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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分析珠江河口水体０１群和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菌型特征，探讨环境水体监测的方

法和疫情监测中的作用。方法２００６年３月至２００７年２月，在珠江河口选择２４个水样采集点，每月
采集一次，进行０１群和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的分离培养，并利用实时ＰＣＲ监测样品增菌液中的０１群
和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采样同时测定气温、水温等气象资料。用脉冲场凝胶电泳（ＰＦＧＥ）对分离菌株
进行分型分析。结果

监测期间共采样８６２份，霍乱弧菌分离阳性率７．７７％，实时ＰｃＲ阳性率为

２６．３３％。按月的水样检测阳性率与水温变化趋势相似；城区监测点阳性率高于其他区域，在一家海
产品批发市场排水口下游检测到产毒０１３９群菌株；菌株的菌型构成中，分离菌株主要为非产毒株；
０１群Ｅｌ Ｔ研小川和稻叶型以及０１３９群菌株的分离无季节变化趋势；ＰＦＧＥ分析７５株分离株被分为
４９种带型，相似性为５７．４％～１００％，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结论

霍乱弧菌在珠江河口水体中广泛

存在，并呈现多样性。水体监测提供产毒菌株的指示，可作为环境危险评价的指标，且能在霍乱弧菌
的监测和霍乱疫情预警中发挥作用。
【关键词】霍乱弧菌；监测；河口水体；分子生物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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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毒的０１群和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是引起霍乱

室做霍乱弧菌分离培养和实时ＰＣＲ检测。每月采

流行的病原体。有研究显示沿海地区霍乱的流行与

样数量为７４份（Ｚ３号采水点位于黄沙水产品交易

河口水环境中霍乱弧菌的增殖有关…，另外，流行期

市场排水口下游，增加样品至５瓶；３月份每监测点

间与人群生活密切的环境水体易受霍乱弧菌污染，

采集２瓶）。采样同时测定环境和水体温度（便携式

有可能成为持续流行的感染因素，因此，对霍乱流行

温度计，ＢＭＨ公司产品）。

或曾经流行地区的水环境进行监测是霍乱防治工作

３．培养基和诊断血清：选择性分离霍乱弧菌的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开展监测可提供环境污染危

