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型豬鏈球菌感染症

（Streptococcus suis type II Infection）
劉振軒
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學系

》 疾 病介紹
豬鏈球菌（Streptococcus suis）可引起豬腦膜炎、關節炎、心內膜炎、敗血症、肺炎和突然死
亡；並且會造成人的腦膜炎及敗血症，屬於重要之人畜共通傳染病。中國大陸將豬鏈球菌病列為二類
動物疫病。根據莢膜多醣抗原的差異，可將其分為35個血清型,即1-34以及1/2型，其中最重要、最常見
的是第2型。第2型豬鏈球菌分佈廣泛；如荷蘭、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比利時、巴西、
丹麥、芬蘭、西班牙、德國、愛爾蘭、日本、泰國、中國、香港及臺灣均有豬及人類感染的報告。

》病因
豬鏈球菌若依Lancefield 氏之分類，原先認為屬於R、S、RS和T型，後來發現其實是莢膜抗原型之
2、1、1/2和15型；其細胞壁之多醣類因具有Lipoteichoic acid 成分，而與D型抗血清有交叉反應。莢膜
抗原型至目前共有35種，分別是1至34型及1/2型。抗原型之分佈在加拿大、美國、澳洲等地以第二型
最多，在芬蘭以第七型居多；在台灣可能仍以第二型為主。一般而言，第一型之感染對象為2-4週齡；
第二型則感染離乳至6個月齡豬隻獸。兩型所引起的症狀相似，且均可能在健康動物之扁桃腺和鼻腔
內帶菌。豬鏈球菌之致病機制仍不是很清楚，莢膜、線毛、菌體表面蛋白等均有人探討；許多學者認
為MRP（muraminidase release protein）和EF（extracellular factor）兩種蛋白質，MRP存於培養基上清
層，大小為136-kDa；EF只存於培養基上清層。這兩種蛋白質在病原性菌株中均見表現，其中MRP之
基因已被選殖；初步之比較分析發現MRP和金黃色葡萄球菌的Fibronectin-binding protein 類似。
豬 第 二 型 鏈 球 菌 （ S t re p t o c o c c u s s u i s t y p e 2 ） 為 革 蘭 氏 陽 性 ， 呈 圓 球 形 或 橢 圓 形 的 菌 體 ，
直徑0.5-2mm，通常以兩個到多個球菌連結成鏈狀為特徵，可以產生多醣類莢膜（polysaccharide
capsule），其鑑定係依據生化性狀及莢膜分型。使用SDS-PAGE及Western blotting技術可以區分其型別
及產生毒力的兩種特殊蛋白質；一為136 kDa的Muraminidase related protein （MRP），另一為110 kDa
的細胞外因子（extracellular factor；EF），由發病豬分離到的鏈球菌77％具MRP+EF+表現型，而健康
豬扁桃腺分離到的鏈球菌86％為MRP-EF-表現型。
2005年發生於四川之豬鏈球菌感染，所分離的99個菌株（88株分離自病患，11株分離自病豬）利
用pulsed-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analysis of SmaI-digested chromosomal DNA ，其中98株為 pulse type I。
更進一步以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確認97株同屬 ST-7。ST-7較ST-1對週邊血液之單核細胞更具毒
性。ST-7是ST-1的單點變異型（single-locus variant），因而增加其毒性。
細菌在豬糞便中，22-25℃可以存活8天，4℃蒸餾水中可以存活1至2週，加熱至50℃，2小時或
60℃，10分鐘，及在大多數消毒藥水在推薦濃度下，1分鐘內，即可殺滅本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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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病學
在1950年代歐洲的荷蘭及英國即有本病流行的報告，目前遍佈全世界養豬的國家。由於豬鏈球菌
各血清型，尤其是第二型極普遍存於健康帶菌及發病豬群；因此常無法進行流行病學分析，去追查感
染源。
雖然工作人員衣物及針頭器械均可以介入傳播途徑，但是外表健康的帶原豬隻在保育舍及肥育舍
豬群中混養，常是感染的主要來源。此外，新母豬由呼吸道傳給小豬，於離乳混養時傳播，亦是傳播
途徑。本病容易發生於密集飼養，通風不良的密閉式現代化豬場，尤其在秋、冬天氣驟變之際。
第2型豬鏈球菌分佈廣泛；如荷蘭、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比利時、巴西、丹麥、芬
蘭、西班牙、德國、愛爾蘭、日本、泰國、中國、香港及臺灣均有報告。1990年，廣東豬場爆發了第
2型鏈球菌。1968年丹麥首次報導了人感染豬鏈球菌導致腦膜炎的病例。在1984年至1993年之間，在香
港有25位病患因為感染本菌而接受住院治療。其中15個病患（60％）因為工作因素而有接觸到豬隻或
豬肉。檢查腦脊髓液發現21位病人有腦膜炎，其他症狀包括關節炎、支氣管肺炎、心內膜炎及發熱。
嚴重時會導致敗血性休克、散播性血管內凝血。1998年在江蘇南通市曾發生豬鏈球菌第2型疫情，並導
致人死亡。
2005年6月，四川資陽等地相繼發現一種以急性起病、高熱、伴有頭痛等全身中毒症狀，重者出
現中毒性休克、腦膜炎為主要臨床表現的病例，大多數病人發病都與接觸、病死豬有關。經實驗室檢
驗，確認為豬第2型鏈球菌。波及四川省資陽、內江等8個地市、21個縣市區、88個鄉鎮、149個村，死
亡豬647頭。此次疫情從6月24日開始發生，到7月20日左右，感染死亡豬數量達到高峰，隨後數量迅速
減少，疫情迅速下降趨勢，8月6日最後一頭豬發病死亡，8月21日全省最後一個疫點驗收合格並解除封
鎖。6月下旬，開始出現人感染豬鏈球病例，7月16日起，發病明顯增多，22日達到高峰，19-25日發病
穩定，7月28日開始下降，8月4日以後，沒有新發病例。根據中國衛生部新聞辦公室公佈，截至8月7日
中午12時，四川省累計報告人感染豬鏈球菌症病例214例（實驗室確診64例，臨床診斷115例，疑似35
例），治癒出院89例，住院86例（病危7例），死亡39例。因為資陽市已連續11天沒有新發病病例，中
國衛生部將從8月10日起停止每日通報人感染豬鏈球菌病疫情。此次疫情之爆發，可能與中國農村地區
經濟落後、民眾衛生常識不足，有販賣及食用病、死豬的習慣、細菌因變種而增強毒力所導致。由於
中國方面所發表有關本次疫情受感染之病患，其與病畜之間病原菌傳播途徑明確，且病例仍多侷限於
具有病畜接觸史者，並初步已排除會有人傳人感染之狀況。此次四川省疫情特徵歸納如下（以下節錄
自四川豬2型鏈球菌病的診斷及綜合防治）：
一、發病急、病程短、低發病率但高死亡率，死亡豬隻往往不見任何症狀，次日零晨即發現死亡。
人發病最快的是在宰殺病死豬的過程中就出現頭昏、噁心等病狀；從發病到死亡最短的時間只
有2-3小時。
二、空間分佈：（1）發病區域相對集中，主要發生在四川資陽、內江等豬鏈球菌病歷史疫源地。疫
情嚴重的8個市鏈球菌病死豬占全省的98.3%。（2）疫情呈高度點狀散發。有病例鄉鎮占疫區
縣市全部鄉鎮數的14.55%，平均每個鄉鎮有1.6個病例，平均每個村1個病例。共感染病死豬647
頭，發病鄉鎮占21個縣市全部鄉鎮數的18.64%，平均每個發病鄉鎮死亡7頭豬，平均每個發病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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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氣候特徵：6-8月份疫情區域的氣候屬濕熱多雨季節。其中疫情最嚴重的資陽、內江溫度較去年
同期高近2℃，濕度高約2-5個百分點。疫情始於6月24日，集中發生在7月份，與1998年江蘇南
通地區疫情發生的時間與氣候特徵相似。說明豬鏈球菌疫情發生具有一定季節性。
四、群間分佈：人感染鏈球菌病的病例均發生在農村、地處偏遠、經濟條件較差的地區。動物疫情
也只發生在散養戶，且大都衛生條件差、圈舍通風不良、陰暗潮濕。衛生條件相對較好的規模
化養殖場、養殖大戶、建有沼氣的農戶均未見發病。

