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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调查研究河南省规模化猪场猪链球菌流行优势菌株及其耐药性情况，本试验采集临床疑似猪链球菌病例

病料９５份，通过细菌分离、纯化鉴定及血清型鉴定，共获得６８株猪链球菌，其中猪链球菌血清２型为４８株占７０％，

血清９型１５株占２２％，血清２型和９型为当前河南流行优势菌株。通过对猪链球菌胞外因子ｅｐｆ基因、溶菌酶释放

蛋白ｍｒｐ基因和溶血素ｓｌｙ基因３个主要毒力基因检测，共检测出５种毒力基因类型，其中以ｅｐｆ＋／ｍｒｐ－／ｓｌｙ＋类

型（２５株）为主，其次是ｅｐｆ－／ｍｒｐ－／ｓｌｙ－类型（２０株）、ｅｐｆ＋／ｍｒｐ＋／ｓｌｙ＋类型（１８株）。药敏试验结果显示，６８株

猪链球菌除对头孢噻呋、头孢他啶、阿莫西林和氨苄西林敏感性较好外，对其他５类１３种抗菌药物均高度耐药，且存

在严重的多重耐药现象。通过２４种耐药基因检测，共检测出１２种耐药基因，其中氨基糖苷类耐药基因ａｐｈＡ１、四环

素类耐药基因ｔｅｔ（Ｂ）和喹诺酮类耐药基因ｇｙｒＡ、ｐａｒＣ的检出率分别高达８６％，８９％，６３％，５８％。以上结果为猪场

临床防控猪链球菌病选药、用药以及选择相应的血清型疫苗等方面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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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链球菌病是由猪链球菌引起的一类急性、热
性传染性疾病，属于国家规定的二类动物传染病，临
床上主要引起猪的败血症、脑膜炎、关节炎等病症，
是世界范围内养猪业最常见的细菌性疾病之一［１－２］。

猪链球菌血清型较多，基于猪链球菌荚膜多糖
抗原的不同，猪链球菌一度被分为３５个血清型，分
别是１～３４和１／２型；２００５年，ＨＩＬＬ等［３］进一步验
证，３２型和３４型并不是猪链球菌，猪链球菌划分为

３３个血清型（１／２型、１～３１型、３３型）；而有最新的
研究报告指出，血清型２０型、２２型、２６型和３３型属
于其他新的物种，应该从猪链球菌中分离出来［４］。
因此，目前认为猪链球菌有２９个血清型。猪链球菌
的致病性与其携带的毒力基因密切相关，目前研究
较多的猪链球菌主要毒力基因有胞外因子（ｅｘｔｒａ－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ｆａｔｅｒｏｒ，ｅｐｆ）、溶菌酶释放蛋白
（ｍｕｒａｍｉｄａｓｅ－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ｍｒｐ）和溶血素（ｓｕｉ－
ｌｙｓｉｎ，ｓｌｙ），这３个毒力基因常作为猪链球菌致病性
的指示蛋白基因。目前普遍认为猪链球菌血清１／２
型、１型、２型、７型和９型对猪的致病性较强，其中２
型毒力最强、流行最广，而且能够引起人类的感染发
病和死亡，是国内防控猪链球菌病的主要血清型。

近年来，随着我国养猪业集约、规模化的发展，
猪链球菌病的发生呈现上升趋势，而且经常作为主
要病原继发于猪伪狂犬病、猪繁殖与呼吸障碍综合
征、猪圆环病毒等病毒性疾病，给养猪场临床疾病诊
疗控制带来不小的困难，给养猪企业造成不小的经
济损失。本试验通过对２０１９年度河南省猪场疑似
猪链球菌病例采集病料９５份，通过病菌分离培养、
纯化鉴定，获得猪链球菌６８株，同时对６８株猪链球
菌进行了 血清型鉴定、药敏试验、毒力基因和耐药
基因检测研究，旨在探讨近段时间河南省猪链球菌
流行优势菌株及其毒力基因和耐药基因分布情况，
为临床猪链球菌的防控提供参考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病料　２０１９年度河南省不同规模的猪场临床
发生有脑膜炎、关节炎、败血症等疑似猪链球菌病例
病料，剖检濒死期病猪，采集脑组织、心血和关节液

