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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鸭混养池塘罗非鱼无乳链球菌病的病原
分离鉴定及其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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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查明罗非鱼与鸭混养模式下引起罗非鱼发病的主要病原，并探索微生物与中药综合防治的有效方

法，为建立安全、高效的鱼鸭混养模式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从广西南宁市隆安县那桐镇某罗非鱼与鸭混养池塘的发

病罗非鱼中取样进行病原菌分离纯化，对获得的纯化分离菌株进行16S rRNA序列测序及人工感染试验和药敏试验，

并在药敏试验的基础上采用内服结合外用消毒的方式进行治疗，且在罗非鱼痊愈后使用微生物制剂（成分为芽孢杆

菌、乳酸菌、酵母菌和光合菌等）调节池塘水质，同时给罗非鱼投喂微生物制剂和中药（三黄散、肝胆利康散和黄芪多

糖）。【结果】引起罗非鱼与鸭混养池塘中罗非鱼发病的病原菌为无乳链球菌（Streptococcus agalactiae），其对罗非鱼

的半数致死浓度（LD50）为4.7×106 CFU/mL，对罗红霉素、青霉素、氯霉素、磺胺异恶唑、阿莫西林、利福平、头孢克洛、

呋喃唑酮、氟本尼考、头孢氨苄和头孢派酮等抗菌药物高度敏感，对诺氟沙星、庆大霉素和卡那霉素不敏感（耐药）。

通过内服氟苯尼考、三黄散、维生素K3和黄芪多糖并全塘泼洒戊二酫与苯扎溴铵混合液及过硫酸氢钾，连续用药

14 d后罗非鱼病情基本得到控制。定期泼洒微生物制剂，结合罗非鱼内服微生物制剂和中药的效果良好，即使在高

温季节也未出现水质恶化和鱼类发病现象。【结论】引起鱼鸭混养池塘罗非鱼发病的病原菌为无乳链球菌，可采取氟本

尼考与三黄散、维生素K3和黄芪多糖联合用药的方法进行治疗。生产上，在鱼鸭混养池塘泼洒微生物制剂及罗非鱼

内服微生物制剂和中药，对改善池塘水质及预防疾病发生具有积极作用，能有效降低鱼鸭混养模式下鱼类的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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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identify the pathogens of tilapia diseases in a tilapia-duck polyculture pond，explore the
ways to comprehensively control diseases by microorganisms and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and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establishing a safe and efficient fish-duck polyculture model.【Method】The pathogen of tilapia fish disease in a tilapia-
duck polyculture pond in Natong，Longan，Nanning were isolated and identified，and 16S rRNA sequencing，artificial in-
fection test and drug sensitivity test on the purified isolate were performed. Then oral administration combined with exter-
nal disinfection was used for treatment based on the drug sensitivity test. After the tilapia were cured，the microbial prepa-
rations（the ingredients were bacillus，lactobacillus，yeast and photosynthetic bacteria，etc.）were used to control the wa-
ter quality of the pond，and tilapia were fed with microbial preparation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Sanhuangsan，
Gandanlikangsan and Astragalus polysaccharides）.【Result】The pathogen of the tilapia disease in this pond was ident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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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罗非鱼作为我国广西、广东、海南、

