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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君彪，黄苓，冷董碧

(武汉兴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湖北武汉430214)

摘要：本文旨在研究不同抗生素对产气荚膜梭茵的抑茵试验，筛选出对产气荚膜梭茵抑茵敏感性强的药物，帮助

饲料、养殖企业选择抗生素控制产气荚膜梭茵提供理论依据。试验选择恩拉霉素、维吉尼亚霉素、杆茵肽锌、金霉素、

阿维拉霉素、那西肽、林可霉素等7种生产中较常用的抗生素，采用试管稀释法对鸡源产气荚膜梭茵CVCC52标

准株和猪源产气荚膜梭茵CVCC2038标准株进行抑茵试验。试验结果表明：(1)除金霉素外，其他药物对鸡源和猪

源产气荚膜梭茵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2)恩拉霉素的抑制作用最强，对CVCC52的MIC为o．6斗g／mL，对

CVCC2038的MIC为0．2斗g／mL；(3)其次为阿维拉霉素，对CVCC2038的MIC为o．25斗g／mL；(4)维吉尼亚霉

素次之，对CVCC52的MIC为o．8斗g／mL，对CVCC2038的MIC为o．8斗g／mL。通过对以上7中抗生素对产气

荚膜梭茵的抑茵试验结果表明，恩拉霉素对产气荚膜梭茵的抑茵效果最佳。

关t词：抗生素；抑茵试验；鸡源产气荚膜梭茵CVCC52标准株；猪源产气荚膜梭茵CVCC2038标准株；

最低抑茵浓度(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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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气荚膜梭菌又称魏氏梭菌，是土壤微生物之一，也

是动物肠道的寄居菌。正常情况下产气荚膜梭菌不致病，

在不利的条件下，如卫生条件差、饲养管理不良、饲料突

然改变或搭配不当、粗纤维不足，使畜禽肠道内环境发生

改变，肠道正常菌群破坏，则产气荚膜梭菌大量繁殖，并

产生毒素而引起发病。依据该菌所产生的毒素不同，可将

该菌分为A、B、C、D和E 5个型。通常A或C型产气荚

膜梭菌可引起家禽的坏死性肠炎，c型多导致仔猪坏死性

肠炎。为让饲料、养殖企业有效的降低产气荚膜梭菌带来

的损失，本试验就常用的几种抗生素对产气荚膜梭菌的抑

菌效果作一比较，探索在不同剂量下是否会带来不一样的

抑菌效果，帮助饲料、养殖企业选择抗生素控制产气荚膜

梭菌提供理论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试验材料

1．1．1试验菌株

鸡源产气夹膜梭菌CVCC52、猪源产气夹膜梭菌

CVCC2038：购自国家兽医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

1．1．2培养基

厌氧菌琼脂培养基：购自北京中海生物科技公司。

1．1．3试验药

衰1试验药物分组

圆

圈

盈

l嘲

4％恩拉霉素

50％缝寝；l已亚霉寨

15％杆菌肽锌

15％金曩鬃

10％阿维拉霉素

1％韶西肽

11％林可霉素

注：(1)4％恩拉霉素预混剂：武汉兴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2)50％维吉尼亚霉素预混剂、15％杆菌肽锌预混剂、15％

金霉素预混剂、lO％阿维拉霉素预混剂，1％预混剂那

西肽，1 1％林可霉素预混剂：均由田内某养殖一条龙企

业集团提供。

1．2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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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供试菌株的培养 从图1可以看出前3只试管中的溶液澄清透明，说明

产气夹膜梭菌CVCC52和CVCC2038进行传代培养备用。

1．2．2药物有效成分的提取

根据兽药质量标准，将进行抑菌试验的药物进行处理，

提取出药物的有效成分备用。

1．2．3采用试管稀释法测定七种药物的最低抑茵浓度(MIC)

将提取出的药物的有效成分进行一系列不同倍数稀释，

加入含有产气夹膜梭菌CVCC52和CVCC2038的厌氧菌琼

脂培养基中，使各种药物在试管中的终浓度如表2，含有

细菌和药物的试管于36℃培养箱中过夜培养，通过肉眼

观察判定细菌生长情况。经培养后，如试管中的溶液澄清

透明，说明没有细菌生长，如营养肉汤变混浊，说明有细

菌生长。通过细菌是否生长来判定药物的MIC。

表2 7种药物在试管中的终浓度

没有细菌生长，后7只试管中的溶液浑浊，而且伴有气泡

产生，说明有产气荚膜梭菌生长。因此，本试验中恩拉霉

素对鸡源产气荚膜梭菌CVCC52的最小抑菌浓度(MIC)为

0．6 IX g／mL。

2．1．2恩拉霉素对猪源产气荚膜梭菌CVCC2038的抑茵试

验结果

从图1可以看出前5只试管中的溶液澄清透明，说明

没有细菌生长，后5只试管中的溶液浑浊，而且伴有气泡

产生，说明有产气荚膜梭菌生长。因此本试验中恩拉霉素

对猪源产气荚膜梭菌CVCC2038的最小抑菌浓度(MIC)为

O．2斗g／mL。

2．2维吉尼亚霉素对产气夹膜梭菌的抑菌试验结果(图2)

