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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氏隐孢子虫在鸡体内发育的形态学特征 

及其对寄生器官的影响 

张龙现④② 宁长申0 蒋金书② 

(①河南农业大学牧医工程学院 郑州 450002 zlx． @263 n ) (②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 北京 loo~4) 

摘要：取2日龄海兰雏鸡 5O只，分为5组，分别接种 0、0．8 xlO6、1．6×106、3．2×106、6．4x106个鸭源 

贝氏臆孢子虫 (Cryptosporidlum k )卵囊。接种后在不同的时间间隔内剖杀雏鸡，取洼氏囊、气管和喉头： 

扫描电镜观察发现贝氏臆孢子虫主要寄生在鸡的喉头、法氏囊、气管。裂殖体有 2种类型：I型裂殖体古 8个 

裂殖子，Ⅱ型裂殖体含 4个裂殖子。子孢子或裂殖子在钻人过程中，虫体逐渐由香蕉形过渡到鼓槌形 ，最后形 

成球形的滋养体。带虫空泡分为有球形残体的带虫空泡和无球形残体的带虫空泡。观察到小配子的释放和虫体 

寄生于杯状细胞的现象。贝氏隐孢子虫寄生于气管引起纤毛倒伏、排列紊乱、纤毛融合、脱落：致使法氏囊上 

皮肿胀，法氏囊牯膜表面形成皱褶，微绒毛脱落、融合、排列紊乱，牯液性分秘物增多，炎性细胞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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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氏隐孢子虫(Cryptosporidium “)是鸡和 

火鸡常见呼吸道疾病的病原之一。除感染鸡外，也 

可感染鸭、鹅、鹌鹑、珍珠鸡、雉鸡和丝毛乌骨鸡等多 

种禽类(赵亚荣和蒋金书，1991；蒋金书等，1992；查 

红波和蒋金书，1993；史美清等，1995；宁长 申等， 

1999)。并且禽源贝氏隐孢子虫也能引起人的隐孢 

子虫病，具有公共卫生方面的重要意义(Ditrich 

。1．，1991)。笔者用鸭源贝氏隐孢子虫实验性地感 

染鸡，借助于 SEM详尽观察了内生发育虫体的形态 

结构特点，其结果与史美清等(1996)的报道有所不 

同，并有新的发现。首次较为系统地观察 了隐孢子 

虫寄生后对器官形态结构的影响。 

l 材料与方法 

从郑州市郊樱桃谷鸭群中采用饱和蔗糖溶液离 

心漂浮法分离出隐孢子虫卵囊。经 2日龄雏鸡传代 

及对鸡、鸭致病性、寄生部位、排卵囊规律、卵囊 

大小测定、形态学观察等，确定其卵囊为贝氏隐孢 

子虫 (G． 如 )卵囊。收集到的卵囊置于 2．5％ 

KzCr204溶液中，4℃保存备用。但保存时间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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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1周。 

实验动物海兰品种雏鸡 50只，饲养于经火焰喷 

灯消毒后的笼内。随机分为 5组，其中 1组作为空 

白对照。其余 4组在 2日龄时分别经口接种 O．8× 

1 0o、1．6×lO6、3．2×1 、6
．4×1 个卵囊。在不同 

的间隔时间内剖杀感染后的雏鸡，用新的手术刀片 

取2lilm 或2mm长条块状的法氏囊、气管和喉头组 

织 ，分别置预冷的 2．5％戊二醛固定液中，4℃固定 

24h以上。取出经固定后的组织块再修成 1 Illm3大 

小，用 0．1 mol／L pH7．4的 PBS洗 6次(每次 10 

rain)，3％锇酸复固定 2 h，PBS洗 2次，丙酮系列脱 

水(30％，50％，70％，80％，90％)及 1130％丙酮脱水 

3次(每次 30rain)。转人醋酸异戊酯中，临界点干 

燥，喷金后用 S一570HITACHI型扫描电镜观察与拍 

照 

2 结 果 

2．1 虫体形态特征 

贝氏隐孢子虫呈图钉状嵌于气管和法氏囊粘膜 

表面，由带虫空泡(parasitophorous vacuole)／~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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孢子和裂殖子(sporozoite and merozoite)，头部较尖， 