培养基选用庆大霉素培养基和ＴＣＢＳ（北京陆桥公

险性的评价及对传播溯源的分析，为制定霍乱防控

司产品和广东环凯公司产品）；０１群和０１３９群诊

对策提供科学依据。通过监测环境水体霍乱弧菌污

断血清使用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制品。

染状况可以起到早期预警的作用，另外开展环境水

４．实验方法：

体中非产毒霍乱弧菌的监测，也可提供水体是否适

（１）增菌及分离：增菌培养采用１０倍浓缩碱胨

于霍乱弧菌的增殖以及消长变化的信息。广东省在

水增菌培养法［《霍乱防治手册》（５版）］。按实际操

我国霍乱几次大流行中均首先出现流行，并且该省

作有改动：一次增菌是在４５０ ｍｌ水样中加ＮａｏＨ调

位于我国最南端，气温高，降雨多，因此我们在珠江

整ｐＨ值为８．４，加入１０倍浓缩碱胨水５０ ｍｌ，置

河口区域设立监测点，通过连续监测水体中霍乱弧

３７℃培养１２ ｈ。二次增菌时，取０．２ ｍＩ一次增菌液

菌分布的流行病学特征及菌株分子生物学特征，建

转种到１０ ｍ１碱性蛋白胨水中。两次的增菌液分别

立环境水体霍乱弧菌的检测程序，分析水体中随季

划线接种庆大霉素琼脂和ＴＣＢＳ琼脂平板各１块，

节变化的霍乱弧菌消长情况，探索开展河口水体霍

３７℃８—１２ ｈ培养。

（２）培养菌落的鉴定：从ＴＣＢＳ琼脂平板上挑取

乱弧菌监测的可行性。
材料与方法

５个以上的（少于５个的全部挑取）疑似菌落接种于
营养琼脂置３７℃１８—２４ ｈ纯培养，取纯培养物进行

１．监测区域的选择和采样点设置：尽可能选择

０１群及０１３９群霍乱诊断血清玻片凝集试验，庆大

珠江河口霍乱高发区并能代表人群生活与生态环境

霉素琼脂上的疑似菌落直接做凝集试验，每份样品

的水体作为监测区域。本次共设立４个不同监测区

至少挑取５个以上的疑似菌落（少于５个全部挑

域，２４个监测点，分别为广州市老城区河段（Ｚ１～

取）。血清玻片凝集试验阳性的０１群菌株进一步

Ｚ７、Ｚ１２）、城郊新区河段（Ｚ８～Ｚ１１、Ｚ２２））、城郊农渔

做噬菌体一生物分型鉴定［《霍乱防治手册》（５版）］。

业区域的外河道（ｚ１３、ｚ１６、ｚ１８～ｚ２４）和城郊农渔

（３）毒素基因ｃ￡ｚＡＢ的常规ＰＣＲ检测：扩增产

业围垦区域的内河道（ｚ１４、Ｚ１５、ｚ１７）。根据以往监

物全长７４９ ｂｐ，引物序歹Ⅱ为５ ７一ＡＴＴ

测资料，霍乱弧菌检出率较高的监测点及上一年疫

ＴＣＣ ＡＴＧ ＴＧ一３

点、与既往疫情有水道关联的区域、可能与海水产品

ＧＧＴ

霍乱弧菌污染有关的码头附近区域。各监测点在确

３０ ｓ，５５℃４０ ｓ，７２℃ｌ

立后使用卫星定位仪（美国ＧＡＲＭＭＩＮ ＧＰｓ一６０型）

伸７ ｍｉｎ。

７和５ ７一ＡＴＡ

ＴＴＧ ＡＧＧ ＴＧＴ

ＡＡＧ ＣＡＧ ＴＣＡ ＧＧＴ

ＣＴ一３ ７。扩增参数：９４℃预变性５ ｍｉｎ；９４℃

ｍｉｎ，３０个循环；最后７２℃延

进行定位，以便在后续的监测中确定采样点。这些

（４）实时ＰＣＲ检测：水样的一次增菌液提取

采样点分布在东经１１３。１３．１９５ ７～１１３。３２．６７４ ７，北纬

ＤＮＡ，利用实时ＰＣＲ检测０１、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ｒ砀

２３。０７．３６０’～２２。４２．２８０

７范围内。

基因心１，以判断水体标本中是否含有霍乱弧菌。

２．样品采集：２００６年３月至２００７年２月期间，

（５）脉冲场凝胶电泳（ＰＦＧＥ）：按照Ｐｕｌ洲ｅｔ监测

每月采集全部监测点水体一次。每个监测点上间隔

网络中霍乱弧菌的ＰＦ（逦标准分型方法进行口］，胶块

ｍ，分别用灭菌水样瓶采集３份４５０ ｍｌ表层

内染色体ＤＮＡ的酶切用内切酶Ｎ０￡工酶切（标准菌株

水（３０ ｃｍ以内），加盖密封后在常温下当天送抵实验

Ｈ９８１２用‰工酶切，内切酶购自１冰水ａ公司），在

１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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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场电泳仪Ｃ姐ⅢＤＲＩＩＩ（Ｂ珏Ｒａｄ公司）上电泳，程

表ｌ

珠江河口监测点接月检出霍乱弧菌阳性率

序为６．０ Ｖ／ｃｍ，２—１０ ｓ，夹角１２０。，１３ ｈ；然后为
６．０

Ｖ／ｃｍ，２０—２５ ｓ，夹角１２０。，６ ｈ。凝胶的图像由凝

胶成像仪Ｇｅｌ

ＤＯｃ

２０００（Ｂｉ伊Ｒａｄ公司）读取，利用

ＢｉｏＮｕｍ匝ｃｓ软件（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ａｔｈｓ ＢⅥ３Ａ）分析图谱，得
到菌株带型相似性的聚类分析树图。
结