福建和云南等地经济鱼类的主要养殖品种之一（骆

乐和何韬，2006），其养殖模式多种多样，包括单养、

混养和立体养殖等（刘雪兵等，2013）。无论采取哪

种养殖模式，罗非鱼均表现出生长速度快和抗病力

强的优点（吕业坚和黄玉玲，2011）。罗非鱼与鸭混

养是一种常见的立体养殖模式，养殖者利用周边开

阔的水岸养殖鱼和鸭，实现鱼鸭双丰收（李继业，

1997；黄邦星，2007），但在该养殖模式下的水质极易

恶化，进而导致鱼病频发（梅文涛和齐同俊，2008；袁

媛等，2013），其主要原因是鸭粪直接排入池塘堆积

在底泥中，粪泥经厌氧菌分解产生大量的有机酸、氨

氮化合物、硫化物和亚硝酸盐，造成水质恶化及水体

pH降低，促使各种病菌快速繁殖（张千云，1999）。

近年来，鱼鸭混养模式在我国得到广泛推广应用，特

别是在南方地区罗非鱼与鸭混养模式最常见，但也

存在病害频发、药物治疗效果不佳而造成罗非鱼病

期长和持续性死亡的现象，给养殖者带来巨大经济

损失（崔小华等，2014；吕小丽等，2017）。因此，明确

罗非鱼与鸭混养模式下引起罗非鱼发病的主要病

原，并探索药物防治结合微生物制剂调控水质的综

合防治措施，对促进鱼鸭混养模式健康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前人研究进展】目前，已有大量关于罗非鱼

病原菌鉴定的研究报道。谭健民和陈信廉（2010）对

广东发病罗非鱼的肝脏等器官进行细菌分离鉴定，

明确引起罗非鱼发病的病原体为海豚链球菌（Strep-

tococcus iniae）；黄钧等（2012）对患竖鳞病的罗非鱼

进行病原分离和鉴定，结果显示该病是由嗜水气单

胞菌（Aeromonas hydrophila）与温和气单胞菌（A. so-

bria）共同感染引起；黄艳华等（2014）从濒死罗非鱼

脑部分离并鉴定出罗非鱼无乳链球菌（S. agalacti-

ae）；吕小丽等（2016）从大批死亡的罗非鱼腹水、肝

脏和心脏组织中分离出类志贺邻单胞菌（Plesiomo-

nas shigelloides），并进行药敏试验，为该病的防治提

供了参考。在罗非鱼病害防治方面，胡大胜等

（2012）对比了12种药物对罗非鱼无乳链球菌的抑菌

效果，结果发现青霉素G、盐酸沙拉沙星、氨苄青霉

素和氟苯尼考对罗非鱼无乳链球菌的抑菌效果最

佳；黄钧等（2012）研究发现复达欣、菌必治、氟哌酸、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先锋必、特治星、氟苯尼考、盐

酸沙拉沙星和复方磺胺嘧啶等20种药物可有效抑制

罗非鱼嗜水气单胞菌和温和气单胞菌；此外，张彬等

（2010）研究发现黄连、金银花、黄芩、大黄、连翘和黄

柏等中药水提物对罗非鱼海豚链球菌有抑菌作用；

高桂生等（2016）研究发现五倍子、乌梅、沙棘和苏木

4种中药水提物对罗非鱼温和气单胞菌有明显抑菌

作用，将其两两组合后发现五倍子+乌梅组合的抑菌

效果最强；梁志凌等（2016）采用82种中药对罗非鱼

无乳链球菌进行体外抑菌试验，结果显示黄连、五倍

子和红藤等20种中药的水提物可显著抑制罗非鱼无

乳链球菌。【本研究切入点】近年来，关于鱼鸭混养模

式的研究报道主要集中在养殖经济效益分析方面

（黄秋标等，2015；张恒和庞涛，2017），而对于在罗非

鱼与鸭混养模式下鱼病病原菌的鉴定鲜见报道，且

利用化学药物、微生物或中药针对该养殖模式下

发生的鱼病进行防治也尚无报道。【拟解决的关键

问题】查明罗非鱼与鸭混养池塘内引起罗非鱼发病

的主要病原，并探索微生物与中药综合防治的有效

方法，为建立安全、高效的鱼鸭混养模式提供科学

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细菌基因组DNA提取试剂盒、2×Taq PCR Mas-

as Streptococcus agalactiae，and its medium lethal concentration（LD50）for tilapia was 4.7×106 CFU/mL. It was highly
sensitive to roxithromycin，penicillin，chloromycetin，sulfanisoxazole，amoxicillin，rifampicin，cefaclor，furazolidone，
flubenicol，cefalexin and cefoperazone，and resistant to norfloxacin，gentamicin and kanamycin. After continuous oral ad-
ministration of flufenicol，Sanhuangsan，vitamin K3，astragalus polysaccharides，and the whole pond sprayed with a con-
centrated glutaridine/benzamium bromide solution and potassium persulfate for 14 d，tilapia disease was basically con-
trolled. The spray of microbial preparations regularly combined with oral administration of microbial preparations and Chi-
nese herbal medicines had sound effects on water quality，no deterioration of water quality and disease occurred even in
hot seasons.【Conclusion】The pathogen causing tilapia in fish-duck polyculture ponds was S. agalactiae，which can be
treated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flubenico，Sanhuangsan，vitamin K3 and astragalus polysaccharide. In production，spraying
microbial preparations and oral administration of microbial preparations and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on fish-duck poly-
culture ponds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improving water quality and preventing disease occurrence，and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disease incidence of fish in polyculture modes.