尾端稍钝圆，表面光滑，大小 3．0,um x 0．6 pan，为运 

动性虫体。从卵囊和裂殖体逸出后，在粘膜表面运 

动，寻找钻人部位(图版 I 6)，并以头部垂直侵入粘 

膜上皮细胞(图版 I 2)。钻人过程中，虫体逐渐由香 

蕉形过渡到鼓槌形(图版 I：3，7)，最后成为球形的 

滋养体(trophozoite)(图版4)。 

早期的滋养体体积较小，直径仅 1．7,um (图 

版 I：2，4，9)。中、后期的滋养体体积较大，虫 

体变形或虫体表面凸凹不平 中期滋养体 (直径 

2．5～4．5“m)内有大量的小球形颗粒，直径约 

0．6van(图版 I：11，15)。某些滋养体有外突的 

囊泡 (图版 I 9)，囊泡的直径达 1．5 pan 

滋养体经过分化发育成裂殖体 (meront)。裂 

殖体有 I和Ⅱ两种类型，I型裂殖体内含 8个裂殖 

子 (merozoite)，Ⅱ型裂殖体内含 4个裂殖子 (图 

版I 7)。成熟的I型裂殖体，直径约 3 pan，充满 

整个带虫空泡，裂殖子形态清晰可见 ，其排列方式 

类似桔瓣排列方式，因此称之为桔瓣形排列 (图版 

I 4)；另一种排列方式为旋涡形，即 8个裂殖子排 

列成旋涡状。在裂殖子之间可见到颗粒状 残体 

(granular residual body)，直径约0．3 pan，数量较多 

(图版 I 5)。裂殖子的释放方式为主动钻出。又有 

顺序钻出 (图版 I 6)和同时钻出 (图版 I 7)之 

分。裂殖子同时钻出过程中，活动性极强，边钻出 

边散开，释放出来后即散开向不同方向运动 (图版 

I：3，6)。 

最后一代裂殖子钻人粘膜上皮细胞进一步发 

育，由滋养体过渡为大小配子体 (macroganlont and 

microgamont) 大配子体为所有发育阶段中体积最 

大的一种，表面光滑呈球形。直 径达 3．3～4，2 

pan，带虫空泡凸出于粘膜表面，仅基部与粘膜上 

皮相连，基部侧面可见梳状结构 (comb—like lan~e1． 

1a)(图版I：7—8)。早期的大、小配子体不易辨 

认。小配子体带虫空泡也较凸出，表面光滑，球 

形，直径约 3．5 pan，每个成熟小配子体含 16个无 

鞭毛的小配子 (O’Donoghue，1995)。小配子成熟 

后，逸出小配子体的方式如图版 I l4，约6个小配 

子 (小配子排列密集，难以准确计数)同时从小配 

子体的某一部位钻出。成熟小配子体顶端带虫空泡 

膜掀开一圆形开口 (图版 I l4)，成熟的小配子聚 

集于这一部位，向外用力而使膜破裂，并同时从这 
一

开口处钻出。小配子头端较尖，尾端钝圆，形如 

子弹状。小配子钻人大配子内，二者的核融合形成 

台子 (zygote)。成熟的卵囊从带虫空泡的裂口处释 

放出来 (图版I 13)。 

带虫空泡呈球形或半球形包裹着虫体，其基部 

形成显著的梳状结构 (图版 I：n，15)。由带虫 

空泡膜反复折叠形成，梳状结构紧连粘膜上皮。虫 

体从带虫空泡逸出的方式也不相同，一种方式是带 

虫空泡顶端全部被掀开，仅残留带虫空泡基部 (图 

版 I：5～6，l1，l4～15)。另一种方式是带虫空 

泡顶部被虫体钻一开口，虫体从开口处钻出，残留 

的带虫空泡外形比较完整，虫体逸出后带虫空泡塌 

陷，其内部结构难以显示 (图版 I：9 10．14)。 

从带虫空泡的内部结构观察，带虫空泡可以分为 2 

种类型，其一是带虫空泡内没有残体，基部梳状结 

构明显 ，带虫空泡有一个圆形稍有凹陷的底部，边 

缘与梳状结构相接处形成明显的界限 (图版 I 15) 

