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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养殖条件下三种锦蛇的粪便微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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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比较了实验室人工饲养的王锦蛇（Elaphe carinata）
schrenckii）和赤峰锦蛇（E. anomala）3 种锦蛇粪便样本的微生物多样性。结果显示，在送检的粪便样
本中，Shannon 多样性指数（P < 0.05）和 Simpson 多样性指数（P < 0.05）在王锦蛇和棕黑锦蛇之间有
显著性差异，赤峰锦蛇与前两者均没有差异；ace 与 chao1 指数在 3 种锦蛇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共检
测出 8 个菌门，厚壁菌门（Firmicutes）、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和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是 3
种锦蛇共享菌门。在属水平上 3 种锦蛇的优势菌群明显不同，志贺氏菌属（Shigella）
、梭状芽胞杆菌
属（Clostridium_sensu_stricto_11）及拟杆菌属（Bacteroides）分别是王锦蛇、棕黑锦蛇和赤峰锦蛇粪
便样本中相对丰度最高的菌属。3 种锦蛇粪便微生物多样性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其是否可以作为区
分这 3 种锦蛇的依据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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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investigated fecal microflora in the fecal samples of three species of Elaphe (E. carinata, E.
schrenckii and E. anomala) which were fed in captivity in laboratory by using a V4﹣V5 region of 16S rRNA
gene amplicon sequencing and analyzed the diversity and composition of the microflor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umber of OUTs was 192 and the number of shared OTUs was 116 in all samples (Fig. 1). The
diversity indexes (Shannon and Simpson)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E. carinata and the E.
schrenckii, but the E. anomala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hen compared to the above two specie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ce and chao1 among the three species (Table 1). Eight phyla were detected
in the samples, but only three phyla, Firmicutes, Bacteroidetes and Proteobacteria were shared by these three
species (Fig. 3). The ranking of relative abundance of the three phyla was obviously different. There were 4
genera (Bacteroides, norank_f_Porphyromonadaceae, Enterococcus, Escherichia-Shigella), and the average
relative abundance was 77.92% in the E. carinata faeces, there were 9 genera (Bacteroides, Bacil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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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ococcus, Clostridium_sensu_stricto_1, Clostridium_sensu_stricto_11, Paeniclostridium, Aeromonas,
Escherichia-Shigella, Proteus, total of average relative abundance is 75.53%) in the E. schrenckii faeces.
There were 6 genera (Bacteroides, norank_f_Porphyromonadaceae, Enterococcus, Clostridium_sensu_stricto_1,
Edwardsiella, Escherichia-Shigella), and the average relative abundance was 67.42% in the E. anomala
faeces (Table 2). Notably, Escherichia-Shigella had the highest relative abundance in E. carinata faeces;
Clostridium_sensu_stricto_11 had the highest relative abundance in E. schrenckii faeces; Bacteroides had the
highest relative abundance in E. anomala faeces.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composition of
microbial communities in the faeces among the three species. Under the same feeding environment and food
condition, the main factors determining the difference of the microbial communities may b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pecific genomes of each species, which needs further clarification.
Key words: Elaphe; Faeces; Microbial diversity

在中国大陆，棕黑锦蛇（Elaphe schrenckii）

化石证据表明，微生物群落在 32.5 亿年前
就留下了它们的足迹，而如今它们已经分布于

分布于黑龙江省、吉林省和辽宁省，赤峰锦蛇

生物圈的各个群落之中，并与其宿主之间形成

（E. anomala）的分布地域较广，南到江苏省，

了 复 杂 的 同 共 体 （ Eckburg et al. 2005 ，

北到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是 2 种蛇同域分布

Turnbaugh et al. 2006，2007，Ley et al. 2008a，

的区域。赵尔宓院士在《中国蛇类》一书中采

Kau et al. 2011，Consortium 2012）。肠道微生物

纳了季达明和黄美华等的研究结果，将赤峰锦

菌群与宿主在正常代谢功能、生理调节、疾病

蛇作为有效种，同时也指出“两者色斑的差异

与免疫功能等方面均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究竟是遗传上的不同，或是因为其分布一南一

（Turnbaugh et al. 2006，Leser et al. 2009，

北，由于气候条件的影响产生的表型差异，值

Buddington et al. 2011）。最近有研究指出，由

得继续深入研究”（赵尔宓 2006）。王锦蛇（E.

