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8 ·

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 2017 年 10 月第 28 卷第 5 期

Chin J Vector Biol & Control, October 2017, Vol.28, No.5

·论

著·

克隆法检测不同环境下美洲大蠊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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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不同环境下美洲大蠊体内和体表携带细菌情况，并分析美洲大蠊携带细菌与环境的关系。方法

2016 年 8－9 月，以中山地区港口、医院、居民区采集的美洲大蠊为材料，16S rRNA V3～V4 高变区为目的基因，每个
地点选 4～5 个作为平行样本，采用克隆法对美洲大蠊体内、体表携带的细菌进行研究，并对细菌种类和致病性进行
分析。结果

从中山地区港口、医院、居民区共检出细菌 139 属 202 种，其中致病菌 22 属 44 种，44 种中有 11 种为共

同携带的细菌。港口采集的美洲大蠊携带细菌为 55 属 65 种，其中致病菌 16 属 21 种，不同个体间携带相同种类细菌

2 种；居民区为 73 属 86 种，其中致病菌 13 属 19 种，不同个体间携带相同种类细菌为 0；医院为 68 属 101 种，其中致病
菌 15 属 25 种，不同个体间携带相同种类细菌 2 种。结论

同一地点采集的美洲大蠊不同个体之间以及不同地点采

集的美洲大蠊携带相同种类的细菌所占比例均较低，
很难确定美洲大蠊携带细菌的种类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有待
于进一步证实。该研究从蜚蠊体内外检出较多的致病菌和条件致病菌，医院、口岸等部门应加强蜚蠊的监测与防
制，
防止疾病的传播。
关键词：蜚蠊；细菌；病原体
中图分类号：
R384.9；R37

文献标志码：A

DOI：10.11853/j.issn.1003.8280.2017.05.004

文章编号：1003-8280（2017）05-0428-06

The research of bacteria carried by Periplaneta americana
from different environments by cloning method

SHAN Zhen⁃ju1, QIU De⁃yi1, CHEN Pei1,2, YUE Qiao⁃yun1,3
1 Zhongshan Entry⁃Exit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Bureau Technology Center, Zhongshan 528403,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2 College of Public Health, Guangdo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3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Sun Yat⁃sen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YUE Qiao⁃yun, Email: yueqy@zs.gdciq.gov.cn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Quality Infrastructure Project（No. 2016YFF0203205）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oject of
Guangdong Province（No. 2015A050502009）
Abstract: Objective Bacteria carried inside and outside the body of Periplaneta americana were studied, which were
collected from different environmen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acteria and the living environment of P. americana
were analyzed. Methods Periplaneta americana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port, hospital and residential areas. 16S rRNA
V3-V4 was selected as the target gene 4-5 individuals were collected from each area as replicates. Bacteria carried inside
and outside the body of P. americana were studied by cloning method. Results Totally 139 genera, 202 species of bacteria
from P. americana were obtained, including 22 genera, 44 species pathogenic bacteria, only 11 out of the 202 detected
species were the same. In total, 55 genera, 65 species were obtained from the port, of which 16 genera, 21 species were
pathogenic, and only 2 same species were detected among the different individual P. americana. Seventy three genera, 86
species were identified from the residential area, of which 13 genera, 19 species were pathogenic, none of the same bacteria
were detected among the different individuals. Sixty eight genera, 101 species were obtained from the hospital area, of
which 15 genera, 25 species were pathogenic, only 2 same species were detected among the different individuals.
Conclusion Few same species of the bacteria were detected from the different individual P. americana from the same
area, or the same species from different areas, so it was quite difficult to conclud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acteria
carried by cockroach to its living environment, but more pathogenic bacteria and conditional pathogenic bacteria were
detected from the P. americana from the port and hospital areas, so the surveillance of the cockroach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these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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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资料报道，1 只蜚蠊体表可携带 1 400 万个细

菌，蜚蠊的一粒粪便也带有上百万个细菌 ，蜚蠊与
［1］

人类生活关系密切，
是全球性的卫生害虫，
能传播多
［2］
种疾病，危害人类健康 。随着我国国际贸易的持
续增长，
输入性蜚蠊的种类和数量也在不断增加，由
蜚蠊传播引起的疾病也越来越多，给人类的健康带
来很大威胁 。近 10 年来，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
［3］