病料９５份（分别采自鹤壁１２份、焦作１０份、驻马店

１５份、南阳１２份、周口１６份、平顶山８份、济源８
份、开封５份和洛阳９份）。

１．２　主要试剂　胰蛋白大豆琼脂（ＴＳＡ）和胰蛋白
大豆肉汤（ＴＳＢ）购自美国Ｄｉｆｃｏ公司；新生犊牛血
清购自郑州益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革兰染液试剂
盒购自珠海贝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６大类１８种常
用抗生素标准药敏片，其中１５种购自杭州滨河微生
物试剂有限公司，头孢噻呋、替米考星、土霉素药敏
片购自 Ｓｉｇｍａ公司；微生物 ＤＮＡ 提取试剂盒、

ＤＬ２０００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Ｌｏｒｄｉｎｇ　Ｂｕｆｆｅｒ、２×Ｔａｑ
Ｍａｓｔｅｒ　Ｍｉｘ等均购自宝生物（大连）工程有限公司；
相关引物均由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合
成。

１．３　病原的分离、纯化　无菌操作，将采集的疑似
猪链球菌病例的病料脑、心血和关节液分别划线接
种于ＴＳＡ平板（含５％的新生牛血清），放置于培养
箱３７℃培养１８～２４ｈ后，挑选可疑单个菌落纯化、
革兰染色镜检。同时将纯化后的可疑菌株分别接种
于ＴＳＢ液体培养基（含５％的新生牛血清），于３７℃
培养１８ｈ，备用。

１．４　分离菌株的ＰＣＲ检测、血清型鉴定

１．４．１　引物设计　参照文献［５－７］设计合成猪链球
菌通用引物和２９种血清型引物。

通过聚合酶链式反应（ＰＣＲ）对纯化好的分离菌
株进行鉴定和血清型分型鉴定。

１．４．２　ＤＮＡ提取　取可疑菌株 ＴＳＢ液体培养物

１ｍＬ于离心管中，１０　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５ｍｉｎ，弃上清
收集菌体沉淀，按照ＤＮＡ提取试剂盒说明书提取
菌体ＤＮＡ，分装，－８０℃保存备用。

１．４．３　ＰＣＲ检测　ＰＣＲ反应体系（２５μＬ）：２×Ｔａｑ
Ｍａｓｔｅｒ　Ｍｉｘ　１３μＬ，１０μｍｏｌ／Ｌ 上、下游引物各

１μＬ，ｄｄＨ２Ｏ　８μＬ，模板ＤＮＡ　２μＬ。

ＰＣＲ反应条件：９５℃预变性５ｍｉｎ；９５℃ 变性

３０ｓ，５６℃ 退火３０ｓ，７２℃ 延伸３０ｓ，４０个循环；

７２℃延伸５ｍｉｎ，４℃保存备用。
电泳：取１０μＬ　ＰＣＲ扩增产物于１％琼脂糖凝

胶电泳跑胶检测，紫外透射分析仪观察结果，比照

ＤＬ２０００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确定条带大小。阳性ＰＣＲ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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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产物送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测序，
测序结果进行ＢＬＡＳＴ软件比对。