带虫空泡梳状结构与底部交界处形成一串珠状环形 

结构 (bead—like in a ring)(图版I l1)，这一类为 

卵囊发育成熟逸出后所余之带虫空泡。其二是带虫 

空泡内有球形残体，直径 1．5～1．75Ⅱm，球形残 

体覆盖带虫空泡底部。而这一类为裂殖体或小配子 

体发育成熟后，裂殖子或小配子释放出来所余之带 

虫空泡。 

2．2 虫体寄生器官的病理形态学变化 

2 2．1 气管粘膜和喉头粘膜 接种 3．2×106个卵 

囊后第7天，在气管粘膜面可以看到大量的虫体寄 

生，各发育阶段虫体嵌于气管纤毛丛中，引起钎毛 

倒伏，排列紊乱，部分纤毛脱落 (图版 I 1)。接种 

6．4×1 06个卵囊后第 24天，气管粘膜表面纤毛大 

量脱落，仅残余少量纤毛。杯状细胞 (9 m)表面 

寄生6个虫体。杯状细胞顶端已看不到微绒毛 (图 

版I 2)。第 25天，气管粘膜表面已见不到纤毛． 

带虫空泡周围的纤毛融合 (图版 I 4)。接种 3．2 x 

106个卵囊后第 8天，可见喉头粘膜表面有较多虫 

体寄生，大量纤毛脱落，粘膜上皮裸露，虫体周围 

纤毛残留较多，长短不齐 (图版I 8)。 

2．2．2 法氏囊粘膜 接种 0．8 x106个卵囊后第 l0 

天，法氏囊粘膜表面寄生较多虫体，其发育阶段各 

不 相同。微绒毛尚较完整(图版 I 13)。接种1 6× 

l06个卵囊后第 7天，法氏囊粘膜上皮肿胀，上皮 

细胞凸出，微绒毛脱落或微绒毛融合，排列紊乱， 

粘液性分泌物增多，有炎性细胞渗出 (图版 I 3)。 

接种 3．2x 106个卵囊第 8天，法氏囊粘膜表面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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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同发育阶段的虫体 (图版 I 9)。第 10天法氏 

囊粘膜表面有大量的粘液性分泌物团块，带虫空泡 

周围的微绒毛融合，微绒毛数量明显较其他部位多 

(图版 I l0)。接种 6．4×1 个卵囊第 5天，法氏 

囊粘膜表面几乎完全被虫体寄生。微绒毛融合或脱 

落，粘膜上皮细胞增殖或肿胀，致使牯膜表面形成 

皱褶，造成粘膜表面形成界面明显的凸出区域，上 

面寄生各个发育阶段的虫体 (图版 i：ii一12，14 

15)。 

3 讨 论 

众多学者通过 TEM观察确定了隐孢子虫寄生 

于细胞膜内、细胞浆外的寄生特点。Tadeja—Sinfi：orio 

．(1993)应用TEM最早观察到隐孢子虫吸附于 

杯状细胞，隐孢子虫吸附后纤毛脱落或微绒毛消失。 

笔者用 SEM观察到贝氏隐孢子虫似图钉状嵌于气 

管、喉头和法氏囊粘膜上皮表面，其寄生部位与文献 

报道一致(Currem e a／．，1986；Lindsay et ．，l9s6， 

1989；赵亚荣等，1991；蒋金书等，1992；查红波和蒋 

金书，1993；周继勇等，1993；史美清等 ，1995)。贝氏 

隐孢子虫除寄生于上皮细胞刷状缘外，还可寄生于 

杯状细胞(goblet cel1)的顶端(图版 I 2)，用 SEM观 

察更为直观，可以看到一个杯状细胞顶端寄生有 6 

个虫体。 

子孢子或裂殖子钻人粘膜上皮细胞过程中的不 

同阶段 (图 版 I：2—4，7)也 与 赵 亚 荣等 

(1993)、史美清等 (1996)、Fayer et df．(1997) 