》 傳 播途徑
豬鏈球菌是豬隻的常見傳染病。這種細菌可存在於幼豬的扁桃腺，並通過豬隻間鼻子與鼻子的接
觸或透過近距離的噴沫在豬隻中傳播。
人類感染豬鏈球菌個案主要發生於成年人，並且通常與職業有關。細菌可經破損的皮膚進入人
體，例如是當處理受感染豬隻的屍體時所造成的皮膚傷口或磨損。常見的較高風險職業包括飼養豬
隻，屠宰場工作、負責處理及運送肉類、販賣鮮肉及廚師等人員。感染豬鏈球菌的病者通常是健康的
成年人，但切除脾臟者、糖尿病患者、酗酒者及惡性腫瘤患者都會有較高的感染機會。

》 臨 床症狀與病變
一、動物臨床症狀
三至十二週齡甚至到六月齡的保育豬及肥育期豬在併欄飼養或移動時，因為緊迫，導致突發死
亡、發燒、敗血症、神經症狀、關節炎及肺炎。神經症狀包括四肢不協調、震顫、麻痺、划水狀、後
弓反張及抽搐。關節炎、肺炎及側頭亦可能發生。死亡率介於1-50％。潛伏期約為一天到兩週。
經由氣管或血管內接種第二型豬鏈球菌，接種後以跛腳、敗血症及呼吸症狀為主；肉眼及組織病
理變化則以化膿性關節炎、腦膜炎、心膜炎及心囊炎等為主。
四川豬感染鏈球菌病的症狀：死亡豬大多出現發病急、死亡快、死亡率高，往往未見任何症狀，
次日零晨即死亡，或食慾廢絕，體溫升高，呼吸困難，黏膜發紺，突然倒地，口鼻流血色泡沫液體，
死亡前有掙扎，慘叫，有的病豬出現運動共濟失調、磨牙、昏睡等神經症狀。病死豬口沫帶血，耳
翼、頭部發紫，頸、腹、股部皮膚廣泛性充血，呈現紫色斑點。