果

１．霍乱弧菌的检出情况：２００６年３—９月从２３份
样本中分离到０１群菌株和５份样本中分离到０１３９
群菌株；而利用实时ＰＣＲ检测，阳性份数为７６份（０１
群）和４３份（０１３９群），其中所有常规分离出菌株的
标本，实时ＰＣＲ检测也均为阳性，同时血清群检测结

注：。一份水体样本中可同时分离到０１群和０１３９群菌株

果也一致，因此在２００６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７年２月间，我
们先根据采集水样的实时ＰＣＲ的初筛结果，阳性标

３．各监测点的分离阳性率：在２４个监测点的

本再进行菌株分离。这样，在２００６年３月至２００７年

１２个月检测中，霍乱弧菌阳性率最高的点为ｚ３（黄

２月期间的１２次采集样本共８６２份中，分离到０１群

沙水产品交易市场排水口下游，１１３。１４．０６２ ７和

霍乱弧菌５６株、０１３９群２１株，总阳性率为７．７７％。

２３。０６．５６６

实时ＰＣＲ检测０１群和０１３９群ｒ力基因阳性分别为

弧菌，这些点主要位于广州城郊新区和广州城郊农、

１４４份和８３份，总阳性率为２６．３３％。

渔业区域，该两个区域距老城区较远，人群密度相对

２．检出率按月分布：水样本阳性检出率最高月
份为２００６年８月（１２．１６％），最低月份为２００６年７

７，阳性率４３．１０％），有８个点未检出霍乱

低。所有监测点检出０１群和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菌
株总阳性率为８．９３％（７７／８６２）（表２）。

月（２．７４％）（表１、图１），但是因为该月采集标本前

表２

监测各月份霍乱弧菌菌型分布

一周连续降大雨，珠江水流量明显增加，认为因河口

年．月

地区增加的水量冲刷而致分离率降低。从全部监测

２００６一０３

０

Ｏ

１

２００６＋０４

０

０

５

２００６一０５

Ｏ

Ｏ

Ｏ

２００６—０６

４

１

ｌ

１

．４

３（４．１）

２００６—０７

１

４

１

１

４

２００６—０８

２

７

３ ｖｖ ４

１

１（１．４）
４（５．４）

２００６一０９

１

４

１

１

４

２（２．７）

２００６—１０

１

４

３

４

１

０（０．０）

２００６—１１

４

１

５ ｖｖ ６ ８

１（１．４）

２００６

３

７

４

５ Ｏ

０（０．０）

２００７—０１

ｌ

４

３

４

ｌ

３（４．１）

２００７—０２

吖叭 “ “ “ “ 叫 Ｏ Ｏ

４

５

４

４（５．４）

时段分析，能较明显地看出以秋冬季节分离率较低，
而夏秋季分离率相对较高。全年监测时收集的平均
气温波动范围为１８．４～３３．３℃，平均水温波动范围
为１７．８～３０．４℃。月检出率的最高点与平均环境温
度和平均水温的最高点一致，同时水体监测点分离
阳性率与实时ＰＣＲ阳性检出率一致（图１）。
—◆一分离阳性率—ｏ一实时Ｐｃ刚；日悱率

１２

０１群小川型０１群稻叶型

ｌ

０１３９群

２

３

２（４．６）

７

Ｏ

０（０．０）

１

３

）

ｌ ！＾

计一

ｌ（１．３）

塑。，¨ ；。 ， 旦＂ 一

注：括号外数据为菌株数，括号内数据为阳性率（％）

各监测区域中以老城区检出数最高，除ｚ１监
测点无检出外，其余各点均有检出，并以ｚ３、ｚ６
（１１３。１５．０４３ ７和２３。０６．６９５ ７）、Ｚ７（１１３。１６．９９４ ７和
２３。０６．８９５