Key words：tilapia；fish-duck polyculture；Streptococcus agalactiae；microbial preparation；Chinese herbal medi-
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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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ix和DNA胶回收试剂盒购自天根生化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奥可丹水质测试盒购自无锡奥可丹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药敏纸片（罗红霉素、青霉素、氯霉

素、磺胺异恶唑、阿莫西林、利福平、头孢克洛、呋喃

唑酮、氟本尼考、头孢氨苄、头孢派酮、恩诺沙星、诺

氟沙星、庆大霉素和卡那霉素15种药片）购自杭州天

和微生物试剂有限公司；优酸菌和碳源购自南宁欧

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氟苯尼考、恩诺沙星、维生素

K3、肝胆利康散和三黄散购自北京鑫洋水产高新技

术有限公司；戊二酫（20%）购自广西南宁诺惠动物

药业有限公司；黄芪多糖购自成都芳水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过硫酸氢钾购自上海泰缘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 2 水域条件

发病罗非鱼池塘位于广西南宁市隆安县那桐

镇，水源丰富、无污染，水域面积7 ha，水深2.5~3.0

m；排灌方便，周边通风向阳，无高大树木等障碍物；

池塘东南面有低矮的小灌木坡，鸭舍搭建在池塘北

面平缓坡岸，管理人员居住用房建造在池塘西面。

1. 3 池塘清整与鱼种放养

2018年3月中旬，当水温上升至18 ℃以上时开

始清整池塘和清除周边杂草和树木，注入新水至水

深达1.0~1.5 m；3月25日使用生石灰清塘，用量为

2250 kg/ha。池塘水体毒性消失且水温在20 ℃以上

时开始投苗。共投放罗非鱼种19.0万尾，其中，4.0万

尾规格为100~150 g/尾，15.0万尾规格为8~10 g/尾；

且陆续投入其他配养品种：鲤鱼种15.0万尾、草鱼

种5.0万尾、链鱼种0.8万尾、鳙鱼种0.5万尾及鲶鱼种

0.3万尾。

1. 4 池塘日常管理

1. 4. 1 饲料投喂 主要投喂罗非鱼饲料，根据罗

非鱼规格不断调整饲料颗粒大小及蛋白含量。饲料

为广西百跃牌罗非鱼颗粒饲料，蛋白含量为28%~

32%。坚持“定时、定点、定质和定量”的科学投喂方

法，并结合天气及鱼群情况适当调整。每天投喂

2次，分别在上午8：00—9：00和下午16：00—17：00。

投喂时先喂大鱼后喂小鱼，时间控制在40~60 min。

1. 4. 2 水质管理 池塘适时加注新水。早期

（4—6月）每半个月用生石灰调节水质，用量为195~

225 kg/ha。罗非鱼发病后除正常使用生石灰调节水

质外，还添加微生物制剂调控水质。

1. 4. 3 日常管理 增氧机每天中午开机1~2 h，凌