１．５　毒力基因检测

１．５．１　引物设计　参考文献［８－１０］设计合成了３对

猪链球菌毒力基因（胞外因子ｅｐｆ基因、溶血素ｓｌｙ
基因、溶菌酶释放蛋白ｍｒｐ基因）引物，各对引物序
列和扩增片段长度见表１。

表１　毒力基因引物序列及相关信息

基因 正向引物序列（５′→３′） 反向引物序列（５′→３′） 片段大小／ｂｐ

ｅｐｆ ＧＣＴＡＣＧＡＣＧＧＣＣＴＣＡＧＡＡＡＴＣ　 ＴＧＧＡＴＣＡＡＣＣＡＣＴＧＧＴＧＴＴＡＣ　 ６２６

ｓｌｙ　 ＡＴＧＡＧＡＡＡＡＡＧＴＴＣＧＣＡＣＴＴＧＡＴＴ　 ＴＴＧＣＣＡＧＡＴＴＡＣＴＣＴＡＴＣＡ　 １　５０２

ｍｒｐ　 ＡＴＣＡＧＡＡＴＣＡＣＣＡＣＴＴＴＴＧＧ　 ＴＣＡＴＡＣＣＣＡＧＴＡＡＡＴＡＣＡＣＧ　 ８８５

１．５．２　ＤＮＡ提取及毒力基因检测　ＤＮＡ提取方法
同上述１．４．２。毒力基因ＰＣＲ反应体系（２５μＬ）：

２×Ｔａｑ　Ｍａｓｔｅｒ　Ｍｉｘ　１３μＬ，上、下游引物各１μＬ，

ｄｄＨ２Ｏ　８μＬ，模板 ＤＮＡ　２μＬ。ＰＣＲ 反应条件：

９５℃预变性５ｍｉｎ；９５℃ １ｍｉｎ，５７℃ １ｍｉｎ，７２℃
３０ｓ，共３５个循环；最后７２℃延伸１０ｍｉｎ，ＰＣＲ产
物４℃保存备用。电泳：取１０μＬ　ＰＣＲ扩增产物于

１％琼脂糖凝胶电泳跑胶检测，紫外透射分析仪观察
结果，比照ＤＬ２０００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确定条带大小。

１．６　药物敏感性试验　药敏试验采用Ｋｉｒｂｙ－Ｂａｕｅｒ
（Ｋ－Ｂ）纸片扩散法［１１－１２］。具体方法及判定标准参照
（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委员会ＮＣＣＬＳ）（２００５）标准。
判定结果分为敏感、中介、耐药。６大类１８种抗生
素包括头孢噻呋、头孢他啶、阿莫西林、青霉素、氨苄
西林、卡那霉素、阿米卡星、壮观霉素、替米考星、阿
奇霉素、四环素、强力霉素、土霉素、左氟沙星、氧氟
沙星、恩诺沙星、环丙沙星和复方新诺明。

１．７　耐药基因检测

１．７．１　引物合成　参考文献［１３－１５］，合成５大类

２４个耐药基因包括β内酰胺类（ｂｌａＴＥＭ、ｂｌａＯＸＡ－
１、ｂｌａＣＴＸ－Ｍ－２、ｂｌａＳＨＶ、ｂｌａＩＭＰ－１、ｂｌａＤＨＡ－１），

氨基糖甙类 （ａａｄＡ１、ａａｄＡ２、ｓｔｒＡ、ｓｔｒＢ、ａａｄＢ、

ａａｃＣ２、ａａｃ（３）－ＩＶ、ａｐｈＡ１），四环素类（ｔｅｔ（Ａ）、ｔｅｔ
（Ｂ）、ｔｅｔ（Ｃ）、ｔｅｔ（Ｄ）、ｔｅｔ（Ｇ）），喹诺酮类（ｇｙｒＡ、

ｐａｒＣ）和磺胺类（ｓｕｌ１、ｓｕｌ２、ｓｕｌ３）基因的引物，用于
本菌株耐药基因的检测扩增。

１．７．２　耐药基因检测　模板ＤＮＡ的提取方法同上
述１．４．２。用上述２４对耐药基因的引物进行扩增检
测。

反应体系为２５μＬ：２×Ｔａｑ　Ｍｉｘ　１２．５μＬ，

１０μｍｏｌ／Ｌ上、下游引物各１μＬ，模板ＤＮＡ　１μＬ，

加ｄｄＨ２Ｏ至２５μＬ。反应条件：９５℃预变性５ｍｉｎ；

９５℃１ｍｉｎ，５７℃１ｍｉｎ，７２℃３０ｓ，共３５个循环；最
后７２℃延伸１０ｍｉｎ，ＰＣＲ产物４℃保存。取１０μＬ

扩增产物电泳，紫外光下观察结果，阳性产物测序。

２　结果

２．１　细菌形态　分离菌株在ＴＳＡ平板（含５％的新
生牛血清）上，形成均一的表面光滑湿润、边缘整齐、
圆形半透明、略带蓝色荧光的小菌落。挑取单个菌
落革兰染色镜检为革兰阳性，菌体呈球形或卵圆形，
呈单个、成对或短链存在（图１）。

图１　猪链球菌菌体形态（１　０００×）

２．２　细菌纯化鉴定及血清型检测　通过对采集的

９５份（脑组织３０份、关节液３６份、心血２９份）疑似
样品进行细菌分离、纯化、鉴定，共获得猪链球菌６８
株其中脑组织２４株（３０份），关节液２２株（３６份），
心血２２株（２９份）。