关于蜚蠊携带细菌的调查研究，这些病原菌可引起
肺炎、脓胸、
脑膜炎、
心内膜炎以及败血症等，
有的还
。16S rRNA 基因（rDNA）是目前应用

具有致死性

［4-6］

最广的细菌分子鉴定的靶基因之一，广泛存在于细
菌等原核生物的基因组中。细菌 16S rRNA 基因序

列由保守区和可变区组成，两者互相交错排列。保
守区序列为所有细菌共有，细菌间差别较小 。细
［7］

菌的 16S rRNA 有 9 个可变区（V1～V9），该可变区在

不同种的细菌间序列存在一定差异，可用于细菌种
类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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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1.2.2

蜚蠊体内携带细菌 DNA 的提取

将 1.2.1 体

表清洗过的蜚蠊移入装有 1 ml 75%乙醇的离心管中

浸泡 5 min 进行消毒处理，重复 3 次；之后加入 2 ml
0.9% NaCl，漩涡振荡 30 s 清洗表面残余的乙醇，吸

净溶液后将样本放置在生物安全柜中晾干 15 min。
用灭菌镊子将样本移入到新离心管中，将标本腹部
研碎成糊状，然后采用 1.2.1 中同样的收集方式收集
模板DNA，
废弃物置于75%乙醇中消毒处理后丢弃。
1.3

细菌的扩增

16S rDNA V3～V4 可变区引物：

V3-F：5′-CCA GAC TCC TAC GGG AGG CAG-3′，
［12］
V4-R：5′-GGA CTA CHV GGG TWT CTA AT-3′

（由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Inc 广州公司合成）。对
提取的蜚蠊体内、体表的细菌 DNA 进行 PCR 扩增和
凝胶电泳分析。

PCR 反应体系（100 μl）：2 × KOD Buffer 50 μl；

dNTP（2 mmol/L）5 μ l，KOD FX polymerase（Toyobo
Life Science Department）2 μ l（1 U/μ l），引 物 V3-F

研究报道，V6 区适合鉴定除肠杆菌外的其他所

（20 mmol/L）2 μl，引物 V3-R（20 mmol/L）2 μl，模板

V2、V3 高变区能对大多数细菌进行鉴定，但其片段

94 ℃预变性2 min；
98 ℃变性10 s，
45 ℃退火30 s，
68 ℃

有细菌，V4、V5、V7 和 V8 区不能用于种属鉴定 。
［8］

较短

，V4 高变区适合鉴定较复杂的细菌

［10］

。本研

［11］

究尝试选取 V3～V4 两个高变区组合基因片段来鉴

定医学媒介生物携带的细菌种类，利用克隆的方法
对不同环境下蜚蠊体内、体表携带的细菌进行检测，
掌握不同环境下蜚蠊携带细菌的基本情况，为指导
中山地区口岸和疾病控制部门开展蜚蠊监测与防治
提供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样本采集

2016 年 8－9 月，利用捕捉法在中

山地区医院、港口、居民区 3 个不同地点采集蜚蠊。
采集后样本置于-70 ℃冰箱冷冻处死并保存。在生
物安全柜中使用经 75%乙醇擦拭灭菌后的显微镜
鉴 定 其 种 类 ，每 个 地 点 选 取 4～5 只 美 洲 大 蠊

（Periplaneta americana）置 于 已 灭 菌 的 试 管 中 ，
于-70 ℃保存备用。

1.2 蜚蠊携带细菌 DNA 的提取
1.2.1

蜚蠊体表携带细菌 DNA 的提取

每个地点

（医院、港口、居民区）各取 4～5 只冷冻处死的美洲

DNA 6 μl，加 ddH2O 补足至 100 μl。PCR 反应条件：
延伸 30 s，30 个循环；
68 ℃ 延伸 10 min，10 ℃保温。
1.4

克隆和测序

白斑筛选

将 PCR 产物进行连接、转化、蓝

，每个样品挑取 50 个菌落送上海立菲生

［13］

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测序。

1.5 序列分析 将测得的 DNA 序列在美国国立生物

技术信息中心（https：
//www.ncbi.nlm.nih.gov/pubmed/）
数 据 库 和 中 国 微 生 物 与 病 毒 主 题 数 据 库（http：//
www.micro.csdb.cn/index.html）中 进 行 检 索 ，选 择 同
源性≥95%的确定为同一个属［14］，同源性≥98%的
确定为同一个种。
1.6