晨开机3~5 h，主要坚持“三开三不开”原则（晴天中

午开机，阴天次日清晨开机，连续阴雨半夜开机；傍

晚不开机，阴雨天中午不开机，早上日出后不开机）。

同时视具体情况适当调整，以鱼群不缺氧为宜。每

日早中晚巡查池塘，观察鱼群的活动、进食及水质变

化等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1. 5 水质与病害监测

池塘pH、氨氮、亚硝酸盐及溶解氧等水质指标

采用奥可丹水质测试盒进行测量，每周测量1次，测

量时间为上午9：00—11：00。通过日常观察鱼群的

活动、进食及水质指标等情况，初步判断其健康状

况；如发现鱼出现浮头、食量减少或不食及鱼打转等

异常症状，则参考SC/T 7014—2006《水生动物检疫

实验技术规范》（夏艳洁等，2007），采集病鱼样本进

行细菌分离鉴定。

1. 6 细菌分离与鉴定

参照何力等（2007）的方法，对表现出浮头、打

转、突眼及体表红肿充血等典型症状的濒死罗非鱼

（10尾）进行细菌分离。无菌条件下剖取病鱼的脑组

织、肝脏和肾脏等，取样接种于血琼脂培养基上，

37 ℃培养24 h后观察菌落的生长情况。挑取血琼

脂培养基上生长的单一菌落进行纯化培养，并进行

革兰氏染色和显微观察。采用细菌基因组DNA提

取试剂盒对纯化后的细菌进行DNA提取，然后用于

PCR扩增。分离菌株16S rRNA的PCR扩增引物为

16S-F（5'-AGAGTTTGATCMTGGCTCAG-3'）和16S-

R（5'-TACGGYTACCTTGTTACGACTT-3'），目的片

段大小约1450 bp。PCR反应体系20.0 μL：细菌基因

组DNA 1.0 μL，2×Taq PCR MasterMix 10.0 μL，上、

下游引物（10 pmol/μL）各0.8 μL，以超纯水补足至

20.0 μL。扩增程序：94 ℃预变性5 min；94 ℃ 30 s，

50 ℃ 30 s，72 ℃ 1 min，进行30个循环；72 ℃延伸

5 min。PCR扩增产物经琼脂糖凝胶电泳后，使用

DNA胶回收试剂盒对阳性PCR扩增产物进行回收

纯化，然后送至上海基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测序，

将测序结果输入NCBI（http：//blast. st -va.ncbi.nlm.

nih.gov）核酸数据库进行同源性比对分析，以确定

细菌种类。

1. 7 回归感染试验

挑取纯化后的分离菌株进行人工感染试验，用

于人工感染试验的罗非鱼共200尾，规格150.0±10.0

g/尾，暂养期间健康无病。将罗非鱼随机均分为5

组，每组2个平行，每个平行20尾鱼，分别养殖在0.8

m3的塑料桶内，每桶配充气石1个。第1组为空白对

照组，注射生理盐水（0.2 mL/尾），其余4组分别注射

1.5×105、1.5×106、1.5×107和1.5×108 CFU/mL的菌悬

陈福艳等：鱼鸭混养池塘罗非鱼无乳链球菌病的病原分离鉴定及其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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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菌悬液用灭菌生理盐水进行梯度稀释。人工感