于瘤胃中微生物菌群的作用，使生活在高海拔

carinata）主要分布于秦岭以南，在北方只分布

的牦牛（Bos mutus）和藏绵羊（Ovis aries）以

于陕西、河南和甘肃。

产生更多短链脂肪酸和更少甲烷的方式，以及

本文以实验室人工孵化并在相同的饲养环

其自身表现出更强的短链脂肪酸吸收和运输能

境下投喂相同饲料的王锦蛇、棕黑锦蛇和赤峰

力得以最大程度地利用能源，适应高原的特殊

锦蛇的粪便样本进行了 16S rRNA 高通量测序

环境（魏辅文 2016）。说明了肠道微生物群落

分析，探究在相同的生活条件下，3 种锦蛇粪

在动物对环境的适应性进化上扮演的重要角色

便中微生物菌群结构的差异。旨在为爬行类肠

（Zhang et al. 2016）。
蛇类在脊椎动物的演化中有着重要的地
位，但对其肠道微生物菌群的研究报道较少，
仅见对棉口蝮（Agkistrodonp iscivorus，Colston
et al. 2015）、缅甸蟒（Python bivittatus，Costello
et al. 2010）和响尾蛇（Crotalus horridus，
Mclaughlin et al. 2015）肠道微生物菌群的研究。

