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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野生动物细菌性疫病的现状, 通过对结核病、布氏杆菌病、魏氏梭菌病的阐述, 提出了野生动物

细菌性疫病防控策略, 依法建立长期有效的防控机制, 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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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野生动物细菌性疫病的现状

在全球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的情况下,野生动物携带的动物源性细菌的变异速度呈现出不断加快的

趋势。野生动物向畜禽、人类传播疾病的风险越来越大,传播途径也越来越广,带来的威胁越来越严重。

近年来新发或再发的细菌性疫病不断涌现,如巴氏通体病、钩端螺旋体病、莱姆病等在不同程度上都与

野生动物有关。 2010年 4月 1日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发布的流行性细菌性疫病有: 炭疽病、禽衣原体病、

禽类支原体病、禽类结核病、鲑肾杆菌病、牛生殖道弯菌病、牛结核病,布氏杆菌病等。

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或免疫压力的影响, 鼠疫、结核、布病、炭疽等原本存在于动物生态圈,只感染

动物的细菌在进入新的环境或侵入新的宿主后转向侵袭人类,在人与动物间循环传播,给人类带来了毁

灭性灾难。以鼠疫为例,历史上曾发生过 3次世界性的大流行:第 1次发生在公元 6世纪, 从地中海地

区传入欧洲,死亡近 1亿人;第 2次发生在 14世纪,涉及欧、亚、非洲; 第 3次发生在 18世纪,传播到 32

个国家。1910年冬季在中国的东北地区, 爆发了 20世纪规模最大、后果最严重的肺鼠疫,一次性导致

近 6万人死亡。 1994年在印度也出现了爆发性流行。

古老动物疫病的复苏,新发动物疫病的流行,细菌的耐药菌株、变异株、超强毒株、高致病株的大幅

出现, 对野生动物的健康构成了巨大威胁。而全球化趋势、生态系统的破坏、滥用抗生素等又使野生动

物细菌性疫病的防控更加困难,原本局限于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疫病可能向全球扩散,其传播速度之快、

流行范围之广令人猝不及防。

2 野生动物常见的细菌性疫病

2. 1 结核病
结核病的病原是分支杆菌属的结核分支杆菌复合菌群, 内含能引起人和动物发病的若干亚群,有结

核分支杆菌 (M. tubercu losis)、牛分支杆菌 (M. bovis)和禽分支杆菌 (M. avium )。

野生动物的结核病,主要由牛分支杆菌或结核分支杆菌所引起, 其感染宿主谱很广,已知可感染灵

长类、野牛、鹿、大象、鹦鹉、负鼠、獾、貘等动物, 具有或潜在具有传播给人类的能力
[ 1]
。近年来野生动

物结核病分布于南非 (水牛、羚羊、疣猪、猎豹、獾、鸟类 )、新西兰 (负鼠 )、美国 (白尾鹿 )、澳大利亚等国

家。野外和圈养野生动物的结核病疫情呈现不断增高的趋势,不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而且影响到公共

卫生安全。

与已经感染结核病的畜禽或病人接触,是野生动物感染结核病的主要传播模式。羚羊、水牛、野牛、

鹿等属群居性动物,一旦暴发结核病则在族群中持续循环成为地方流行性疫病。野生动物感染后很少

表现明显的结核病临床病症,而且不同动物的临床表现通常也存在很大差异,这与病菌毒力、侵入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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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阶段和宿主机体状态等因素有关。一般有食欲不振、消瘦、被毛粗乱、气喘、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

