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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监测·
江苏省中部地区猪链球菌主要致病血清型

分子流行病学调查
鞠爱萍

郑峰

王长军

【摘要】

董亚青

潘秀珍

葛俊超

陆承平

唐家琪

了解江苏省中部地区正常猪群猪链球菌及主要致病血清型分布。方法采集江

且的

苏省中部地区正常屠宰猪样本３０３份，用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法进行猪链球菌及主要致病血清型的
检测，并对３株分离的猪链球菌菌株进行系统的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鉴定。结果

３０３份猪标本中，

２００５年正常猪群中猪链球菌的携带率达８８．０％，其中１（或１４）型、２（或１／２）型、７型和９型携带率分
别为９．６％、８．５％、１１．３％、２９．５％；２００６年正常猪群中猪链球菌的携带率为８２．５％，１（或１４）型、２（或
１／２）型、７型和９型携带率分别为１７．６％、２．４％、２５．８％、２０．０％；３株分离菌株均为２型，２ａ毒力因子

表现型为ｃ加２＋／∥矗＋／ｍ巾心∥／ｓｂ／如加＋／ｏ以＋／８９女，２ｆ、１４ｅ毒力因子表现型均为啦２＋／

鲥矗＋伽叩一／彬／ｓ炒／扣ｐｓ／ｏ啦／８９＾；３株分离菌株对阿莫西林、氨苄西林、青霉素等高度敏
感，但对阿米卡星和四环素有显著的耐药性；对ＢＡＬＢ／ｃ小鼠和家兔无明显致病性。结论江苏省中
部地区正常猪群中猪链球菌携带率处于较高水平，多种血清型同时存在，毒力因子表型与流行毒力株
有显著差异。
【关键词】猪链球菌；聚合酶链反应；流行病学，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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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链球菌（Ｓ￡心声￡ｏｃｏｃｃ“ｓ ｓ甜妇，ＳＳ）是重要的人兽

板，３７℃培养过夜。挑取形态可疑、呈针尖状的菌落

共患病病原体，可引起仔猪的脑膜炎、关节炎、心内

接种ＴＨＢ液体培养基，提取模板进行ＰｃＲ鉴定、序

膜炎、败血症、肺炎以及断奶仔猪的猝死，并可感染

列比对，鉴定为阳性则保藏菌种。

人…。根据菌体荚膜多糖抗原性的不同，用协同凝

（５）ＰＣＲ法检测毒力基因：毒力基因ｏｒ厂２的引

集试验等将ｓｓ分为３５个血清型心１，其中１、２、１／２、

物序列参照文献［１０］，鲥庇、ｍ功、Ｐ∥、ｓ匆引物参照

７、９和１４型证明与致病性相关，不同血清型的分布

文献［１１］，８９走引物参照文献［１２］，加声引物根据

地区和范围均有不同∞５｜。目前国内研究多数聚焦

ＧｅｎＢａｎｋ公布的序列用Ｐｒｉｍｅｒ ｐｒｅｍｉｅｒ ５软件自行

于ＳＳ２型，而对其他血清型的研究较少。本研究从

设计。引物序列、退火温度及扩增片段大小见表１，

江苏省中部地区（苏中地区）屠宰点采集正常猪群样

ＰＣＲ反应体系同前。

本，了解ｓＳ血清型、毒力表型等分布情况。

表１

ＰｃＲ反应引物及目的片段大小

材料与方法
１．菌株：ＳＳ血清型标准参考株３５株，由加拿大
Ｍａｒｃｅｌｏ Ｇｏｔｔｓｃｈａｌｋ教授惠赠。０５ｚＹＨ３３为２００５年
分离自四川省资阳市，血清型鉴定为２型，由本实验
室保存。２ａ、２ｆ、１４ｅ型为本次流行病学调查分离的
血清型２型菌株。
２．试剂、仪器和实验动物：蛋白酶Ｋ为Ｍｅｒｃｋ
公司产品，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扩增试剂盒为（大
连）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产品，引物由赛百盛公司
合成；药敏纸片由杭州天和微生物试剂有限公司提
供。ＢＡＬＢ／ｃ小鼠、新西兰大白兔购自上海中科院实
验动物中心。
３．样本采集和ＰＣＲ检测分析：
（１）健康猪的样本采集：于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年对来

源明确的健康生猪，屠宰后消毒棉签深入猪鼻腔和
咽喉都刮取表面黏膜样本，投人装有１ ｍｌ ＴＨＢ培养
基的ＥＰ管中，低温保存，在４—６ ｈ内送往实验室进
行检测。
（２）模板制备：分别取每份样本１００肚ｌ，接种于
２ ｍｌ