道菌群以及粪便菌群的研究积累资料，并探究
3 种锦蛇粪便样本微生物菌群结构特点及其意
义。

1
1.1

材料与方法
样本收集
实验用蛇均为实验室人工孵化，并以无冬

虽然它们的遗传特性、生活环境以及食性存在

眠模式养殖 2 年以上的健康成蛇，养殖温度（27

着明显的差异，但研究结果仍显示出了蛇类肠

± 1）℃，饲料为鹌鹑（Coturnix coturnix）雏。

道微生物的一些共性。

棕黑锦蛇、赤峰锦蛇和王锦蛇 3 种蛇，在 4 月

·272·

动物学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Zoology

54 卷

和 12 月各进行 1 次取样，每次每种锦蛇随机取

对 序 列 进 行 操 作 分 类 单 元 （ operational

3 条蛇的新鲜粪便样本。取材时，除去粪便外

taxonomic units，OTU）聚类；使用 UCHIME

表部分，将粪便中央部分置于无菌顶空瓶后即

软 件 剔 除 嵌 合 体 。 利 用 RDP classifier

封盖，置于﹣50 ℃冰箱（DW-50W255，海尔）

（http://rdp.cme.msu.edu/）对每条序列进行物种

暂存。隔天装入放置有干冰的转运箱，送往上

分类注释，比对 Silva 数据库（SSU123），设置

海美吉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检测。

比对阈值为 70%。某一类菌数目的多少占样本

DNA 抽提和 PCR 扩增

中总量的比值定义为相对丰度，组内所有样本

依 据 E.Z.N.A.® soil 试 剂 盒 （ Omega

的相对丰度的平均值记为平均相对丰度。用非

Bio-tek，Norcross，GA，U.S.）说明书进行总

加权 UniFrac 距离算法确定 Beta 多样性，以完

DNA 抽 提 ， DNA 浓 度 和 纯 度 利 用

成样品层级聚类分析。PLS-DA 分析，即偏最

NanoDrop2000 进行检测，利用 1%琼脂糖凝胶

小 二 乘 法 判 别 分 析 （ partial least squares

电泳检测 DNA 提取质量。用引物 515F（5′-GTG

discriminant analysis）是用于判别分析的多变量

CCA GCM GCC GCG G-3′）和 907R（5′-CCG

统计分析方法，根据测量到的变量值，来判断

TCA ATT CMT TTR AGT TT-3′），引物序列中，

研 究 对 象 如 何 分 类 。 实 验 数 据 利 用 SPSS

M 表示 A 或 C，R 表示 A 或 G，对样本中细菌

statistics 20 软 件 进 行 单 因 素 方 差 分 析

16S rRNA 的 V4 ~ V5 可变区进行 PCR 扩增。

（One-Way ANOVA），相关数据以平均值 ± 标

扩增体系为 20 µl：4 µl 5 × FastPfu 缓冲液，2 µl

准差表示，并设置 P < 0.05 为显著性差异，P <

2.5 mmol/L dNTPs，0.8 µl 引物（5 µmol/L），

0.01 为极显著性差异。覆盖率反映本次测序结

0.4 µl FastPfu 聚合酶以及 10 ng DNA 模板。扩

果是否代表了样本中微生物的真实情况。其数

增程序为：95 ℃预变性 3 min；95 ℃变性 30 s，

值越高，则样本中序列被测出的概率越高。计

55 ℃退火 30 s，72 ℃延伸 30 s，29 个循环；

算公式如下：C = 1﹣（n1/N），其中，C 为覆盖

最后 72 ℃延伸 10 min。使用 ABI GeneAmp®

率，n1 为只含有一条序列的 OTU 数目，N 为抽

9700 型 PCR 仪完成 PCR 扩增。

样中出现的总序列数目。

1.2

1.3

Illumina Miseq 测序
使用 2%琼脂糖凝胶回收 PCR 产物，利用

AxyPrep DNA Gel Extraction Kit （ Axygen

2
2.1

结果
16S rRNA 测序质量分析

Biosciences，Union City，CA，USA）进行纯

在送检的 3 种蛇 18 个样本中，将检测出的

化，Tris-HCl 洗脱，2%琼脂糖电泳检测。利用

原始序列去冗余校正得到优化序列数为 549 328

QuantiFluor™-ST（Promega，USA）进行检测

（优化碱基数目为 217 148 011），优化序列平均

定量。根据 Illumina MiSeq 平台（San Diego，

长度 395 bp。基于相似度大于 97%的原则，将

USA）标准操作规程将纯化后的扩增片段构建

优化序列进行 OTU 聚类分析，最终得到 OTU

PE250 的文库。利用 Illumina 公司的 Miseq

数是 192 个。3 种蛇共享 OTU 数有 116 个，独

PE300 平台进行测序（上海美吉生物医药科技

有 OTU 的数共计 31 个，棕黑锦蛇 19 个、赤峰

有限公司）。

锦蛇 5 个、王锦蛇 7 个。
3 种锦蛇粪便所含 OTU

1.4

数据处理

数量依次为棕黑锦蛇（163）、赤峰锦蛇（154）

原始测序序列使用 Trimmomatic 软件质

王锦蛇（147）（图 1）。

控，使用 FLASH 软件进行拼接，去冗余校正

2.2

多样性指数与覆盖率

得到优化序列；使用 UPARSE 软件（version 7.1

3 种锦蛇粪便样本测序结果中，标志着样

http://drive5.com/uparse/），根据 97%的相似度

本序列被检测出概率的指标——覆盖率，王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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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son 指数均无显著性差异。ace 指数和
chao1 指数，虽然棕黑锦蛇低于王锦蛇和赤峰
锦蛇，但 3 者之间均无显著性差异（表 1）。
2.3

门水平
3 种锦蛇粪便样本中共鉴定出 8 个菌门，

厚 壁 菌 门 （ Firmicutes ）、 变 形 菌 门
（Proteobacteria）和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
是 3 种锦蛇的共享菌门（图 2）。按其平均相对
丰度排序，王锦蛇依次为厚壁菌门（33.95% ±
11.26%）、拟杆菌门（33.61% ± 23.35%）、变形
菌门（32.13% ± 13.82%）
，棕黑锦蛇依次为厚
壁菌门（59.16% ± 15.94%）、变形菌门（32.34%
图1
Fig. 1

± 11.65%）、拟杆菌门（6.50% ± 5.00%），赤峰

3 种锦蛇粪便微生物 Venn 图

锦蛇依次为厚壁菌门（48.28% ± 20.08%）、拟

Venn diagram of faecal microorganisms in

杆菌门（26.76% ± 17.22%）、变形菌门（24.52%

3 species of Elaphe

± 7.73%）。厚壁菌门在 3 种锦蛇样本中均有明

数字表示对应的 OTU 数目。

显的优势；拟杆菌门在棕黑锦蛇样本的相对丰

Number represents the corresponding number of OTU.