报道的结果一致。对带虫空泡的形成问题，多数学 

者认为是由微绒毛膜连续覆盖而成 (Itakura e￡o2．， 

1985；赵亚荣等，1993；O’Donoghue，1995；查红 

波和蒋金书，1993；Fayer et a1．，1997；胡景辉和 

蒋金书，1996)，而用 SEM观察发现，虫体边侵入 

边发育，虫体钻人中期，其后端就已经开始膨大。 

我们推测带虫空泡膜是微绒毛和虫体外膜有机融合 

而形成的。而小配子体释放小配子的现象 ，尚未见 

文献报道。 

贝氏隐孢子虫感染引起寄生部位病理变化已有 

文献报道(Good~n，1988；Tadeja-Simborio＆Itakura， 

1993；Tadeja—Simborio ．，1993；周继勇等，1993； 

O’Donoghtte，1995；Fayer，1997)，笔者对气管和喉头 

的形态学变化观察结果与 文献报 道一致。而用 

SEM对法氏囊的形态学变化观察发现，贝氏隐孢子 

虫严重感染情况下法氏囊粘膜表面形成界面明显的 

凸出区域，推测是由于粘膜上皮细胞增殖或肿胀，致 

使粘膜表面形成皱褶。而这种变化随剂量加大而严 

重程度增强，这是本研究所获得的新结果 

图 版 说 明 

圈版 I(pl )： 

a：纤：6(~ilia)；cP 隐孢于虫( -yF aia)；GB：杯状细胞(~61et 

ed1)；Mv￡擞绒毛(IⅡi啪讪 u )；PV：带虫空泡(P鼎 |t叩h 

uale)；髭 ：l型裂殖体或裂殖子(typeImm-~tnt+or+mldz~te)；T：}挂养体 

(tmlthm~te)c 

1：接种3．2 x 10+个卵囊后第7天，气管粘膜表面纤毛倒伏、紊乱、脱 

落(On血e 7tl|day妇 出 d∞ in med th 3．2 x1沪 oocp~+of 

C ，the~rIia 0ftr hcqw眦 c1Imode+md]mt．)x 2 50 

2：接种6 4 xi0+个卵囊后第24天，气管但残留少量的耋千毛。1表示 

正在钻人的虫体(裂殖子或子孢子)[0tl tl|e 24th d 且n茁 ehiek 
ir·眦ul址ed with 6．4x 1 ooey~ ．the traehe~0rdv reamlmed B few cili． 

B．1 8h口wed a孵 6ring da-illingto epi linin8(m 忙 or 

8po~ohe)]x 4．90 

3：接种 1 6 xl 个卵囊后第 7天，1为法氏囊中钻人过程中期的虫 

体；2为向外释放的裂殖子；3为炎性细胞；4为粘{葭性分泌物[0tl 

L 7th aay aft c cb inoeul~ed th 1 6x 1舻00州  ． 叫 i岫 

drfilin8 into q t}|划 lining(1)．mH∞ ng from ra~-nal 

y(2)，mm啪ud龃r(3)and叫叫日蛔口Hm D d(4)w盱e ob． 

se~edin BF．J 5．0 

4：接种6 4x1 个卵囊后第 25夭，气管中裂殖子呈桔瓣型排刊(On 
the 25tI．day aft苗 chich 1r10culated with 6 4x1 ooeysts．m㈣ il曲 