局部淋巴结肿大,脾脏或肝脏肿大,肺脏、肠道等内脏出现结核结节。

狮子、猎豹、疣猪、野猪、豪猪和野猫属于 /溢出性 0宿主,通常为意外性感染, 一般如无外源性的再

感染, 则很少有机会在族群内持续发生。如澳大利亚将感染 M. bovis的牛群实施扑杀后, 澳洲北方野猪

群 M. bovis的感染率由 47. 7%下降至 6. 2%
[ 1 ]
。小型无蹄哺乳动物和有袋动物,如獾和袋鼠,属于一种

中至高密度,但较少群居性的动物。结核病可在上述族群中持续感染,并可成为真性带菌宿主,能造成

地方性感染且成为其它野生动物的重要传染源。

在美国和其它一些发达国家,野生动物的牛分支杆菌感染已经干扰了牛群中结核病扑灭工作的实

施。野生动物结核病控制和净化上的困难在于缺乏有效的诊断试剂、临床症状的不明显、疫情报告制度

的缺失以及检疫操作上的难度。

2. 2 布氏杆菌病

布氏杆菌共分为牛、羊、猪、沙林鼠、绵羊和犬布氏杆菌 6种
[ 2]
。布氏杆菌常通过皮肤粘膜、呼吸道、

消化道传播;本病呈地方性流行,发病无明显季节性。发病时以流产、不孕和睾丸炎为典型特征。

布氏杆菌可独立于人、畜之外,在野生动物中形成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且长期在自然界循环延续

其后代,这种现象称为布病的自然疫源性。在布氏杆菌的 6个生物种中,沙林鼠种布氏杆菌已肯定是自

然疫源性的菌种,因为自分离到此菌以来,从未发现人、畜感染的病例, 它在沙林鼠中自然地循环着。布

氏杆菌的寄生转移现象说明,布氏杆菌原来可能寄生在最适宜的野生动物中,某些条件改变促使布氏杆

菌也可以在非最适宿主中生存。

野生动物的布病广泛分布于北美、南非、欧洲、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德国、卢森堡等国家,可见于

北美野牛、非洲水牛、野猪、麋鹿等多种野生动物。

野生动物的感染总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 单一感染型和交差感染型。前者指野生动物感染本种布

氏杆菌,后者指由于共同放牧或群居,通过相互间的接触造成羊群既感染羊种布氏杆菌又感染牛种布氏

杆菌, 或牛群既感染牛种菌又感染羊种菌等。仅在拉丁美洲,该病每年造成至少 6亿美元的损失, 而 20

世纪 90年代美国这一数字平均为 1. 5亿美元
[ 3]
。

预防措施:搞好免疫接种。预防为主,每年于春、秋两季进行疫苗接种; 消灭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

做好疫病监测,对疑似病例及时处理,加强传染源的处理是控制疫病传播的有效措施。一旦发病,必须

追踪疫源,因为发病动物是结核病和布病的主要传染源,病畜会通过粪便、尿液、唾液等分泌物不断污染

环境或直接接触健康动物引起疫病扩散, 通过对带菌野生动物的追踪, 及时消灭传染源,防止疫源扩散,

对于野生动物布病和结核病的防控有重要意义。

对于布病的治疗,首先要做到早期的诊断;其次是选用特异的抗菌素联合用药。目前急性期布病的

治疗多以西环素加利福平,或者头孢曲松、利福喷汀和多西环素三药联用,或者左氧氟沙星与利福平联

用治疗急性期布病效果均较好。慢性期布病治疗原则是采用中医中药疗法或中西医结合疗法,中药治

疗慢性期布病具有疗效确切、运用灵活、药源广等特点, 成为我国治疗慢性期布病的主要方法。

2. 3 魏氏梭菌病

魏氏梭菌 (Clostridium w elchii )也称产气荚膜梭菌 (C lostrid ium perf ringens ),该菌广泛分布于土壤、水、

尘埃、人畜的粪便中,也是肠道中的常见菌,是典型的条件性致病菌。魏氏梭菌引起的主要危害是猝死症、

气性坏疽、坏死性肠炎、肠毒血症等;该菌常用的检测方法有涂片镜检、细菌分离培养和肠毒素检测。

魏氏梭菌能产生多种外毒素或酶类, 致病因素是其所产生的外毒素。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外毒素