鸡源产气荚膜
梭菌CVCC52

注：抗生素的试验浓度最初设定的梯度一致，后来根据初步试验结

果进行了浓度梯度的调整。 猪源产气要膜
援菌CV((12038

2试验结果

2．1恩拉霉素对产气夹膜梭菌的抑茵试验结果(图1)

鸡源产气荚膜
棱菌CVCC52

猪源产气荚膜
梭菌CVCC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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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恩拉霉素对鸡源或猪源产气荚膜梭菌的抑菌效果

2．1．1恩拉霉素对鸡源产气荚膜梭茵CVCC52的抑茵试验

结果

二3==3=二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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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维吉尼亚霉素对鸡源或猪源产气荚膜梭菌的抑菌效果

2．2．1维吉尼亚霉素对鸡源产气荚膜梭菌CVCC52的抑茵

试验结果

从图2可知前6只试管中的溶液澄清透明，没有细菌

生长，后4只试管中的溶液浑浊，说明有产气荚膜梭菌生长。

因此本试验中维吉尼亚霉素对鸡源产气荚膜梭菌CVCC52

的最小抑菌浓度(MIC)为O．8斗g／mL。

2．2．2维吉尼亚霉素对猪源产气荚膜梭茵CVCC2038的抑

茵试验结果

从图2可知前6只试管中的溶液澄清透明，没有细菌

生长，后4只试管中的溶液均有不同程度浑浊现象，并且

均伴有气泡生成情况，说明有产气荚膜梭菌生长。因此本

试验中维吉尼亚霉素对猪源产气荚膜梭菌CVCC2038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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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抑菌浓度(MIC)为0．8斗g／mL。

2．3杆菌肽锌对产气夹膜梭菌的抑菌试验结果(图3)

鸡源产气荚膜
梭菌(VCC52

猪源产气荚膜
梭菌C’VCC203

=]j j二

二己二3匹
‘’ ^·

·· ：r ‘

立L二-J 1．三

药物浓匿：8 6 4 2 O u峪，mL

图3杆菌肽锌对鸡源或猪源产气荚膜梭菌的抑菌效果

2．3．1杆菌肽锌对鸡源产气荚膜梭菌CVCC52的抑菌试验

结果

由于进行了初步的筛选试验，因此在本试验中，杆菌

肽锌设定的梯度范围较窄。从图3可看出，前2只试管中

的溶液澄清透明，没有产气荚膜梭菌生长，后3只试管中

的培养剂溶液浑浊，并伴有少量的气泡生成，说明有产气

荚膜梭菌生长。因此在本试验中杆菌肽锌对鸡源产气荚膜

梭菌CVCC52的最小抑菌浓度(MIC)为6斗g／mL。

2．3．2杆菌肽锌对猪源产气荚膜梭菌CVCC2038的抑菌试

验结果

从图3可知前3只试管中的溶液澄清透明，没有产气

荚膜梭菌生长，后2只试管中的溶液有不同程度的浑浊现

象，并且均伴有少量气泡产生，说明有细菌生长。因此在

本试验中杆菌肽锌对猪源产气荚膜梭菌CVCC2038的最小

抑菌浓度(MIC)为4斗g／mL。

2．4金霉素对产气夹膜梭茵的抑茵试验结果(图4)

2．4．1金霉素对鸡源产气荚膜梭菌CVCC52的抑茵试验结果

从图4中可以看到，在本试验设定的金霉素梯度范围

内的所有试管中的溶液均呈现浑浊状态，说明均有细菌生

长。因此在本试验中金霉素对鸡源产气荚膜梭菌CVCC52

的最小抑菌浓度(MIC)大于200斗g／mL。

2．4．2金霉素对猪源产气荚膜梭菌CVCC2038的抑菌试验

结果

玛源产气荚膜
睦菌Ck,【(52

措源P气荚膜

愎菌cvL('2038

=；三)[=刁E=习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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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金霉素对鸡源或猪源产气荚膜梭菌的抑菌效果