７）为检出率高峰。城郊新区的５个监测

点中，除ｚ８（１１３。１８．０８６’和２３。０３．０５ ７）在２００７年２

月有菌株（０１３９群）检出外，其余各点全年均无检
出。城郊农渔业区域的外河道、城郊农渔业围垦区
图１

珠江河口监测点不同月份霍乱弧菌检测
阳性率与温度变化的关系

域的内河道３个监测点均有霍乱弧菌检出。

４．霍乱弧菌菌型分布：从按月分布看，在检出的

史堡煎堡痘堂苤查！！！！至！旦笙；！鲞篁！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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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株霍乱弧菌中，０１群稻叶型４１株（阳性率

在黄沙水产品批发市场排水口下游分离到的２

４．８％），０１３９群２１株（阳性率２．４％）、０１群小川型

株产毒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其ＰＦＧＥ带型一致，推测

１５株（１．８％），见表２。稻叶型每月均可分离到，以

与海产品污染可能有关联。广东茂名市２００６年５

４、５、１１月较多，小川型从６月开始出现，０１３９群除

月份出现２例产毒０１３９群菌株引起的散发病例，

４、１０和１２月外每月均分离到，各菌型在每月均无

我们比较了这些菌株的ＰＦＧＥ带型，但并不一致（图

季节变化趋势。

３，病例分离株菌株号为Ｖ０６—１３、Ｖ０６—１５）。

采样区的菌型分布，广州城郊新区的５个监测

讨

区中只有ｚ８检出０１３９群，其余各点全年均无检

论

出。老城区、城郊农渔业区和南沙围垦区中，０１群

本次监测结果显示，霍乱弧菌在温度适宜的河

的两种型别均有，但老城区以稻叶型为主，城郊农渔

流人海口水体中广泛存在，并以非产毒的菌株为主。

业区和南沙围垦区以小川型为主（图２）。

霍乱弧菌的生态学研究显示，在霍乱呈地方性流行
的区域，其流行具有的明显季节倾向，与一些环境生

ＶＶ

态因素有关。环境中霍乱弧菌数量的增多与水温的

６０

鑫

纛

升高、浮游动植物的增加、盐度变化等有关联Ｈ。６］。

４０

翟
型

；．卤一一

２０

Ｏ

老城区

口Ｏｌ ３９群
圈Ｏｌ稻叶型

目Ｏｌ小川掣

地郊新区

城郊农渔廿区

１ ６

ｌ

本次一年周期的珠江人海口监测平均水温范围在
１７．８～３０．４℃，全年均能检测到霍乱弧菌，因此珠江

口是适宜霍乱弧菌生长的水体。

南沙伟曝区

由于珠江流域属湿热多雨的热带、亚热带气候，
０

３ ８

０

３

ｌ

５

Ｏ

７

３

气温和水温在一年的变化不明显，监测的１２个月中
霍乱弧菌检出率也无明显波动，但仍能显示夏秋季
节检出率高和冬春季节检出率低的趋势，整体上与

图２

广州市不ｌ司采样区段检出霍乱弧菌菌型构成分布

气温和水温的波动相关联。监测中也发现７、９和

５．分离株的毒素基因检测：本次检测于２００６年

１０月的检出率偏低。７月份时计划的采样日期恰在

３月及２００７年２月，在位于洲头嘴（ｚ２）和黄沙水产

连降暴雨之后，广东省水文所提供该月采样时的珠

品批发市场排水口下游的Ｚ３和Ｚ５（１１３。１３．１９５

７。

江水流量资料，表明监测点水位升高，珠江水流量增

７）监测点分离到３株含有毒素基因

加，推测雨水的稀释造成霍乱弧菌在珠江水体的数

ｃ妞ＡＢ的０１３９群菌株，该市场涉及大量海产品的

量减少。实时ＰＣＲ是初筛水体增菌样本中０１群和

批发销售，该点监测期间的分离率也最高，因此这些

０１３９群菌株的敏感方法，能排除分离的操作误

产毒的菌株也可能与海水产品带菌有关系。其余菌

差。２。，该月份实时ＰＣＲ阳性检出率也最低。１０月

株包括０１群和０１３９群的毒素基因均为阴性，提示

份水体样本菌株分离率低但实时ＰＣＲ阳性率仍较

环境中分离株主要为非产毒株。

高，可能是因为分离培养工作质量偏低；９月份的分

２３。０７．３６０