有 12种 ( A, B, C, D, E, G, H, I, J, K, L和 M), 但以 A, B, E和 I这 4种外毒素最重要
[ 4 ]
。根据魏氏梭菌所

合成分泌的主要毒素可将其分为 A, B, C, D及 E型 5个毒素型
[ 5 ]
。

目前该病已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呈全球流行态势,成为动物传染病学、兽医微生物学的研究热点。

H aganW A等指出, A型魏氏梭菌分布于世界各地,能在土壤中生长繁殖, 也能在人和动物肠道生存; 而

B, C, D和 E型魏氏梭菌更适应于动物肠道, 这些血清型不能在土壤中存活,它们在肠道感染引起坏死

性肠炎和肠原毒血症。N -i ilo L和 U za l F A明确指出, D型魏氏梭菌是牛、山羊、绵羊肠原毒血症的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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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B型、E型魏氏梭菌偶尔出现。我国 A型魏氏梭菌常见于兔、獭兔和梅花鹿; C型可见梅花鹿、骆驼;

D型可见于青海藏羊。

近年来,国外对于魏氏梭菌 4个主要外毒素的组成、结构、作用机理、检测及分子遗传学等方面进行

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 6~ 8]
。国内对魏氏梭菌的研究大多集中在 A和 B这 2种外毒素上, 且主要着眼于这

2种毒素基因的克隆与表达, 未见深入研究其致病机理的报道。对于该病的预防, 可注射魏氏梭菌四联

苗。对于发病的野生动物要隔离圈养,病死的动物要焚烧后深埋, 彻底消灭疫源。

3 国内外防控现状及措施

3. 1 美国防控现状及措施

为了预防野生动物疫病的传播,美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精力。21世纪美国 CDC( Centers for D isease

Con tro l and Prevent ion)的宗旨是: /致力于预防工作,实现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促进人群健康0。CDC使

命是 /通过预防和控制疾病、伤害和残疾, 来促进人群健康和提高人群的生活质量0。 2009年 5月美国

W S(W ildlife Serv ices)推出了保护人类、保护农业、保护野生动物的计划。

针对野生动物疫病的威胁,美国以联邦、部落、大学和非政府组织的多种形式向 /全国野生动物疫
病计划 0提供援助。 /全国野生动物疫病计划0的任务: ¹ 制定和实施全国野生动物疫病的调查制度。

º加强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包括自然灾害和动物疫病的爆发。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和其他国

家合作,设立了农业、卫生、动物疫病的监控机构。例如: APH IS方案 ( Anim a l and PlantH ealth Inspection

Serv ice), 包括 VS服务 (V eterinary Serv ices)和 IS服务 ( Internat iona l Serv ices)。

/全国野生动物疫病计划0的实施由国家协调员和野生动物疫病专家协助 W S来完成。野生动物

疫病专家主要进行生物监测和监督, 包括收集生物标本、报告结果、并进行必要的监控,最大限度地保证

野生动物、牲畜、人类的安全。

3. 2 加拿大防控现状及措施

加拿大官方报道,过去的 50年内,世界上新发的人类疾病约 70%都来自野生动物。加拿大政府每

年耗费 10亿美元控制野生动物疫病感染。政府在发展科技的过程中把野生动物疫病防控作为最高优

先项目。由环卫部和其他部门联合实施的 /野生动物疫病战略 0, 旨在监测和防控对人类健康和经济发

展产生严重影响的野生动物疫病的传播。加拿大野生动物健康合作中心 CCWH C( Canadian Cooperative

W ild life H ea lth C entre)从 1992年创办以来,在野生动物疫病防控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例如: CCWH C维

护西尼罗河病 (W estN ile disease)在线实时监控程序,并参与研究海洋性动物疫病的爆发。加拿大食品

检验局动物疫病监察小组则进行全球范围动物疫病的监测, 防止外来的野生动物性疫病入境。

3. 3 欧洲防控现状及措施

ECDC ( Europe Cen ters for D isease Contro l and Prevent ion)关于野生动物疫病监测的主要工作包括:

¹ 查阅、收集、整理、评估与野生动物疫病有关的数据; º协调并确保专设的野生动物疫病监控网络一体
化运作; »制定综合的野生动物疫情数据收集系统,包括所有的欧盟成员国和所有法定传染病监督的数

据库, 建立欧盟范围的标准野生动物病例报告; ¼筹备并启动野生动物突发疫情的应急措施; ½密切监

测整个欧洲范围内野生动物疫病的发展趋势, 及时提供疫源地情况及可能突发流行的区域。 ¾建立综

合有效的野生动物传染病监测系统, 作为欧盟成员国监控系统的参照点。

3. 4 中国防控现状及措施

我国地域辽阔,野生动物品种丰富、生存环境复杂多样、生活习性迥然不同, 因此所携带的细菌极其

复杂, 形成了庞大的细菌贮存库。目前国内野生动物细菌性疫病的研究相对落后,野生动物细菌性疫病

的监测体系还不健全,只有梅花鹿、青海藏羊、獭兔、水貂等珍稀野生动物有较为系统的跟踪调查和研

究,而且野生动物细菌性疫病的检测方法比较陈旧落后。

2010年 3月 24日是第 15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我国今年的宣传主题是 /为控制结核病而不懈努
力,创新加速行动 0。但由于耐多药或广泛耐药结核病比例的迅猛上升, 令我国结核病防控形势更加严

峻。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的野生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仍有很大差距。发达国家野生动物细菌性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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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来源广泛,调查周期长,研究方法除了常规方法外, 还有血液、血清学检查等方法。发达国家监测体

系相对完善,药物措施及时到位,国际合作频繁。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每年都投入大量经费进

行野生动物疫病的防治工作,而我国的野生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投入力度还有待于加强。

根据我国的国情,可以借鉴国外的防控经验,加强我国野生动物细菌性疫病的监控措施: ¹加强国

际交流与合作,建立和完善全球野生动物细菌性疫病应急反应机制, 提高应对重大动物疫病灾害的能

力。º建立野生动物细菌性疫病的监测、信息采集传递、预警和应急管理系统, 开发现场便携式数据采

集系统,对重大疫病提前进行控制和扑灭。»加强基础性研究,夯实野生动物细菌性疫病监控的技术支

撑。¼ 将 3S技术应用于野生动物卫生管理决策和疫病监测中。即: 地理信息系统 ( geograph ic inform a-

t ion system, G IS)、遥感 ( rem ote sensing, RS)及全球定位系统 ( g loba l posit ioning system, GPS) ,三者集成技

术简称为 3S技术。

人类、动物、微生物共存于世界上,就是一部相互斗争的进化史。而野生动物是个巨大的 /人兽共

患病病源库 0和动物源性致病菌的天然贮存库。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 大部分动物源性致

病菌可控制在较低水平,但总有部分致病菌能逃脱控制,加上新的致病菌不断出现,因此, 人类及动物将

面临新老疫病长期肆虐的双重威胁。野生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的形势将更为复杂艰巨,加强野生动物疫

病防制尤其是对人兽共患病致病菌的全面控制和扑灭,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只有从根源上消灭野生

动物疫病对人类的威胁,才能确保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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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cterial disease ofw ild anim als is show ing an increasingly com plex trendency under the pres-

ent cond ition w ith ecolog ical im ba lance and environm enta l po llution. In this paper, w e proposed som e scien tific

and effective m easures wh ich cou ld prevent bacter ia l disease, by introduce to Tubercu losis, Bruce losis and

C lostrid ium perfringens disease in w ildlife, and long- term effective w ays of preventing and contro lling w ere es-

tablished, further to m ake sure that hum an and the nature would deve lop sustainablely and harmony.

Key words: w ildlife; bacteriosis; Tubercu losis; B rucelosis; C lostridium perfringens d 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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