从图4可以看到，10只试管中的溶液均呈现浑浊状，

并伴有大量的气泡产生，第一只试管中在底部呈现少量浑

浊样，并伴有气泡产生，说明这10只试管中，均有细菌生长。

因此本试验中金霉素对猪源产气荚膜梭菌CVCC2038的最

小抑菌浓度(MIC)为大于200斗g／mL。

2．5阿维拉霉素对产气夹膜梭菌的抑菌试验结果(图5)

鸡糠二’≯孽

梭苗LⅥL 52

猪壕产一。薹臻
梭菌(V((2038

；习崾夏j聂；荟；j

罩蜃≤；孕；量i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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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阿维拉霉素对鸡源或猪源产气荚膜梭菌的抑菌效果

2．5．1阿维拉霉素对鸡源产气荚膜梭菌CVCC52的抑茵试

验结果

从图5可知前2只试管中的溶液澄清透明，没有细菌

生长，后8只试管中的溶液呈现浑浊样，说明有产气荚膜

梭菌生长。因此本试验中阿维拉霉素对鸡源产气荚膜梭菌

CVCC52的最小抑菌浓度(MIC)为5斗g／mL。

2．5．2阿维拉霉素对猪源产气荚膜梭菌CVCC2038的抑茵

试验结果

从图5可知前5只试管中的溶液澄清透明，没有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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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生成，说明有产气荚膜梭菌生长。因此本试验中阿维拉 广 一]rj了_■_-_，．：．_霉素0．对25猪p源g／产mL气。荚膜梭菌cVcc2038的最小抑菌浓度mK’藿蓄瑟鬻-童雪雪蓄童宣i宣i宣宣i谴苗。、．⋯二■iii|■■—●■■■—■■■_

鸡源产气荚膜
梭菌CVCC52

猪源产气荚膜
梭菌CVCC2038

三3三三刁压三习匹匿

药彻浓度 】0 H h 4 1 f)h l】4⋯)j fI雌『11

图6那西肽对鸡源或猪源产气荚膜梭菌的抑菌效果

2．6．1那西肽对鸡源产气荚膜梭茵CVCC52的抑菌试验结果

从图6可知前5只试管中的溶液澄清透明，没有细菌

生长，后5只试管中的溶液均呈现浑浊状，说明有产气荚

膜梭菌生长。因此本试验中那西肽对鸡源产气荚膜梭菌

CVCC52的最小抑菌浓度(M1C)为2斗g／mL。

2．6．2那西肽对猪源产气荚膜梭茵CVCC2038的抑菌试验

结果

从图6可知前5只试管中的溶液澄清透明，没有细菌

生长，后5只试管中的溶液均呈现浑浊样，并且均伴有气

泡生成，说明有产气荚膜梭菌生长。因此本试验中那西肽

对猪源产气荚膜梭菌CVCC2038的最小抑菌浓度(MIC)为

2 ug／mL。

217林可霉素对产气夹膜梭菌的抑茵试验结果(图7)

2．7．1林可霉素对鸡源产气荚膜梭茵CVCC52的抑茵试验

结果

从图7可知前3只试管中的溶液澄清透明，没有细菌

生长，其余试管中的溶液均呈现浑浊状，说明有产气荚膜

梭菌生长。因此本试验中林可霉素对鸡源产气荚膜梭菌

CVCC52的最小抑菌浓度(MIC)为100斗g／mL。

2．7．2林可霉素对猪源产气荚膜梭菌CVCC2038的抑菌试

验结果

药物浓匪：200 150 I【Io 舢 60 0．6 0．4 0．u5 0 lag／mL

图7林可霉素对鸡源或猪源产气荚膜梭菌的抑菌效果

从图7中可以看出，前5只试管中的溶液澄清透明，

没有细菌生长，其余试管中的溶液均呈现浑浊样，并且均

伴有大量气泡生成，说明有细菌生长。因此本试验中林可

霉素对猪源产气荚膜梭菌CVCC2038的最小抑菌浓度(MIC)

为60“g／mL。

3结论

i=l{=验结果汇总(表3)

表3 7种药物对产气荚膜梭菌的抑菌试验结果

药物代号 药物名称 墨!!竺苎婆!!竺!!!塑!：
CVCC52(鸡源)CVCC2038(猪源)

本试验结果表明：除金霉素外，其他药物对鸡源和猪源

产气荚膜梭菌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其中恩拉霉素的

抑制作用最强。恩拉霉素对CVCC52的MIC为0．6“g／mE，

对CVCC2038的MIC为0．2斗g／mL；其次为阿维拉霉素，对

CVCC2038的MIC为0．25“g／mE；维吉尼亚霉素对CVCC52的

MIC为0．8斗g／mL，对CVCC2038的MIC为0．8 IXg／mE。口口

更多精彩内容清登

陆《国外宣牧学一

猪与禽》微信平台，

微信号：shzyq 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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