用２９对猪链球菌血清型引物对６８株猪链球菌
进行血清型分型鉴定，结果分离菌株血清２型４８株
（脑组织 １８ 株、关节液 １２ 株、心血 １８ 株），占
７０．５％；血清９型１５株（脑组织６株、关节液７株、
心血２株），占２２％；血清４型２株（关节液１株、心
血１株），占３％；血清１４型２株（关节液２株），占

３％；血清３型１株（心血１株），占１．５％（图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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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河南猪链球菌临床分离株血清型分离鉴定统计结果

２．３　毒力基因检测　用３对毒力基因引物对６８株
猪链球菌分别行ＰＣＲ扩增检测，胞外因子（ｅｐｆ）、
溶菌酶释放蛋白（ｍｒｐ）和溶血素（ｓｌｙ）３个毒力基因
目的条带分别为６２６，８８５，１　５０２ｂｐ（图４）。结果分
离菌株中毒力基因类型为ｅｐｆ－／ｍｒｐ－／ｓｌｙ－有２０
株，分别是血清９型１５株、血清１４型２株、血清３
型１株、血清２型２株；血清４型２株毒力基因类型

均为ｅｐｆ－／ｍｒｐ＋／ｓｌｙ－；剩余４６株血清２型中，毒
力基因类型ｅｐｆ＋／ｍｒｐ＋／ｓｌｙ＋１８株，ｅｐｆ＋／ｍｒｐ＋／

ｓｌｙ－３株，ｅｐｆ＋／ｍｒｐ－／ｓｌｙ＋２５株（表２）。

图３　猪链球菌部分菌株血清型 ＰＣＲ鉴定结果　Ｍ．ＤＬ

２０００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１，３，５，７，９．猪链球菌通用引物鉴

定；２．猪链球菌２型菌株；４．血清３型菌株；６．血清４
型菌株；８．血清９型菌株；１０．血清１４型菌株

表２　猪链球菌临床分离株毒力基因类型检测表

毒力类型
血清２型

（４８株）

血清４型

（２株）

血清９型

（１５株）

血清１４型

（２株）

血清３型

（１株）

ｅｐｆ＋／ｍｒｐ＋／ｓｌｙ＋ １８　 ０　 ０　 ０　 ０

ｅｐｆ＋／ｍｒｐ＋／ｓｌｙ－ ３　 ０　 ０　 ０　 ０

ｅｐｆ＋／ｍｒｐ－／ｓｌｙ＋ ２５　 ０　 ０　 ０　 ０

ｅｐｆ－／ｍｒｐ＋／ｓｌｙ－ ０　 ２　 ０　 ０　 ０

ｅｐｆ－／ｍｒｐ－／ｓｌｙ－ ２　 ０　 １５　 ２　 １

图４　猪链球菌毒力基因ＰＣＲ检测结果　Ｍ．ＤＬ２０００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１．阴性对照；２．ｅｐｆ 毒力基因；３．ｍｒｐ 毒力基

因；４．ｓｌｙ毒力基因

２．４　药敏试验结果　参照ＮＣＣＬＳ手册（２００５版 ）

标准判定，６８株猪链球菌临床分离株药敏试验结果
表明，河南省猪链球菌临床分离株对不同种类的抗
生素药物的敏感性存在明显差异（表３）。６８株猪链
球菌对β内酰胺类抗生素敏感性结果较好，对头孢
噻呋、头孢他啶、阿莫西林、氨苄西林的敏感性分别
为７９．４％，７５％，７３．６％，７０．６％，其中对头孢噻呋、
头孢他啶２种药物没有发现临床耐药菌株，但青霉
素的临床敏感性不容乐观，只有４７．１％。６８株猪链
球菌对氨基糖苷类、大环内酯类、四环素类、磺胺类
药物均表现出较高的临床耐药性，其中对四环素类
药物耐药性最为突出，均在９５％以上；对强力霉素、
四环素、土霉素、卡那霉素没有发现１株敏感菌株。
此外，所有分离菌株均存在严重的多重耐药现象，耐
药表型表现出均对５种或５种以上抗菌药物耐药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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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河南省猪链球菌临床分离株药物敏感试验结果