染后连续观察14 d，重点观察和记录罗非鱼的活动

及死亡情况，并测量水温、pH和氨氮等指标。采用

Reed-Muench氏法计算细菌的半数致死浓度（LD50）。

1. 8 药敏试验及临床治疗

采用纸片扩散法（K-B）对分离菌株进行药敏试

验，药敏试验结果判断标准参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

准化委员会（CLSI）公布的标准进行判断，个别药物

判断标准参照其说明书。分离菌株经纯化培养后，

使用灭菌生理盐水进行洗脱稀释制备菌悬液

（1.5×107 CFU/mL）；在无菌条件下取300 μL菌悬液

涂布于胰蛋白胨大豆（TSB）培养皿（直径11.5 cm）

上，待培养基稍凉干后将药敏纸片贴上，用摄子轻压

纸片；每个平皿贴6片，每种药物3个平衡；37 ℃培养

箱培养24 h后测量抑菌圈。根据药敏试验结果选择

合适药物，并结合临床经验对患病罗非鱼进行治疗。

1. 9 微生物调控水质及中药预防病害措施

病害治愈后，定期使用微生物制剂调节池塘水

质，并定期灌服微生物制剂和中药以提高其免疫力。

微生物制剂发酵制备：按照复合微生物干粉（含芽孢

杆菌、乳酸菌、酵母菌和光合菌等复合物）1 kg∶碳源

5 kg∶暴气自来水100 kg的比例进行均匀搅拌，将搅

拌物密封于发酵罐，置于阴凉处，或在25~35 ℃的气

温条件下发酵2~3 d即可使用，发酵液在养护和使用

过程中要注意防止污染。微生物制剂使用分为环境

外泼和拌料内服两种方式。使用微生物制剂前，需

提前12 h以过硫酸氢钾进行池塘改底。微生物制剂

外泼用量为45~75 kg/ha，每隔7~10 d泼洒1次，直至

罗非鱼上市；在鸭子活动区用量加倍，一般选择在晴

天上午泼洒，并提前1~2 h开增氧机。微生物制剂拌

料用量为饲料量的3%~4%，每隔5~7 d用药1次，每次

2~3 d，尤其在7—9月病害高发期坚持内服直至罗非

鱼上市，同时坚持每周停料1 d。中药添加方法：将

2 kg三黄散、2 kg肝胆利康散和2 kg黄芪多糖添加

到1 t饲料中，混匀，制成颗粒饲料，定期投喂，每隔

20 d投喂1次，每次3~5 d，直至罗非鱼上市前1个月。

2 结果与分析

2. 1 病害暴发情况

2018年6月15日池塘内有少量罗非鱼死亡，内

服用药［恩诺沙星（5 g/kg）和维生素K3（3 g/kg）拌

料］3 d后病情有所好转，暂停喂药；6月18日台风来

临前夕，天气闷热，此时水温27~29 ℃、pH 7.5~7.7、

溶解氧2.3~6.0 mL/L、氨氮5.80~7.21 mg/L、亚硝酸

盐0.042~0.065 mg/L；罗非鱼出现浮头、反应迟缓和

游边等异常情况。采取解救措施：加注新水、增设增

氧机、施放降氨灵及应急解毒安，虽然池塘水质有所

好转，但罗非鱼病情并未得到有效改善，死亡数由6

月18日的200尾增加到6月22日的800多尾，6月15—

30日累计损失罗非鱼约2500 kg。

2. 2 患病鱼临床症状

6月15日患病罗非鱼出现体色发黑、游动缓慢、

离群独游、打转、不进食或食量减少等症状；肉眼可

观察到大部分患病罗非鱼突眼，体表充血，鳃丝红肿

充血；剖解发现腹腔内充满血样（图1-A），肝脏、脾脏

和肾脏红肿、充血和出血；肠道食物较少，肠壁红肿

充血，有些肠道呈透明或半透明状，严重者一触碰肠

道即破裂，有黄色水样流出；有的肠道胀气（图1-B）。

图 1 患病罗非鱼的病理变化
Fig.1 Pathological change of a diseased tilapia

A：患病罗非鱼腹腔内充满血样；B：患病罗非鱼的肠道透明或胀气
A：Blood in abdominal cavity of diseased tilapia；B：Transparent intestinal tract or flatulence of diseased tilapia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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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病原菌分离鉴定结果

从濒死罗非鱼脑组织、肝脏和肾脏分离获得的

菌株在血琼脂培养基上均能生长出乳白色的菌落，

其形态一致，但大小不一（图2-A）；革兰氏染色及显

微观察显示，分离菌株为革兰氏阳性菌（菌体紫色），

菌体呈球形，排列成链状，符合无乳链球菌的形态特

征（图2-B）；分离菌株经再次纯化培养获得1株纯化

菌株（编号为NT0623）。

图 2 分离菌株的形态特征
Fig.2 Morphological character of isolated bacteria

A：分离菌株在血琼脂培养基上的生长情况；B：分离菌株经革兰氏染色后的形态特征（×100）
A：The growth of the isolated bacteria on the blood agar medium plate；B：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 of the isolated bacteria