ＴＨＢ培养基，３７℃增菌培养３ ｈ。取１．５ ｍｌ菌

液离心后弃上清，用２００肛ｌ ｄｄＨ：Ｏ重悬沉淀，加
１００
１０

（６）药敏实验：用无菌棉签蘸取分离菌的肉汤培
养物，涂布于琼脂平板。稍于后，无菌镊子夹取各种

引物设计参照文献［６—９］，ＰＣＲ反应以参考株作为对
照，反应体系２５弘１：１０×ＰｃＲ缓冲液２．５肛ｌ，
ｍｍｏｌ／Ｌ Ｍ∥＋１．５肛ｌ，２．５ ｍｍｏｌ／Ｌ

ｓ为菌种特异性引物，鲥＾、Ｍ巾、Ｐ∥、ｓ匆、如ｐ、ｏ崛、

８９女为毒力基因引物

ｍｇ／ｍｌ蛋白酶Ｋ ３弘ｌ，４２℃水浴１ ｈ后煮沸
ｍｉｎ，离心取上清做ＰＣＲ的模板。
（３）ＰＣＲ法检测ＳＳ：ＳＳ种和主要血清型特异性

２５

注：其中ｃ加１（ｃ加１４）、ｃ加２（巾ｓ１／２）、ｃ加９、ｆ声５７为血清型特异
性引物，１６

ｄＮＴＰ ２．０肛Ｉ，

上、下游引物（１０肛ｍｏｌ／Ｌ）各０．５弘１，Ｔａｑ ＤＮＡ聚合
酶（２ ｕ）０．５ ｊ上ｌ，模板２牡ｌ，ｄｄＨ２０调整终体积至
２５肚１，引物序列、退火温度及扩增片段大小见表１。
（４）菌株的分离纯化：挑取经ＰＣＲ检测为ＳＳ２
阳性的样本，划线接种于含５％羊血ＴＨＢ琼脂平

药敏纸片分别平贴在培养基表面，３７℃培养２０—
２４

ｈ，观察、测定抑菌环的大小。判定标准：抑菌环

直径在１５ ｍｍ以上为高度敏感（青霉素高敏为
２０

ｍｍ以上），１０～１５ ｍｍ为中度敏感，１０ ｍｍ以下

为低度敏感，无抑菌环为不敏感。
（７）动物试验：取分离菌株２ａ、２ｆ、１４ｅ及四川分
离株０５ＺＹＨ３３的１８ ｈ血清肉汤培养物，分别腹腔注
射ＢＡＬＢ／ｃ小鼠５只（体重２０ ｇ左右，注射剂量
１×１０８ＣＦＵ／只），静脉注射家兔２只（体重２０００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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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剂量１×１０８ＣＦｕ／只），对注射后的动物隔离饲

２０

养，观察其发病及死亡情况。以上试验均设血清肉

霉素（ＣＭ）中度敏感，抑菌直径约１０～１５ ｍｍ；而对

汤培养物空白对照。

阿米卡星（ＡＮ）和四环素（ＴＥ）产生了显著的耐药
结

ｍｍ；对环丙沙星（ＣＩＰ）、庆大霉素（ＧＭ）和克林

性，结果见表３。

果

５．动物试验：注射四川分离株０５ｚＹＨ３３的实验

１．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江苏省泰州地区ＳＳ２型

小鼠５只在２４ ｈ内全部死亡，２只家兔分别于４８

ｈ、

ｈ死亡，剖检死亡小鼠、家兔，呈败血症症状，心、

１（１４）型、２（１／２）型、７型和９型的流行分布情况：健

７２

康猪ＳＳ的检测结果显示，２００５年２００头健康猪的

肝、脾等实质性脏器内均分离到接种菌，而分离菌株

ｓＳ检出率为８８．０％（１７６／２００），１（１４）型、２（１／２）型、７

及对照组动物连续观察２周未见异常变化。

型、９型的检出率分别为９．６％（１７／１７６）、８．５％（１５／

４株分离株药敏试验结果

表３

１７６）、１１．３％（２０／１７６）、２９．５％（５２／１７６）；２００６年

１０３头健康猪的ｓＳ检出率为８２．５％（８５／１０３），
１（１４）型、２（１／２）型、７型、９型的检出率分别为

１７．６％（１５／８５）、２．４％（２／８５）、２５．８％（２２／８５）、
ｈ一∞如¨如ｏ

砣砣”如ｏ

２０．０％（１７７８５）。

拼一弛”Ｍ∞ｏ

Ｈ一如 托嬲ｏ

ｏ加加挖加船他

ｏ加 ”加拍Ｈ

２．细菌的分离纯化：通过平板菌落分离和ＰＣＲ
鉴定，获得３株ＳＳ２阳性分离物。分离菌株在５％
羊血琼脂平板经３７℃培养，菌落直径为１～２ ｍｍ，
呈圆形、半透明、表面光滑、微隆起、灰白色，ａ溶血。