细菌致病性分析

根据《人及动物病原细菌

［15］

学》 ，
将比对获得的细菌进行致病性分析。
2
2.1

结

果

细菌 16S rDNA PCR 扩增

利用 V3F-V4R 引

物，对蜚蠊携带细菌 16S rDNA 进行扩增，能获得有
效的 DNA 条带，见图 1。
2.2
况

不同地点美洲大蠊携带细菌种类及致病性情

在港口内采集的美洲大蠊体内检出细菌 32 属

大蠊，分别置于灭菌的离心管中，作为平行，在每个

34 种，体表检出 35 属 40 种，体内、体表共检出 55 属

8 900×g 离心 3 min，留下底部约 50 μl，废弃物置于

美洲大蠊体内检出细菌 31 属 37 种，体表检出 51 属

离 心 管 中 加 入 2 ml 的 0.9% NaCl，漩 涡 振 荡 30 s，
75%乙醇中消毒处理丢弃；剩余的 50 μl 溶液转移至
另一只灭菌离心管中，该过程重复 3 次。将收集的
菌液 95 ℃水浴 10 min 热裂解细菌，13 400 × g 离心
2 min，
收集上清液，
4 ℃保存备用。

65 种，其中致病菌 16 属 21 种。在居民区内采集的
59 种，体内、体表共检出 73 属 86 种，其中致病菌 13

属 19 种。在医院内采集的美洲大蠊体内检出细菌
33 属 42 种，体表检出 54 属 73 种，体内、体表共检出
68 属 101 种，其中致病菌 15 属 25 种，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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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M. Marker，
标准分子质量；-. 阴性对照；1～8. 港口样品；9～16. 居民区样品；17～26. 医院样品

Figure 1

细菌（属）

图 1 美洲大蠊体内外携带细菌 V3～V4 扩增结果
V3-V4 amplification of bacteria carried by P. americana inside and outside of the body

表 1 中山地区不同地点美洲大蠊检出的致病菌
Table 1 Pathogenic bacteria identified in P. americana from different areas of Zhongshan
细菌（种）

港口 居民区 医院

致病性

埃希菌属

大肠埃希菌

Escherichia coli

*

*

*

免疫力降低时，泌尿系统感染，婴儿、老
年人可引起败血症

克雷伯杆菌属

肺炎克雷伯菌

Klebsiella pneumonia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免疫力低下，菌群失调时易引起肺炎、
支气管炎、泌尿道感染、
创伤感染
新 生 儿 脑 膜 炎 、败 血 症 ，病 死 率 可 达
75%左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terobacter cloacae
Enterobacter aerogenes
Enterobacter asburiae
梭菌属
Clostridium botulinum
Clostridium methylpentosum
Clostridium bifermentans
拟杆菌属
Bacteroides oleiciplenus
粪便拟杆菌
Bacteroides stercorirosoris
萨氏拟杆菌
Bacteroides salanitronis
解纤维素拟杆菌
Bacteroides cellulosilyticus
普通拟杆菌
Bacteroides vulgatus
卟啉单胞菌属
卡托氏卟啉单胞菌
Porphyromonas catoniae
动物口腔卟啉单胞菌 Porphyromonas gulae
狗牙龈卟啉单胞菌
Porphyromonas gingivalis
Porphyromonas pasteri
噬二氧化碳细胞菌属 生痰二氧化碳嗜纤维菌 Capnocytophaga sputigena
假单胞菌属
铜绿假单胞杆菌
Pseudomonas aeruginosa
肠杆菌属