after Gram staining（×100）

采用16S rRNA引物对分离菌株的基因组DNA

进行PCR扩增，结果扩增获得大小约1450 bp的目的

条带（图3），与预期结果相符。PCR扩增产物经纯化

后测序，测序结果（登录号MK409988）与GenBank数

据库中的参考序列进行同源性比对分析，结果发现

其与无乳链球菌（S. aqalactiae）16S rRNA序列的同

源性超过99%，即确定分离菌株是无乳链球菌。

2. 4 人工感染试验结果

在27~29 ℃的水温条件下，对分离菌株进行人

工感染试验，连续观察14 d，发现4个感染组的罗非

鱼均出现游动缓慢、打转或挣扎等症状，其体表充

血，感染后期死亡的罗非鱼突眼现象十分明显。剖

检发现罗非鱼体内急性败血，腹腔内的肝脏、脾脏、

肾脏及肠道等器官红肿充血，感染组罗非鱼的剖检

病变及临床症状与池塘中自然发病的罗非鱼相似。

各组罗非鱼的累计死亡情况如表1所示，其中，对照

组罗非鱼的存活率为100%；其余4组罗非鱼的累计

死亡率为10%~100%，不同组间的死亡率差异明显，

注射菌悬液的浓度越高，罗非鱼的死亡率越高。采

用Reed-Muench氏法计算得到分离菌株对罗非鱼的

LD50为4.7×106 CFU/mL，说明该分离菌株是罗非鱼

自然发病的致病菌，且毒性较强。

图 3 分离菌株16S rRNA序列的PCR扩增电泳结果
Fig.3 Electrophoresis result of PCR amplification products of

the 16S rRNA sequence of isolated bacteria
M：DL2000 DNA Marker；1~2：分离菌株16S rRNA序列的PCR扩增产
物PCR amplification products of the 16S rRNA sequence of isolated
bacteria

表 1 分离菌株人工感染罗非鱼的累计死亡率（%）
Table 1 Cumulative mortality of infection of tilapia by isola-
ted bacteria（%）

感染天数（d）
Infection
time

1
2
3
4
5
6
7
14

对照组
Control
group

0
0
0
0
0
0
0
0

感染组 Infection group
1.5×105

CFU/mL
0
0
10
10
10
10
10
10

1.5×106

CFU/mL
0
20
30
30
30
30
30
30

1.5×107

CFU/mL
40
60
70
70
70
70
70
70

1.5×108

CFU/mL
8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M 1 2

2000 bp

1000 bp

750 bp

500 bp

250 bp

100 bp

1450 bp

A B

陈福艳等：鱼鸭混养池塘罗非鱼无乳链球菌病的病原分离鉴定及其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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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药敏试验结果及其治疗效果