药物种类 敏感 中介 耐药 药物种类 敏感 中介 耐药

头孢噻呋
５４

（７９．４％）
１４

（２０．６％）
０
（０）

左氟沙星
３１

（４５．６％）
８

（１１．８％）
２９

（４２．６％）

头孢他啶
５１

（７５．０％）
１７

（２５．０％）
０
（０）

氧氟沙星
３０

（４４．１％）
６

（８．９％）
３２

（４７．０％）

阿莫西林
５０

（７３．６％）
１２

（１７．６％）
６

（８．８％）
恩诺沙星

２３
（３３．８％）

１１
（１６．２％）

３４
（５８．０％）

青霉素Ｇ
３２

（４７．１％）
２６

（３８．２％）
１０

（１４．７％）
环丙沙星

２２
（３２．４％）

１２
（１７．６％）

３４
（５８．０％）

氨苄西林
４８

（７０．６％）
１３

（１９．１％）
７

（１０．３％）
强力霉素

０
（０）

１
（１．５％）

６７
（９８．５％）

复方新诺明
２０

（２９．４％）
１６

（２３．５％）
３２

（４７．１％）
四环素

０
（０）

０
（０）

６８
（１００．０％）

阿奇霉素
２

（３．０％）
６

（８．９％）
６０

（８８．１％）
土霉素

０
（０）

１
（１．５％）

６７
（９８．５％）

替米考星
２

（３．０％）
４

（５．９％）
６２

（９１．１％）
卡那霉素

０
（０）

３
（４．４％）

６５
（９５．６％）

壮观霉素
１８

（２６．５％）
２６

（３８．２％）
２４

（３５．３％）
阿米卡星

２
（３．０％）

１
（１．４％）

６５
（９５．６％）

２．５　耐药基因检测　用２４对耐药基因引物对６８
株猪链球菌进行耐药基因扩增检测，结果共检测出

１２种耐药基因（图５），分别是ｂｌａＴＥＭ、ａａｄＡ１、

ｓｔｒＡ、ｓｔｒＢ、ａａｄＢ、ａａｃＣ２、ａｐｈＡ１、ｔｅｔ（Ｂ）、ｇｙｒＡ、

ｐａｒＣ、ｓｕｌ１和ｓｕｌ２基因，其中检出率较高的耐药基
因分别是ａｐｈＡ１、ｔｅｔ（Ｂ）、ｇｙｒＡ 和ｐａｒＣ基因，检出
率分别是８６％（５９／６８），８９％（６１／６８），６３％（４３／６８）
和５８％（４０／６８）。

图５　猪链球菌个别菌株耐药基因ＰＣＲ检测结果　Ｍ．ＤＬ

２０００ 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１．ｂｌａＴＥＭ；２．ｂｌａＯＸＡ－１；

３．ｂｌａＣＴＸ－Ｍ－２；４．ｂｌａＳＨＶ；５．ｂｌａＩＭＰ－１；６．ｂｌａＤＨＡ－
１；７．ａａｄＡ１；８．ａａｄＡ２；９．ｓｔｒＡ；１０．ｓｔｒＢ；１１．ａａｄＢ；１２．
ａａｃＣ２；１３．ａａｃ（３）－ＩＶ；１４．ａｐｈＡ１；１５．ｔｅｔ（Ａ）；１６．ｔｅｔ
（Ｂ）；１７．ｔｅｔ（Ｃ）；１８．ｔｅｔ（Ｄ）；１９．ｔｅｔ（Ｇ）；２０．ｇｙｒＡ；２１．

ｐａｒＣ；２２．ｓｕｌ１；２３．ｓｕｌ２；２４．ｓｕｌ３

３　讨论

本试验采集河南省不同规模猪场疑似猪链球菌
病例的９５份样品，通过细菌分离、纯化鉴定及血清

型分型，共获得６８株猪链球菌，其中血清２型４８株
占７０．５％，血清９型１５株占２２％，表明当前河南省
猪链球菌流行优势菌株主要是血清２型，其次为血
清９型，这与国内其他报道较为一致［３，１６］。此外，还
从心血、关节液样品中分离到２株４型菌株、２株１４
型菌株和１株３型菌株，并没有分离到以往报道中
占一定优势的血清１型和血清７型。表明临床上猪
链球菌流行优势菌株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在生产
实际中，选择疫苗防控猪链球菌病，最好弄清区域内
优势血清型或者选择使用含有血清２型的多价疫
苗，确保获得较为理想的防控效果。