Tm耐 ∞~~mSe pe汕 _mtheIr hea)x 4．90 

5：接种3．2x1 个卵囊后第 24天 法氏囊中裂殖子呈旋j品形捧列． 

裂殖子之间有小颗粒状残体(On th 24 th day+film：chieks mocul~一 

ed th 3．2 x 1铲 ~oeysts，mer∞0 aⅡ帅  which exlsted 棚 ll1a| 

一 dIlal bodi∞ 舡Ⅱn wl：firlpool in BF．)x9．90 

6：接种 1．6xl舻个卵囊后第 7天，A为法氏羹中的裂殖体。一个裂 

殖子正在向外钻；B为裂殖子；c为裂殖体，裂殖子正向外释放[On 

the 7th day aftm：chicksinoe山 ed with 1．6 x1舻 eocysts the meron| 

th 叽emH耐  哪 eaeapingfrom 【A)-m咀耐  (B)-衄d m哪 l 

sehizoite that mer恤 l∞ we e~caplng from (C) 曲蛐 in 

BF．j x 5 00 

7：接种 1．6xI舻个卵囊后第 7天，法氏囊中组织增生(．．)，粘膜表 

面形成皱榴。B为配子体；D为虫体侵人粘膜上皮细胞中期 ；E为 

Ⅱ型裂殖体，4个裂殖于同时钻出【otlthe 7th day抽 chick inoe- 
ulatedwith 1 6x1 ooeysts．the nltrfttc~0f∞；tl|di lining proGfer~一 

ed(_．，岫df~medfuguein BF．B忡s a帮叫 lo唧te。D sh ed B o 

目mi m d_iUing into ep；thdi llm g，and E w盼 a type n m— 1． 

i c1I 4 I㈣ J x 5．∞ 

8：接种 3．2x1伊个卵羹后第 B天，曦头中的大配子体(_．)(The 8th 

day 如 c b in叩 m耐 with 3 2 x l舻 ∞cvBb，and BII删i a 

ma口q e in dtr0毗．)x 5 90 

9：接种 3 2x1舻个卵囊后第 8天．示法氏囊中有囊泡奥起的滋养体 

(Q)(n 8th d d ckBino with 3．2x1 ooey~s．andO 

showin8theⅡ0ph0；0hewith an酬 皿 d ve~idein BF．)x 5．O0 

10：接种3．2 x 1舻个卵囊后第 10天，法氏囊表面有粘{葭团块(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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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10th day血crdliel~incetdated with 3．2 x106唧 日b，Ⅲ- 

cl15 seeret~'p~luet IⅢthë rhc⋯o1"BF dosea~ed(一)]x 

6．∞  

11：接种 6．4 x l06十卵囊后第 5天，法氏囊表面形成明显的界淘 

(呻)：破裂的发育中期}兹养体内有许多球形耩粒；带虫空泡的梳 

状结构和底部环形串珠状构造明显 [on L 5 t1l day血盯chicks 
ed wi山 6．4 x l铲 ooc灿 ，a目∞ove w蕾l盯med∞ the柚 a。e 

ofBF(—’)，th many ‘帅u1日噶 in the mptu~d trephozoile， 

阳d a口 丑Bj "rm1日v~euele showed a eo~ ,-like la~ella蛐 d日ring 

be -l血einIh亡b雎e j x 5 oo 

I2：接种6 4x l06十卵囊后第 5天，法氏囊粘膜表面寄生大量虫体． 

其中伴积软大的一些虫体。表面凹凸不平，为发育后期的滋养件． 

粘膜表面形成界限明显的不同区域(on lhe 5 th day舳 etae~ 

iIIoc山 ed with 6 4 x l 00 ，lilie s I盯 smB attached the 

epitheliallining o1"BF Borne o1"t1lem-w eh l 惜 wi山 

⋯ 邬血 e，we trophz in L lm盯 B1 devdopme nI， 

蛐d d f自邶 l 蕾 with de ~vldlng line w哪 formed帆 the Bud。＆oe 

o1"BF．1 x 5．o0 

l3：接种 0．8 x106十卵囊后第 1O天，示法氏囊带虫空泡中释放出的 

卵羹(O)【On山e 5山d竹脏 ~iekmi呻 ed wi山0 8 xl 
。 灿 ，a o呲y 鹄饼 d from lhe pa ‘0ph咖 B咖 ude in BF]X 