由表2可知，分离菌株对罗红霉素、青霉素、氯

霉素、磺胺异恶唑、阿莫西林、利福平、头孢克洛、呋

喃唑酮、氟本尼考、头孢氨苄和头孢派酮等药物高度

敏感，对恩诺沙星中度敏感，对诺氟沙星、庆大霉素

和卡那霉素不敏感（耐药）。

结合药敏试验结果及临床用药经验，采用内服

与外用消毒的方式进行治疗。内服用药：以氟苯尼考

3 g/kg、三黄散10 g/kg、维生素K3 5 g/kg和黄芪多糖

2 g/kg拌料；外用消毒：以20%戊二酫与苯扎溴铵混合

液（3.75 L/ha）及过硫酸氢钾（3.75 kg/ha）进行池塘泼

洒消毒。连续用药3 d后病情好转，但养殖户盲目停

药，导致2 d后罗非鱼又出现死亡，且死亡数量加剧；

恢复用药3 d后病情再度好转，连续用药14 d后病情

基本得到控制，罗非鱼停止死亡，并恢复正常摄食。

2. 6 微生物调控水质及中草药预防病害的效果

病情得到控制后，从7月起池塘定期泼洒微生

物制剂以调控水质，同时让罗非鱼内服微生物制剂

和中药。通过监测池塘水色和水质指标发现，池塘

水色由原来的暗绿色（6月）逐渐转变成黄绿色（7月）

至鲜亮黄绿色（8—10月）；透明度也得到一定程度的

改善（表3）；7—9月的池塘水体pH低于6月，其中7月

显著低于6月（P<0.05，下同）；溶解氧含量整体上呈

上升趋势，至10月达14.57±1.09 mg/L，显著高于6月；

7—10月的亚硝酸盐、氨氮和磷酸盐含量均显著低于

6月，硫化物、氯和铜含量也低于6月，但差异不显著

（P>0.05），说明定期泼洒微生物制剂后池塘水质得

到明显改善。罗非鱼病害监测结果显示，7—10月罗

非鱼链球菌病无复发现象，且健康状况良好，剖检罗

非鱼腹部发现其肝胆健康，色泽红润，肠道肌肉结

实，脂肪沉积少，说明内服微生物制剂和中药的效果

良好。综上所述，池塘泼洒微生物制剂及罗非鱼内

服微生物制剂和中药对改善池塘水质和预防疾病发

生具有积极作用。

检测项目 Test item
透明度（cm）Transparency
pH
溶解氧（mg/L）Dissolved oxygen
亚硝酸盐（mg/L）Nitrite
氨氮（mg/L）Ammonia nitrogen
硫化物（mg/L）Sulfide
磷酸盐（mg/L）Phosphate
氯（mg/L）Chlorine
铜（mg/L）Copper

6月 June
29.5±1.3

7.48±0.20a
11.84±1.61b
0.06±0.01a
4.45±1.02a

0.004±0.004
1.05±0.33a

0.006±0.003
0.003±0.001

7月 July
30.0±0.8

7.06±0.21b
11.76±2.67b
0.03±0.01b
2.17±0.70b

0.001±0.001
0.69±0.10b

0.003±0.004
0.001±0.001

8月 August
30.8±1.3

7.33±0.27ab
13.24±1.36ab
0.03±0.01b
1.66±0.38b
0.002±0.001
0.67±0.09b
0.003±0.002
0.002±0.001

9月 September
30.3±1.0

7.25±0.14ab
12.39±0.65ab
0.03±0.01b
1.85±0.27b
0.002±0.001
0.73±0.06b
0.003±0.003
0.002±0.001

10月 October
30.0±0.8

7.55±0.27a
14.57±1.09a
0.04±0.01b
1.82±0.51b
0.001±0.001
0.86±0.08b
0.004±0.002
0.002±0.001

药物名称
Drug name

恩诺沙星 Enrofloxacin
罗红霉素 Roxithromycin
青霉素 Penicillin
氯霉素 Chloramphenicol
磺胺异恶唑 Sulfamethoxazole
阿莫西林 Amoxicillin
诺氟沙星 Norfloxacin
利福平 Li Fuping
头孢克洛 Cefaclor
呋喃唑酮 Furazolidone
氟本尼考 Florfenicol
庆大霉素 Gentamicin
卡那霉素 Kanamycin
头孢氨苄 Cephalexin
头孢派酮 Efoperazone

剂量（g/片）
Dose（g/tablet）

5
15
10
5

300
10
10
5
30

300
30
10
30
30
75

抑菌圈直径判断标准（mm）
The standard for diameter of inhibition zone

R
16
15
18
17
10
13
12
16
16
14
12
12
13
14
15

I
17~22
16~20
19~21
18~20
11~15
14~17
13~16
17~19
17~19
15~16
13~17
13~14
14~17
15~17
16~20

S
23
21
22
21
16
18
17
20
20
17
18
15
18
18
21

抑菌圈直径（mm）
Bacteriostatic

diameter

21
22
27
21
23
30
12
22
27
17
26
12
11
22
30

判断结果
Judgement

result

I
S
S
S
S
S
R
S
S
S
S
R
R
S
S

表 2 分离菌株药敏试验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antibiotic sensitivity test of the isolated bacteria

R：耐药；I：中度敏感；S：高度敏感
R：Resistance；I：Medium sensitivity；S：High sensitivity

表 3 微生物制剂调控池塘水质的效果
Table 3 The effect of microbial preparations on regulating water quality in pond

同行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row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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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罗非鱼与鸭混养是我国南方地区常见的生态

