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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种干粉培养基对鼠疫耶尔森菌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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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不同干粉培养基对鼠疫耶尔森菌（鼠疫菌）的生长作用，筛选优质干粉培养基。方法

分别按

照 5 种干粉培养基（赫氏培养基、营养琼脂、亚硫酸钠琼脂基础、溶血琼脂基础和赫金格尔干粉培养基）说明制作培
养基，倾注平皿。将 0.1 ml 鼠疫菌悬液涂布于制备好的平皿中，于 28 ℃ 48 h 培养后进行活菌计数，观察鼠疫菌在 5
种干粉培养基中的生长效果。结果

鼠疫菌在赫氏培养基、营养琼脂、亚硫酸钠琼脂基础培养基中的生长情况相互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溶血琼脂基础、赫金格尔干粉培养基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鼠疫菌
在溶血琼脂基础和赫金格尔干粉培养基中的生长效果优于赫氏培养基、营养琼脂和亚硫酸钠琼脂基础培养基，差异
5 种干粉培养基均可用于鼠疫菌的分离培养，但溶血琼脂基础干粉和赫金格尔干

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粉培养基中鼠疫菌的生长效果优于其他 3 种干粉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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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n the growth of Yersinia pestis on 5 kinds of culture med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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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growth of Yersinia pestis on different kinds of culture media and screen for high
quality culture media. Methods Make 5 kinds of culture media（Hiss Agar, Nutrient Agar, Sulfite Agar base, Hemolysis
Agar Base, and Agar Hottinger nutrient）according to the instructions and pour into plates. Inoculating 0.1 ml Y. pestis
suspensions on the prepared plate, calculating viable bacteria after 48-hour cultivation under 28 ℃ and observing the
growth of Y. pestis on different culture media. Result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Hiss Agar, Nutrient Agar
and Sulfite Agar base.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emolysis Agar Base and Agar Hottinger nutrient was not significant
either. The first three culture media and the following two culture media were also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Hemolysis
Agar Base and Agar Hottinger nutrient were superior to other culture media Hiss Agar, Nutrient Agar, Sulfite Agar base
on growth of Y. pestis. Conclusion All the five culture media can be used for culture of Y. pestis, but Hemolysis Agar
Base and Agar Hottinger nutrient were superior to the others.
Key words: Culture media; Yersinia pestis; Effect evaluation

鼠疫疫源地的证实及疫情的判定均主要依赖于
鼠疫耶尔森菌（鼠疫菌）的分离 ，而鼠疫菌的分离
［1］

需要优质培养基，培养基在鼠疫疫情检验中起至关
重要作用。干粉培养基制备程序简便，
无需成套设备，
免去了现场制作携带较多试剂和设备的不便［2］。我
国经多年研制，有较多的干粉培养基在不同行业广
泛应用［3］。其优点在于使用方便、节省时间、易储藏
运输，干粉培养基的应用利于微生物相关研究，
也是
培养基专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本研究选择 5 种干粉

培养基进行鼠疫菌活菌计数，
经统计分析筛选出鼠疫
菌优质干粉培养基，
为鼠疫科研及检验工作提供借鉴。
1

材料与方法

1.1

菌株来源

1.2

试剂

鼠疫菌株（编号：EV76 paris）由青海省

地方病预防控制所提供。

赫氏培养基、亚硫酸钠琼脂基础培养基

和溶血琼脂基础培养基为北京陆桥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产品；营养琼脂培养基为北京双旋微生物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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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品厂产品；赫金格尔干粉培养基为青海省地方病
预防控制所自制。

1.3 方法
1.3.1 赫金格尔干粉培养基制备

1.3.1.1 消化液制备 取去脂肪和肌腱的牛肉1 000 g，
加入 1 500 ml 蒸馏水，煮沸 20～30 min，待冷却至约
56 ℃时加入无水碳酸钠 15 g、
胰蛋白消化酶 5 g，
充分