６．分离株的ＰＦＧＥ分析：分离菌株的ＰＦＧＥ分

离培养和实时ＰＣＲ检测阳性率均偏低，其原因尚不

型相似度范围在５７．４％～１００％（图３）。这些非产

清楚。本次水体监测中实时ＰＣＲ阳性率的按月变

毒株的带型表现了明显的多样性，来自于一个监测

化曲线与水温变化曲线更相似，显示了实时ＰＣＲ更

点上不同月份的菌株，ＰＦＧＥ带型有很大的差异

敏感的检测能力。

（ｚ３，相似性差异最大为７４％），但也可分离到带型

本监测项目中，我们沿城区和郊区人海口设立

一致的菌株（如在ｚ７点，分别在２００６年６、７、８月检

２４个监测点，其中以老城区各点检出率最高。老城

测到３、１、３株带型一致的０１３９群菌株），另外来自

区人口密集，排污、市场等因素可能是与之相关的因

同一采集时间、不同监测点的菌株，甚至来自不同月

素。黄沙水产品批发市场排水口下游的Ｚ３检出率

份、不同监测点的菌株，其相似性也可达１００％，且

为各点中最高，且检出过产毒的０１３９群菌株。该

噬菌体一生物分型也一致（例如ｚ３和Ｚ７点中６月和

市场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水产品交易批发市场，每天

１１月的一些分离株），提示在特定时间内存在较多

进行大量的海水产品的批发交易，冲刷贝壳类的水

的某一克隆群的非产毒株。

以及鱼类养殖水被排放人珠江，因此推测该点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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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率可能和海水产品的带菌有
关。城郊新区的５个采样点，除
一个点在２００７年２月检出０１３９
菌株外，其余各点全年均未检出。
此区为广州市新开发的区域，人
口密度较老城区稀疏，受人群活
动干扰相对较少。
本次分离菌株的菌型构成以
０１群稻叶型为主，０１３９群和０１
群小川型也各占一定的比例。监
测表明，春季以０１群稻叶型霍
乱弧菌为主，０１３９群有一定的比

例，未分离到０１群小川型菌株；
夏、秋、冬季三种菌型混合存在，

但不能确定不同时间或不同地区
是否固定分布有不同的菌型。霍
乱弧菌在江河和港湾地区是正常

细菌菌群的组成部分，环境中分
离的霍乱弧菌多为非０１月Ｅ
０１３９群或０１群和０１３９群非产

毒株，在非流行区和非流行期，环
境中分离的０１群霍乱弧菌大多

为无毒株Ｍ１。霍乱样腹泻主要由
霍乱弧菌分泌的霍乱肠毒素引

起，主要致病基因簇聚集在染色
体的几个区域，这些基因簇可以
水平转移，提示环境中不产毒的
霍乱弧菌获得毒力基因簇，能更
好的适应人肠道环境和获得更多
的增殖机会。。“。在霍乱监测中也

提出了新的问题，即必须密切关
注可能的新病原菌的出现【８。。本

次监测显示，在非流行期自然水
体中也容易分离到０１群和

０１３９群的非产毒株，这些菌株是
否容易经带霍乱毒素基因的噬菌
体ＣＴｘ①的溶原性转换而成为
致病株，或是否这类细菌存在这
种转移的屏障，这些问题既需要
基础研究中的关注，也需要霍乱
监测中细致的工作，包括对产毒
株及其同时或早期的环境非产毒
图３

分离菌株的ＰＦＧＥ分型

株的检测与比较，因此，对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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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产毒霍乱弧菌菌株的进化提供依据。

中非产毒霍乱弧菌的研究和监测是必要的。
本次珠江水体监测获得的０１群和０１３９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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