养殖模式，能有效降低养殖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但

该养殖模式下罗非鱼病害频发，尤其是暴发性细菌

性鱼病。为明确罗非鱼与鸭混养池塘暴发鱼病的原

因，本研究在广西南宁市隆安县那桐镇某罗非鱼与

鸭混养池塘采集患病罗非鱼样本，经细菌分离纯化、

形态观察、16S rRNA测序分析及人工感染试验，确

定病原为无乳链球菌。无乳链球菌是罗非鱼的主要

致病菌之一，暴发性强，死亡率高，对罗非鱼养殖业

的危害极大（黎娅等，2014）。罗非鱼无乳链球菌病

的主要临床症状是病鱼打转游动，且多数眼球突出，

因此又被称为突眼病（张德锋等，2015）。本研究也

发现患病罗非鱼出现打转游动与眼球突出的典型症

状，且动物回归试验中人工感染的罗非鱼也出现相

同症状，与张德锋等（2015）的研究结果一致。此外，

对罗非鱼的发病情况进行调查得知，发病期间天气

突变，高温闷热，水质恶化，出现溶氧量低、氨氮增高

的情况，进一步验证无乳链球菌是条件性致病菌。

鱼病发生是鱼体生理状态、病原体及水质环境相互

作用的结果（黄锦炉，2012）。水体环境既是链球菌

传播感染的媒介，也是重要的致病因素，环境恶劣导

致鱼产生应激反应，而应激反应是鱼病暴发的重要

要素。因此，在罗非鱼养殖过程中要加强水质、鱼病

和微生态环境的监测及预警，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

免引起病害暴发。

近年来，随着抗菌药物在罗非鱼病害防治上的

大量使用，病原菌耐药性、食品安全及环境污染等问

题日益突出。本研究通过定期使用中药及微生物制

剂预防罗非鱼无乳链球菌病，取得良好效果，及时控

制了病害的发展。中药与微生物制剂联合应用，对

提高动物机体免疫机能、抗病能力及促进其生长均

具有一定的协同增效作用，可能与中药中含有某些

活性组分，如有机酸、多糖及双歧生长因子等有关，

因为这些活性组分可促进有益微生物的生长与繁殖

（刘明杰等，2001；邢跃楠和赵文，2007；邓恒为，

2013；丘金珠，2015）；同时，有益微生物在鱼类肠道

中能产生多种消化酶促进中药的发酵、分解和转化

过程，使其在鱼体内更好地被吸收利用而发挥药效

（王祥红等，1998）。可见，中药与微生物制剂联合应

用将是动物病害综合防预的新路径。

鱼鸭混养池塘的水质相对更容易恶化，因此控

制水质环境是保障养殖成功的关键。养殖水体环境

是一个由多种微生物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有益微

生物和有害微生物共同存在。人为定期向养殖水体

中泼酒适量复合微生物制剂，使各种微生物的生长

特性及代谢产物具有多样性，而有利于形成共生增

殖关系，在新的环境里能快速形成复杂而稳定的微

生态系统，有益微生物通常能增殖成为优势种群（李

卓佳等，1999）。养殖水体中有益微生物组成的优势

种群能抑制有害微生物的生长与繁殖，在一定程度

上能减少鱼类病害的发生。此外，有益微生物通过

分解或转化水体中的粪便和残饵等有害物质，能为

浮游动植物的生长与繁殖提供营养物质，或扩散到

空气中，有效去除水体中的氨氮、亚硝酸盐和有机质

等有害物质，降低生物耗氧量（BOD）和化学耗氧量

（COD），提高溶氧量，调节水质pH，同时促进底泥氮

磷释放及浮游动植物生长，进而提高水体的生产能

力（张进凤等，2009）。本研究向鱼鸭混养池塘定期

泼洒复合微生物制剂，有效避免养鸭对池塘造成的

污染，即使在高温季节也未出现水质恶化和鱼类发

病现象。

4 结论

引起鱼鸭混养池塘罗非鱼发病的病原菌为无

乳链球菌，可采取氟本尼考与三黄散、维生素K3和

黄芪多糖联合用药的方法进行治疗。生产上，在鱼

鸭混养池塘泼洒微生物制剂及罗非鱼内服微生物制

剂和中药，对改善池塘水质及预防疾病发生具有积

极作用，能有效降低鱼鸭混养模式下鱼类的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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