度显著低于王锦蛇和赤峰锦蛇样本，在 3 种锦

蛇为 99.95% ± 0.01%，棕黑锦蛇为 99.95% ±

蛇样本中波动最为明显；变形菌门的相对丰度

0.02%，赤峰锦蛇为 99.94% ± 0.01%，符合后续

在 3 种锦蛇样本较为稳定。上述 3 个共享菌门

分析的要求。棕黑锦蛇样本菌群 α 多样性是 3

的平均相对丰度，在王锦蛇样本中较为均衡（图

种锦蛇样本中最高的，而菌群相对丰度却是最

2a）；棕黑锦蛇样本中厚壁菌门的平均相对丰度

低的。王锦蛇的菌群多样性最低，而菌群相对

特别高，而拟杆菌门的平均相对丰度又特别低，

丰度高于棕黑锦蛇。赤峰锦蛇菌群多样性介于

形成了极其明显的对比（图 2b）；赤峰锦蛇样

王锦蛇和棕黑锦蛇之间，菌群相对丰度与王锦

本中，仅厚壁菌门相对丰度较高，拟杆菌门和

蛇相近。王锦蛇和棕黑锦蛇样本的菌群多样性

变形菌门较为接近（图 2c）。

指数 Shannon（P < 0.05）与 Simpson（P < 0.05）
在组间皆呈显著性差异，王锦蛇与赤峰锦蛇之
间及棕黑锦蛇和赤峰锦蛇之间 Shannon 指数与
表1
Table 1

在 3 组样本中均有个体被检出存在梭杆菌门
（Fusobacteria）
、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a）
、疣微
菌门（Verrucomicrobia）和衣原体门（Chlamydiae）

3 种锦蛇粪便样品 16S rRNA 基因库多样性指数和覆盖率

Phylotype coverage and diversity estimation of the 16S rRNA gene in three species of Elaphe
多样性指数 Diversity indices

王锦蛇 E. carinata

Shannon

Simpson

1.87 ± 0.46a

0.33 ± 0.17a

b

b

ace

chao1

104.45 ± 11.60

104.67 ± 9.56

覆盖率（%）
Coverage
99.95 ± 0.01

棕黑锦蛇 E. schrenckii

2.54 ± 0.33

0.17 ± 0.07

96.82 ± 19.06

96.56 ± 18.60

99.95 ± 0.02

赤峰锦蛇 E. anomala

2.18 ± 0.41ab

0.23 ± 0.10ab

107.30 ± 25.95

104.36 ± 24.56

99.94 ± 0.01

每列数据标注不同字母，表示组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5）。
Different letters in each column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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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种锦蛇样本与菌门关系图

Diagram of sample and phylum in three species of Elaphe

a. 王锦蛇；b. 棕黑锦蛇；c. 赤峰锦蛇。a. E. carinata; b. E. schrenckii; c. E. anomala.
该图表示样本与菌门之间的关系：右半部分为该物种样本的菌门及其相对丰度比例（百分比刻度显示）；左半部分为各菌门在不同样本
的分布比例（百分比刻度显示）。图中蓝色表示对应图的样本，编号 1 ~ 6 分别表示 6 个样本，其他颜色表示对应的菌门信息。
The figures sh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ample and the phylum: the right half is the phylum of the species sample and its relative abundance
ratio (percentage scale display), and the left half is the distribution ratio of each phylum in different samples (percentage scale display). The blue
color represents the sample of the corresponding figure, the number 1﹣6 represents 6 samples respectively, and the other colors represent the
corresponding bac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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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1 种或几种。梭杆菌门（Fusobacteria）在棕