不动杆菌属

沙雷菌属
弧菌属
芽孢杆菌属
柠檬酸杆菌属
黄杆菌属
泛菌属
气单胞菌属
伯克氏菌属

肠球菌属

玫瑰单胞菌属
丹毒杆菌属
丙酸杆菌属
诺卡氏菌属

阴沟肠杆菌
产气肠杆菌
阿氏肠杆菌
肉毒芽孢梭菌
甲基戊糖梭菌
双酶梭状芽孢杆菌

濮阳不动杆菌
琼氏不动杆菌
鲍氏不动杆菌
贝氏不动杆菌
变形斑沙雷菌
解脲沙雷菌
灿烂弧菌
短小芽孢杆菌
弗氏柠檬酸杆菌
陈文新氏黄杆菌
分散泛菌
维氏气单胞菌
洋葱伯克霍尔德菌
越南伯克氏菌
隐藏伯克霍尔德菌
淡黄肠球菌
苍黄肠球菌
硫黄色肠球菌
泰国肠球菌
铅黄肠球菌
湖泊玫瑰单胞菌
痤疮丙酸杆菌
泰国诺卡氏菌

注：*. 检出该致病菌；-. 未检出该致病菌

Acinetobacter puyangensis
Acinetobacter junii
Acinetobacter baumanni
Acinetobacter baylyi
Serratia proteamaculans
Serratia ureilytica
Vibrio splendidus
Bacillus pumilus
Citrobacter freundii
Flavobacterium cheniae
Pantoea dispersa
Aeromonas veronii
Burkholderia cenocepacia
Burkholderia vietnamiensis
Burkholderia latens
Burkholderia dabaoshanensis
Enterococcus pallens
Enterococcus gilvus
Enterococcus sulfureus
Enterococcus thailandicus
Enterococcus casseliflavus
Roseomonas lacus
Erysipelothrix sp.
Propionibacterium acnes
Nocardia thailandica

肉毒中毒、
婴儿肉毒症

败血症，
化脓性感染

化脓性感染

与牙周组织破坏有关
条件致病菌，多见于皮肤黏膜受损，局
部化脓症状
可引起败血症

败血症的第 2 位，
仅次于埃希菌
可致腹泻
感染性腹泻
烧伤创面感染
医院内条件性感染
条件致病菌
急性肠胃炎，
甚至于全身性败血症
不感染，污染食物，导致中毒，病死率为
35%
尿路感染、
术后感染

伤口感染、
尿路感染
水产、
动物感染，
人外伤感染
化脓性感染
外源性感染，
免疫力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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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美洲大蠊携带细菌种类

B5、
C6）；
同一个体体内、
体表携带相同种类的细菌所

图 2 可见，从港口、居民区、医院采集的美洲大蠊，同
一地点美洲大蠊体表携带细菌种类多于体内（A5、

内、
体表共同携带的细菌种类均为0，
最高的为居民区
的B3，
其体内、
体表共同携带的细菌种类达38.8%。

2.3.1 美洲大蠊同一个体体内、
体表携带细菌种类 从

占比例较低，
最低的为港口的A3和居民区的B4，
其体

注：A1～A4. 港口 4 个平行样本蜚蠊体内、体表分别携带细菌种类；A5. 港口 4 个样本体内、体表携带细菌种类。B1～B4. 居民区 4 个平行

样本蜚蠊体内、体表分别携带细菌种类；B5. 居民区 4 个样本体内、体表携带细菌种类。C1～C5. 医院 5 个平行样本蜚蠊体内、体表分别携带细
菌种类；C6. 医院 4 个样本体内、体表携带细菌种类。左边圆圈代表体内携带的细菌种类数，右边圆圈代表体表携带的细菌种类数，交叉部分
代表体内、
体表携带相同种类的细菌种类数

Figure 2

2.3.2
类

图 2 中山地区不同地点美洲大蠊同一个体体内、体表携带细菌种类韦恩分析
Venn analysis of bacteria carried by P. americana inside and outside of the body from the same individual collected
from port, residential and hospital areas

美洲大蠊不同个体间体内、体表携带细菌种

从图 3 可见，从港口、居民区、医院采集的美洲

利用克隆法对细菌 16S rRNA V3～V4 区进行了分

析，以了解中山地区不同环境下美洲大蠊体内、
体表

大蠊，同一地点不同个体体内、
体表携带相同种类细

携带细菌的情况，
并对其细菌致病性进行了分析。

内、体表、体内 ＋ 体表携带相同种类的细菌分别为

集的蜚蠊体外携带的细菌种类均多于体内。医院内

菌所占比例较低。港口美洲大蠊 4 个不同个体体

1、1 和 2 种；居民区美洲大蠊 4 个不同个体体内、体
表、体内＋体表携带相同种类的细菌均为 0，医院美
洲大蠊体内、体表、体内＋体表携带相同种类细菌分
别为 0、1 和 2 种。

