)脆弱拟杆菌ZY-312活菌体的制备

[0062] 步骤1：取一支脆弱拟杆菌ZY-312的冻干保存菌种，加入200μL  TSB培养基，复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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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取20μL血平皿划线，经厌氧罐气体控制系统抽气后，在生化培养箱中37℃、厌氧培养48h；

[0063] 步骤2：挑取单克隆菌落接入10mL  TSB培养基，加入5％(v/v)肽牛血清，在生化培

养箱中37℃、厌氧培养12h；

[0064] 步骤3：取1瓶500mL  TSB培养基，分别加入5％(v/v)肽牛血清，接入1％(v/v)菌种，

在生化培养箱中37℃、厌氧培养48h；

[0065] 步骤4：取菌液离心，用离心机进行离心，离心条件为6000rpm、10min。用生理盐水

洗涤2次，最后用生理盐水复溶菌泥备用并进行活菌计数。

[0066] 2)脆弱拟杆菌灭活菌体

[0067] 采用喷雾干燥机，在温度65℃进行喷雾干燥处理，获得干燥灭活菌体。取1g菌粉溶

解于100mL生理盐水中。

[0068] 3)脆弱拟杆菌裂解液

[0069] ZY-312培养菌液，采用超声破碎仪进行超声破碎处理，破2秒，停5秒，持续20分钟，

获得脆弱拟杆菌裂解液。

[0070] 4)脆弱拟杆菌培养上清液

[0071] ZY-312培养菌液，用离心机进行离心，离心条件为6000rpm、10min、4℃，离心取上

清，获得脆弱拟杆菌培养上清液。

[0072] 3、抑菌试验

[0073] 1)病原菌平板制备

[0074] 将副溶血弧菌、灿烂弧菌、哈氏弧菌、鳗弧菌或铜绿假单胞菌用TSB液体培养基于

28℃培养至OD600＝0.8-1.0，取200μL培养液，用离心机进行离心，离心条件为6000-8000rpm

室温离心3-5min，弃上清，沉淀用200μL无菌PBS重新悬浮。将副溶血弧菌、灿烂弧菌、哈氏弧

菌、鳗弧菌或铜绿假单胞菌悬浮液分别涂布在TSA固体培养基于28℃，分别固定2-3h。

[0075] 2)点种

[0076] 取培养至OD600＝0.8-1.0的ZY-312活菌体(经过洗涤、重悬)、灭活菌体、裂解液、培

养上清、PBS各20μL，分别点在涂满病原菌的上述TSA固体培养基平板上。28-30℃培养2-3h，

待点种液被培养基吸收后，置于28℃的培养箱中倒置过夜培养24-48h。

[0077] 4、结果

[0078] 对照PBS的结果，观察脆弱拟杆菌在各病原菌平板上的生长及抑菌圈的产生情况。

如下表所示，发现脆弱拟杆菌活菌体、灭活菌体、裂解液、培养上清对于所检测的细菌，都产

生了明显的抑菌圈。而PBS则未见明显的抑菌圈产生。

[0079] 脆弱拟杆菌ZY-312及PBS对水产病原菌的抑制作用对照表

[0080]

  副溶血弧菌 灿烂弧菌 哈氏弧菌 鳗弧菌 铜绿假单胞菌

活菌体 +++ +++ ++ +++ ++

灭活菌体 ++ + ++ ++ +

裂解液 +++ +++ ++ ++ ++

培养上清 +++ ++ +++ +++ +

PBS - - - - -

[0081] 由上述结果可知，脆弱拟杆菌对水产病原菌的副溶血弧菌、灿烂弧菌、哈氏弧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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鳗弧菌或铜绿假单胞菌均具有明显抑菌作用。其活菌体、灭活菌体、裂解液、培养上清均可

用于水产养殖类病害的防控及新型抗菌物质的开发，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0082] 本发明的脆弱拟杆菌在水产养殖中的应用，通过实验第一次证明，脆弱拟杆菌对

水产病原菌如副溶血弧菌、灿烂弧菌、哈氏弧菌、鳗弧菌或铜绿假单胞菌均具有较强的抑制

效果，不产生耐药性，且安全无毒。同时，含有脆弱拟杆菌的用于抗水产病原菌的药物组合

物、饲料添加剂，也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作用。

[0083] 当然，本发明还可有其它多种实施例，在不背离本发明精神及其实质的情况下，熟

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当可根据本发明作出各种相应的改变和变形，但这些相应的改变和变

形都应属于本发明所附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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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10

CN 105434477 B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RA
	DRA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