猪链球菌菌株的致病性强弱与其携带的毒力基
因密切相关，通常把胞外因子（ｅｐｆ）、溶菌酶释放蛋
白（ｍｒｐ）、溶血素（ｓｌｙ）作为猪链球菌毒力指示蛋
白，用来区分菌株的毒力强弱，ｅｐｆ＋／ｍｒｐ＋／ｓｌｙ＋常
被认为与高致病性菌株相关［３，１０］。本试验通过对６８
株猪链球菌毒力基因检测，共获得５种毒力基因类
型，ｅｐｆ＋／ｍｒｐ－／ｓｌｙ＋ 毒 力 类 型 为 ２５ 株，占 比

３６．７％；其次为ｅｐｆ－／ｍｒｐ－／ｓｌｙ－ 类型 ２０ 株和

ｅｐｆ＋／ｍｒｐ＋／ｓｌｙ＋１８株。其中ｅｐｆ＋／ｍｒｐ－／ｓｌｙ＋

类型的２５株和ｅｐｆ＋／ｍｒｐ＋／ｓｌｙ＋类型的１８株均
是血清２型菌株，而血清９型的１５株毒力类型均是
ｅｐｆ－／ｍｒｐ－／ｓｌｙ－。结果表明河南省猪链球菌临床
流行菌株以ｅｐｆ＋／ｍｒｐ－／ｓｌｙ＋毒力类型为主，其次
是ｅｐｆ－／ｍｒｐ－／ｓｌｙ－类型和ｅｐｆ＋／ｍｒｐ＋／ｓｌｙ＋类
型，这一点与其他相关报道有一定的变化［１０，１７－１８］。
同时，通过菌株携带的毒力基因情况，表明临床血清
２型在致病性方面强于血清９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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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选６大类１８种常用抗生素对６８株猪链球菌
进行药敏试验，结果显示只有β内酰胺类的头孢噻
呋、头孢他啶、阿莫西林和氨苄西林敏感性较好，在
７０％以上；其中头孢噻呋和头孢他啶没有发现耐药
菌株。而对其他１４中抗生素均表现出了高度的耐
药性，对四环素类的四环素、强力霉素、土霉素耐药
性最强，分别是１００．０％，９８．５％，９８．５％；对氨基糖
苷类的卡那霉素和阿米卡星的耐药性也在９５％以
上；大环内酯类的阿奇霉素和替米考星的耐药性为
８８．１％，９１．１％对喹诺酮类药物的耐药性在４２％～
５８％，这与国内的有关研究报道［１９－２０］基本一致。

对６８株猪链球菌进行２４种耐药基因检测，共
检测出１２种耐药基因。氨基糖苷类８种耐药基因
检出６种，其中ａｐｈＡ１检出率高达８６％；喹诺酮类
２种耐药基因全部检出，检出率分别为６３％，５８％；
四环素类５种耐药基因检出ｔｅｔ（Ｂ）１种，检出率高
达８９％。结合表型耐药结果，说明耐药菌株耐药基
因的检测结果和表型耐药结果有很大的相关性。生
产实际中，如何减少或消除耐药细菌的耐药基因，是
减少耐药菌株产生的重要环节，需要进一步进行深
入研究和探索。

本试验分离获得的６８株猪链球菌对大部分常
用药物表现出广泛的耐药现象，而且存在严重的多
重耐药性，且存在耐药基因传递情况。笔者认为临
床菌株产生耐药性的主要原因，主要是抗生素的长
期滥用或不规范使用引起的。因此，在生产实际中，
建议规模化猪场在选择疫苗或选药、用药前，最好通
过有关机构弄清本场流行菌株血清型和药敏试验筛
选出敏感药物，有的放矢，能很大程度上提高防控或
治疗效果。另外，如果能够利用本场分离菌株制备
相应的疫苗，用于防控猪链球菌，无论从保护率方面
还是在成本方面都是切实而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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