2.3.3 不同地点美洲大蠊携带细菌种类 不同环境

下美洲大蠊携带相同种类的细菌所占比例均较低，
分别为 4、4、11 种，
见图 4。
3

讨

论

实验数据表明，港口、医院和居民区 3 个地点采

采集的美洲大蠊体内外携带的细菌种类最多，且致
病菌的种类较多，
致病性较强；
居民区内采集的美洲
大蠊体内外携带的细菌种类相对次之，
致病菌较少；
而港口内采集的美洲大蠊体内外携带的细菌种类最
少；但致病菌数量较多，
仅次于医院。
从实验结果看，无论同一地点还是不同地点捕
获的美洲大蠊体内、体表携带细菌的种类均有差
异。因此，很难确定蜚蠊体内、
体表携带的细菌与环
境有关。导致该结果的原因：①可能是由于蜚蠊在

蜚蠊是全球性的卫生害虫，有很多种类生活在
室内，取食并污染食物、衣物和生活用具，传播疾病
和寄生虫。近年来，一些学者也致力于蜚蠊携带细

采集前的活动范围不同；②由于非单一菌株 16S

rRNA 的分子鉴定扩增转化后挑单克隆进行，存在菌

落漏检等弊端，导致同一地点采集的蜚蠊不同个体

菌的研究，如马晓光等 对从福建口岸截获的德国

间所携带的细菌种类有所差异。该结果还有待于进

小蠊（Blattella germanica）携带细菌情况进行了研

一步研究。

［6］

究；唐振强等 对河南省城市居民区德国小蠊携带
［7］

的细菌进行了研究；这些均是针对某一环境下蜚蠊
携带细菌进行的研究，未对不同环境下蜚蠊体内、体
表携带细菌的情况进行系统的比较和分析。本研究

通过对不同地点美洲大蠊携带的致病菌进行分

析，3 个地点均检出了较多的致病菌和条件性致病

菌，主要包括不动杆菌属、假单胞菌属、各种肠杆菌
科（包括克雷伯菌属、大肠埃希菌、沙雷菌属和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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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1～A3、B1～B3、C1～C3. 分别为港口、居民区、医院采集的美洲大蠊不同个体间体内、体表携带细菌种类。GK. 港口；XQ. 居民区；

YY. 医院；N. 体内；W. 体表

图 3 中山地区不同地点美洲大蠊不同个体体内、体表携带细菌种类韦恩分析
Figure 3 Venn analysis of bacteria carried by different individual P. americana inside and outside
of the body collected from ports, residential and hospital areas

注：GK. 港口；XQ. 居民区；YY. 医院；N. 体内；W. 体表

图 4 中山地区不同地点采集美洲大蠊体内、体表、体内＋体表携带细菌种类韦恩分析
Figure 4 Venn analysis of bacteria carried inside and outside the body of P. americana collected from ports,
residential and hospital areas

杆菌属）。最近，WHO 发表了首份抗生素耐药“重点

医院环境下，
蜚蠊携带的细菌致病性较强，
很多细菌

构成最大威胁的 12 种细菌种族。环境中存在的这些

或者医疗工具被蜚蠊接触过很容易引起人类感染。

病原体”
清单，
这些细菌均包括在内，
这是对人类健康
致病菌会由于蜚蠊特有的生物学习性传染到食物或
者工具上而引起人类感染，
造成疾病的传播。特别是

均能通过伤口进行感染，如果医院中患者带有伤口，
因此，
医院、
口岸等部门应加强蜚蠊的监测与防制。
（下转第 4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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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蠊野外种群对 DDVP、残杀威产生了抗药性，与药

285-287.

膜法测定结果基本相符，但是国家标准中未对抗性

［6］ 陈海婴，柳小青，郭学俭，等. 南昌市城区蟑螂种群及地区分

水平进行分级。由于缺乏相关诊断剂量，本次未对
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的抗性进行测试，诊断剂量法

［7］ 陶卉英，柳小青，陈海婴，等. 南昌市蜚蠊的种群结构及优势

布的调查研究［J］. 中华卫生杀虫药械，2003，
9（3）：36-37.

种的防治研究［J］. 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2008，19

（6）：
522-525.

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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