（Escherichia-Shigella）。前两个菌属的平均相对

黑锦蛇 6 个样本中均被检测到，相对丰度在

丰度在棕黑锦蛇样本中明显低于王锦蛇和赤峰

0.05% ~ 3.80%之间，赤峰锦蛇有 5 个样品中检

锦蛇样本。而志贺氏菌属的平均相对丰度在王锦

出梭杆菌门，相对丰度在 0.01% ~ 0.52%之间，

蛇样本中最高，棕黑锦蛇和赤峰锦蛇依次降低。

王锦蛇有 2 个样本中检出梭杆菌门，且相对丰

另 外 ， 在 棕 黑 锦 蛇 样 本 中 ，

度都低于 0.01%。在赤峰锦蛇的一个样本中检

Clostridium_sensu_stricto_1、Clostridium_sensu_

出疣微菌门，相对丰度达到 1.10%。所有样本

stricto_11 、 Paeniclostridium 和 变 形 杆 菌 属

中放线菌门与衣原体门的相对丰度均低于

（Proteus）等 4 属的平均相对丰度值均大于王

1.00%。3 组样本中均有个体检出未定名的菌

锦蛇和赤峰锦蛇。在王锦蛇样本中，Romboutsia

门，且相对丰度都低于 0.01%。

和克雷伯菌属（Klebsiella）2 属的平均相对丰

2.4

度均小于棕黑锦蛇和赤峰锦蛇。

属水平
送检样本中各组相对丰度大于 1%的属共

王锦蛇和赤峰锦蛇各有一独有菌属，分别

有 20 个，王锦蛇、棕黑锦蛇和赤峰锦蛇分别有

是 unclassified_f_Clostridiaceae_1 与爱德华菌

11、17 和 14 个属。有 9 属是 3 种锦蛇的共享

属（Edwardsiella）。棕黑锦蛇的独有属数量最

菌属（表 2）
，其中平均相对丰度均大于 5%的

多，共有气单胞菌属（Aeromonas）、乳球菌属

只有 3 属，分别是拟杆菌属（Bacteroides）、肠

（Lactococcus）、嗜碱菌属（Alkaliphilus）、鲸杆

球 菌 属 （ Enterococcus ） 和 志 贺 氏 菌 属

菌 属 （Cetobacterium） 和 类 芽 孢 杆 菌

表2
Table 2

3 种锦蛇粪便菌群物种相对丰度差异分析

Different relative abundance of faecal microorganisms in 3 species of Elaphe

分类水平 Classification level
王锦蛇
E. carinata

棕黑锦蛇
E. schrenckii

赤峰锦蛇
E. anomala

拟杆菌属 Bacteroides

14.54 ± 4.38

6.31 ± 2.48

20.39 ± 9.76

norank_f_Porphyromonadaceae

19.07 ± 24.98

—

6.36 ± 7.40

—

8.05 ± 7.54

1.44 ± 0.78

门 Phylum

拟杆菌门 Bacteroidetes

属 Genus

芽孢杆菌属 Bacillus
类芽孢杆菌属 Paenibacillus
肠球菌属 Enterococcus
乳球菌属 Lactococcus

厚壁菌门 Firmicutes

1.19 ± 1.12

—

7.07 ± 2.82

19.43 ± 8.38

—

4.51 ± 5.44

—

1.83 ± 0.48

8.60 ± 5.18

7.22 ± 4.65

Clostridium_sensu_stricto_11

2.54 ± 1.01

11.49 ± 15.73

4.83 ± 3.04
1.13 ± 1.29

Clostridium_sensu_stricto_4
嗜碱菌属 Alkaliphilus
Epulopiscium

变形菌门 Proteobacteria

—
17.03 ± 4.85

Clostridium_sensu_stricto_1

unclassified_f_Clostridiaceae_1

梭杆菌门 Fusobacteria

相对丰度 Relative abundance (%)

—

1.31 ± 0.92

3.22 ± 2.55

—

—

—

1.08 ± 1.17

—

—

1.46 ± 1.08

1.82 ± 1.17

Paeniclostridium

1.52 ± 1.10

6.05 ± 5.47

4.27 ± 2.85

Romboutsia

1.04 ± 0.40

3.32 ± 2.10

3.37 ± 2.66

鲸杆菌属 Cetobacterium

—

1.02 ± 1.65

—

气单胞菌属 Aeromonas

—

8.40 ± 10.05

—

爱德华菌属 Edwardsiella

—

—

5.35 ± 7.33

志贺氏菌属 Escherichia-Shigella

27.28 ± 6.12

10.91 ± 4.36

8.67 ± 2.32

克雷伯菌属 Klebsiella

1.78 ± 1.15

2.50 ± 1.08

4.91 ± 3.69

变形杆菌属 Proteus

2.08 ± 1.40

8.65 ± 7.43

3.93 ± 3.32

“—”表示平均相对丰度小于 1%。“—” means the average relative abundance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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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在横轴（COMP1）上均呈负值，其绝对值