ｏ加勉Ｈ

塑舭Ｍ∞Ｐ住州Ⅵ跚㈨ｓ

镜检为革兰阳性，ＴＨＢ培养物以长链状排列为主，

ＥⅢ

鲜血琼脂平板以成对排列为主，ＰＣＲ产物序列分析

注：表内数据为抑菌直径（ｍｍ）；Ｓ为链霉素

表明，ｃ声ｓ２，基因与国外分离株ＳＳ２ １０（Ｎｏ．

０勉巧：２他＂Ｍ

ｍ如¨

讨

ＡＦｌｌ８３８９）ｃ加２，基因序列的相似性均为９９％。

论

３．分离株主要毒力相关基因检测：３株ＳＳ２型

国外研究显示，ＳＳ在猪场的携带率从２０．０％～

分离株经ＰＣＲ检测主要毒力相关基因，其中趔矗

９０．０％不等，２００１年韩国ＳＳ２在健康猪群中的携带

均为阳性，ｍｒｐ、ＰⅣ、５Ｚｙ均为阴性。菌株２ａ的归户

率为３．６％；国外其他报道ＳＳ２携带率在２．０％～

和ｏｒ厂２为阳性，而菌株２ｆ和１４ｅ缺乏这２种毒力基

７．０％［１

因，８９走在这３株菌株中都缺乏，分离株２ａ、２ｆ、１４ｅ

非疫区平均为４２．０％，疫区平均为３９．０％。１…。本研

鲥矗经Ｂｌａｓｔ序列比对与国外参考株Ｓ．ｓ“如ＡＡＨ６

究发现，我国苏中地区正常猪群ＳＳ总带菌率高达

（Ｎｏ．ＥＦｌ９８４７５）相似性均为９９％，局声经Ｂｌａｓｔ序列

８０．０％以上，ＳＳ２的带菌率分别为８．５％（２００５年）、

比对与Ｓ．ｓ“曲８９／１５９１（Ｎｏ．ＡＡＨ６ＡＡＦＡ０２００００１０）

２．４％（２００６年）。上述数据表明，我国正常猪群中

同源性为１００％，ｏｒ纪与Ｓ．ｓ甜厶ＳＨ０３１２３８（Ｎｏ．

ＳＳ总体携带率处于较高水平。此外，由于ＳＳ主要

ＥＦ０７３０５６．１）相似性为９３％（表２）。

定植于猪扁桃体，本研究检测样本主要为鼻咽部拭

表２
菌株

ｍｒ声

ｇ阿

ｓ咖

＋

一

一

一

２ｆ

＋

一

一

１４ｅ

＋

一

０５ＺＹＨ３３

＋

子，结果可能略低于实际携带率。

分离株主要毒力因子表型

ｇｄ＾

２ａ

＋

拍声

＋

＋

。玎２

＋

＋

一

一

一

８９＾

＋

尽管健康猪群的ＳＳ携带率与猪群是否暴发或
流行ＳＳ病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随着气候环境等

一

一

＋

３。。国内正常猪群中ＳＳ２的带菌率亦较高，

因素的改变，一些致病血清型ＳＳ可能成为微小生
态中的主要菌群成员，并导致暴发疫情，因此检测猪

＋

群的ＳＳ主要致病血清型带菌率对预防与控制有指
４．药敏实验：药敏试验结果显示，４个（含参考

导意义。由于ＳＳ血清型标准血清价格昂贵，操作

株０５ｚＹＨ３３）菌株对阿莫西林（ＡＭｘ）、氨苄西林

繁琐，用于现场样本血清型的分布调查可行性差。

（ＡＭ）、青霉素Ｇ（Ｐ）、万古霉素（ＶＡ）、磺胺类药

目前，国内对ＳＳ的分子流行病学调查仅限于２型，

（ＳｘＴ）及红霉素（Ｅ）高度敏感，抑菌直径均大于

其他血清型鲜见报道。本研究通过已建立的主要致

·

１５４

生堡选堑痘堂盘查！！！！堡！旦箜垫鲞篁！塑

·

病血清型ＰＣＲ检测方法，发现苏中地区正常猪群中
血清１（或１４）型、７型、９型的携带率明显高于２型，
２００６年分别达１７．６％、２５．８％和２０．０％，这种多种

血清型并存的现象对于流行区猪链球菌的进化和致
病特征的影响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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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的与ＳＳ致病性相关的毒力因子主要有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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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现测序已全部完成并对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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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９４４２），与Ｓａｎｇｅｒ研究中心公布的标准株Ｐ１／７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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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存在一种乃至全部毒力基因缺失的现象，而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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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分离的ＳＳ２菌株缺失５～６种毒力因子，并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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