混匀后用 1 mol/L 氢氧化钠或 1 mol/L 盐酸校正至 pH
值 7.8，加入三氯甲烷 15 ml，置 37 ℃振荡温箱内消
化 7 d，氨基氮含量达到500～800 mg/L即可使用 。
［1，
4］

1.3.1.2

消化液氨基氮含量测定

用 1 mol/L 氢氧

化 钠 滴 定 1.4 mg 的 公 式 计 算 ，结 果 乘 以 100 即 为
100 ml 培养基内所含氨基氮的毫克数［5］。
1.3.1.3

干粉培养基制备

按每 100 ml 培养基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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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基按产品说明分别称取 30、45、33、38、47 g 加入到

1 L 中性蒸馏水中，121 ℃ 30 min 高压灭菌，倾注平

皿经无菌实验后即可使用。
1.3.3 活菌计数 取鼠疫菌28 ℃ 24 h培养物，
用0.9%
氯化钠溶液稀释至比浊为7×108个/ml，
按常规稀释法

继续稀释至1 000个/ml。取制备好的5种干粉培养基

平皿，
每种培养基各 50 个平皿，
分别接种鼠疫菌悬液

0.1 ml，
用L棒涂抹均匀，
28 ℃ 48 h培养后观察活菌，
计数。
1.4

利用 SPSS 21.0 软件，采用单因

统计学处理

素方差分析方法进行统计学检验，P＜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5 种干粉培养基对鼠疫菌的生长均有作用。赫

75 mg 氨基氮的比例，在方瓷盘中加入制备好的消

氏培养基、营养琼脂和亚硫酸钠琼脂基础组培养基

化 液 ，按 常 规 加 入 氯 化 钠（0.3%）和 磷 酸 氢 二 钠

间相互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溶血

（0.1%）。将方瓷盘置于红外线灯下干烤至液体表

琼脂基础、赫金格尔干粉培养基组间相互比较，
差异

面出现结晶后，加入琼脂粉（2%），干燥后研磨成细

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赫氏培养基、营养琼脂

粉，加入蛋白胨（0.6%）封装成每瓶 47 g 备用。使用
时称取本制品 47 g 加入至 1 L 中性蒸馏水中，121 ℃

30 min 高压灭菌，
倾注平皿无菌实验后即可使用 。
［6］

1.3.2 实验用培养基制备 赫氏培养基、
营养琼脂、
亚硫酸钠琼脂基础、
溶血琼脂基础、
赫金格尔干粉培

培养基种类
赫氏培养基
营养琼脂培养基
亚硫酸钠琼脂基础培养基
溶血琼脂基础培养基
赫金格尔干粉培养基

3

讨

样本数
（份）
50
50
50
50
50

和亚硫酸钠琼脂培养基与溶血琼脂基础和赫金格尔
干粉培养基组间相互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鼠疫菌在溶血琼脂基础和赫金格尔干粉
培养基中的生长效果优于赫氏培养基、营养琼脂和
亚硫酸钠琼脂基础培养基，见表 1。

表 1 5 种干粉培养基中鼠疫菌的生长效果
平均菌落数
（个）
17.72
15.64
16.86
25.22
19.75

论

鼠疫菌的检验工作是鼠疫防控工作的重要环节，
疫区现场培养基的制作速度和质量直接影响鼠疫诊
断结果。为服务于鼠疫防控和方便基层工作，
研制赫
金格尔干粉培养基，
并在鼠疫防控工作中取得了良好

效益 。经实验发现，
鼠疫菌在 5 种培养基上均可生
［7］

均数 95%CI
下限
上限
16.34
19.10
14.48
16.08
15.63
18.09
22.38
24.22
24.22
26.22

范围（个）

s

sx

8～30
8～25
8～25
16～30
16～30

4.866
4.065
4.328
3.240
3.536

0.688
0.575
0.612
0.458
0.500

脂基础和赫金格尔干粉培养基可更好地促进鼠疫菌
生长，更好地服务于鼠疫防控及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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