在王锦蛇的 4 属（拟杆菌属、

在 1 ~ 6，即与主成分 1 的得分有较好的负相关

norank_f_Porphyromonadaceae、肠球菌属和志

性；棕黑锦蛇样本中的菌群测序结果在横坐标

贺氏菌属），棕黑锦蛇的 9 属（拟杆菌属、芽孢

上均呈正值，其绝对值在 1 ~ 10 之间，即与主

杆菌属、肠球菌属、Clostridium_sensu_stricto_1、

成分 1 的得分有较好的正相关性；而赤峰锦蛇

Clostridium_sensu_stricto_11、Paeniclostridium、

样本的微生物菌群测序在横坐标上 4 个样本呈

气单胞菌属、志贺氏菌属和变形杆菌属）以及

负值，绝对值在 1 左右，1 个个体呈正值，绝

赤 峰 锦 蛇 的

属 （ 拟 杆 菌 属 、

对值在 0 ~ 5 之间，1 个个体在“0”附近。棕

norank_f_Porphyromonadaceae 、 肠 球 菌 属 、

黑锦蛇样本和赤峰锦蛇样本在纵轴（COMP2）

6

Clostridium_sensu_stricto_1、爱德华菌属、志贺

上又有距离。两个维度的结果提示，3 种锦蛇

氏菌属）的平均相对丰度大于 5%。上述各组

样本中微生物菌群结构有着较明显的差别。

内各属相对丰度之和分别为 77.92%、75.53%和
67.42%，可将它们分别作为 3 种锦蛇的优势菌

3

讨论

群。而志贺氏菌属、Clostridium_sensu_stricto_11

脊椎动物胃肠道微生物菌群结构具有一定

及拟杆菌属分别是王锦蛇、棕黑锦蛇和赤峰锦

的复杂性，由于宿主自身代谢特点、肠胃道结

蛇的样本中相对丰度最高的菌属。

构特点、食性差别及季节变化均会导致菌群结

PLS - DA 分析

构的变化（Ley et al. 2008a）。大量研究指出，

采用 PLS-DA 方法对样本参数进行进一步

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是大多数陆生脊椎动物肠

的分析，3 种锦蛇样本的微生物菌群各自有着

道微生物菌群的优势菌门（Zhu et al. 2011，

明显的聚集（图 3）。王锦蛇样本中的菌群测序

Keenan et al. 2013，Ley et al. 2008b，田银平

2.5

图3
Fig. 3

3 种锦蛇粪便菌群 PLS-DA 分析图

PLS-DA analysis chart of faecal microorganisms in 3 species of Elaphe

COMP1、COMP2 分别代表对于不同组样本微生物组成发生偏移的疑似影响因素，百分数表示差异比。
COMP1 and COMP2 respectively represent the suspected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he deviation of microbial composition in different groups, and
the percentage represents the difference ratio.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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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Wang et al. 2012，Alain 2014，Deng et al.

和繁殖，而志贺氏菌毒力质粒侵袭区域基因的

2015，Kim et al. 2015，王剑等 2015）
。在已研

表达又被蛇这类变温动物较低的体温所抑制，

究的几种爬行动物中，其胃肠道微生物菌群也

从而导致王锦蛇能够幸免肠道疾病的困扰，还

是以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为其优势菌群门

需要进一步探讨。

（Costello et al. 2010，Colston et al. 2015，

此外，抗生素的滥用不仅表现在人类疾病

Mclaughlin et al. 2015），本研究报道的 3 种锦蛇

治疗上，在家禽家畜的疾病预防和治疗中也是

样本中微生物菌群同样是以厚壁菌门和拟杆菌

较为普遍的现象（侯薄等 2017），导致了食品

门为优势菌门。显示出陆生脊椎动物胃肠道微

中抗生素的残留（李周敏等 2013）以及环境中

生物菌群存在着演化过程中的共性。另外，Ley

抗生素的污染（徐嘉男 2017）
。近年来不断出

等（2008b）还认为，肠道微生物组成的差异最

现的多重耐药菌，更是让人类感到束手无策。

关键的是个体遗传特质决定的代谢特点以及机

然而，粪便微生物移植不仅在治疗某些严重顽

体在最初与环境微生物之间建立起来的特定关

固性疾病显露的奇特功效（陈卫等 2018）
，而

系。由于本研究 3 种锦蛇的孵化和喂养均为实

且对实验动物生长性能的改善也有显著的促进

验室中较为稳定的环境条件，那么它们之间微

作用（李天天等 2018）
。那么，在蛇类养殖中

生物菌群组成上的差别，是否与其自身独特的

是否也可以选择利用抗病力强的物种，尝试进

代谢类型有关，是否受肠胃道中不同的微环境

行粪便微生物移植，作为改善蛇类肠道疾病，

因素制约，而形成了其特定的菌群结构，还需

降低抗生素使用量，提高蛇类的存活率和生活

要进一步积累研究资料。

质量的一个突破口，在“绿色养殖”中是一个

还要提及的是志贺氏菌，它是一种没有荚
膜和芽孢、能够形成菌毛的兼性厌氧菌，属于
革兰氏阴性菌（Metzlaff et al. 1989）。当志贺氏

有待于深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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