4 90 

14：接种 6．4x 106十卵囊后第 5天，法氏囊小配子连出(_+)．虫体顶 

端圆形开口(0)[onthe 5山d町舳 chicksir眦山 ed w 6．4 x 

l06 0o叩Ⅱ，Ⅲ日IIIre Jni∞＆删 ∞鹄cap耐 nmlerog~,aon!(_+)，lh亡 

oq~ismhad H T0 d叩en；_lgiⅡIhe 叩 (O>]x5．oo 

15：接种 6．4x 106十卵囊后第 5天，法氏囊粘膜表面形成界淘(_+)； 

B为带虫空泡残余，梳状结构明显；R为带虫空泡内球形残体[on 

the 5th day出盯 ~ieksin~ ted w油 6．4 xl06 0ocysts-a g巾 ve 

fon~l the membr~e ofRF( )．B showed a comb- 

llke pa BBitoph删 B v~euole． 11 showed a叩| cal residual body 

in Par∞；t0pIl0唧l de．】x6 o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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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phologic Feature of Cryptosporidium baileyi Endogenous 

Developmental Stages in Chickens and ln_flllence蚰 Parasitic Organs of Host 

ZHANG Long—Xian~~ N ING Chang—Shene JIANG Jin—Shu@ 

(①D m啦 Ca／／ege n̂加 m 呐 and Vetermary＆ ，fle~．an 劬 University·z ‘ 450002 

China 出 ． 263 ) 

(@Cdfege 鲫咖  Bd ．China如幢幽  University·＆ 100094，China) 

Abstract：F曲 Hy—Line chicks were divided into 5 

groups 10 for each．They were orally inoculated with 0， 

0．8x106，1．6x10 ，3．2xl06，6．4x106oncysts of 

Cryptosporidium 幻 respecitivelly when they wcFe 2 

days old．nIe chicks wcl'~ killed at different intermis— 

sion time postinfecfion， and their trachea, burea of 

Fabficious(BF)and throat wcl"~taken for atudy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C．baileyi endogenous 

development occurred primarily in the trachea，BF and 

Lhn'oat．1here a twokind ofseh[zont(type I merolt~, 

contained eight merozoites，and types II memn~con— 

rainedfourmel'OZOites)．Thefreed sporozoites ormel'o— 

zoites attacbed to cpitllelial ccIts where tllev became 

drumstick—like from banana—like． and Illca formed 

spherical trophozoites． Th ere wcD[~two kinds of para- 

sitophorous vacuoles(ooc had spherical residual body 

in and the other had no such thing)．Microgamete es— 

taping from matornal body and endogenous development 

stages in goblet cell were observed． Crypt~poridia 

caused the cilia of chicken trachea lodging，~soMer— 

ing， desquamating and fusing， and the epithelium 

membrane of bursa swollening with micmvillus desqua— 

marion， fusion ， an d disorder，in e略．m蟊 I~UCUS se— 

cretory product，an d infiltrafi~ mononuclear cel1．Ru— 

gae were formed on the epithelium membrane be cause 

of epithelial cell hypertrophy or hyperlasia． 

Key words： Cryptos#oridium baileyi； Chicken；Endogenous development stages ；Morphoptahologic 

change；Scan ning elect~n micros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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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动物中心成规模地饲养 l0余种灵长类动物、大小 

白鼠等多种实验动物。新近完成了 9O0 m 清洁级实验动物 

房的改造和扩建 ，可以满足科研对实验动物的要求。 

中心实验室近年来舔置了Bio40紫外分光光度计、HPI 

100高压液相色谱仪、流式细胞仪、DNA序列仪等大型仪 

器 l2台 (件) 构建了各实验室反渗透超净水供水系统 

目前正在建立药物研究专用的 GLP实验室和药理、病理公 

甩实验室 ，以提供高效率的研究平台。 

辛勤的耕耘，丰硬的成果 1999～2000年，全所共发表各 

类科技论文40o余篇 ，其中 SEI收录刊物上的论文 l16篇： 

出版专著 l8部。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省部级一 

等奖 1项，二等奖 8项，三等奖4项。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 

授予的发明专利证书 5项，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发 

明专利申请 27项。天然药物获国家三类薪药生产证书 I项： 

申请临床研究一类新药1项、三类药 1项；已完成部分临床 

前研究的一类薪药有 4项。在中国科学院知识刨新工程启 

动阶段工作总结评估中，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被评 

为生物类研究所第一名。 

王桂兰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65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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