二、病變
（一）肉眼病變：死亡豬隻非神經組織的病變，因毒株的不同而差異頗大，包括皮膚潮紅，淋巴結腫
大，腹腔有纖維素性滲出物，肺炎、肺水腫、多發性關節炎及心內膜炎等。中樞神經系統病
變有腦膜充血、局部出血及腦脊髓液混濁。化膿性腦室管炎及阻塞性水腦症。一般而言，肉
眼檢查只有60-70%病例出現腦膜混濁。四川解剖的病死豬出現血液凝固不良；鼻、氣管和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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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4頭豬。（3）疫點之間無直接流行病學相關性，疫點間相互傳播的可能性不大。

充血；淋巴結腫大、充血和出血；心包積液，有混濁血液，心耳出血，心內膜有出血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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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臟腫大，嚴重瘀血病有出血斑；脾臟腫大，呈暗紅色。腎腫大，充血和出血；腸道粘膜呈
現彌漫性出血及腦組織充血、出血。
（二） 組織病理：以化膿性腦膜腦室管炎為主，急性期炎症以大量嗜中性球為主，病程拖過幾天，
則被淋巴球取代。有時可見小腦皮質部壞死及空泡化病變、噬神經元現象、小動脈壞死及腦
神經炎。

三、人臨床症狀
1968年丹麥首次報導了人體感染豬鏈球菌導致腦膜炎的病例。陸陸續續在歐洲許多國家都有零星
的病例，有些亞洲地區像大陸、香港及泰國等，則曾爆發過小規模的流行。在1984年至1993年之間，
在香港有25位病患因為感染本菌而接受住院治療。其中15個病患（60％）因為工作因素而有接觸到豬
隻或豬肉。檢查腦脊髓液發現21位病人有腦膜炎，其他症狀包括關節炎、支氣管肺炎、心內膜炎及發
熱。嚴重時會導致敗血性休克、散播性血管內凝血。所有分離出來的S. suis 皆對Penicillin、Ampicillin
有敏感性。有2個病患因停用Penicillin而再出現症狀，在經過6週治療才康復。
2005年四川陸續發生人感染豬鏈球菌的大規模案例。據報導，首發病例發生於資陽市一名52歲男
性中年人，6月22日上午11時接觸其親戚家的病死豬及羊，24日上午11時50分出現發熱（38.2℃）、寒
顫、噁心、嘔吐、全身疼痛、瘀斑等症狀，下午7時在送往醫院途中死亡。臨床上主要分為2個類型，
即敗血症型和腦膜炎型。病患的主要症狀為，高燒、倦怠、噁心及嘔吐，隨後伴隨腦膜炎、皮下出血
等症狀，較嚴重的病人甚至出現休克及陷入昏迷、死亡。罹病的病患多介在50-60歲間，大部分是當地
的農民或屠宰業者，其中有相當多的比例曾宰殺病死豬或販售病死豬肉。這些病患並無相互接觸的例
子，因而初步排除了人與人間的傳染。這些患病的族群多為養猪戶、肉販等會接觸猪隻或豬隻屠體的
人，在他們手上常可發現一些小傷口，一般認為細菌是經由這些傷口造成人體感染，不過也有人認為
是經由吃下沒煮熟且帶菌的豬肉造成感染。潛伏期通常為數小時到三天。平均潛伏期為2至3天。人類
的症狀為腦膜炎、心內膜炎及敗血症等病症，其中以腦膜炎最常見。為何在臨床上有如此差異則不得
而知。另有一部分的病人會出現心內膜炎，不過這些病人常有心臟瓣膜上的問題。

》 致病機序
本菌主要經由直接接觸傳染。細菌在扁桃腺增殖後進入血流，產生菌血症。又因為含多醣類莢
膜，不僅可以躲避吞噬細胞的吞噬作用，並且在其中增殖，幾個小時內即可產生敗血症，而直接殺死
動物或隨吞噬細胞被帶到腦、關節及其他臟器產生病灶。此即稱為“特洛依馬機制” （Trojan horse
mechanism）。恢復後，扁桃腺或鼻腔可以保菌高達512天。

》 診斷
一、臨床診斷
依據患豬年齡及上述常見症狀，可以做出初步診斷。
二、實驗室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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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免疫螢光或免疫過氧化酶染色。未治療即死亡的新鮮腦組織施以細菌分離與鑑定。組織病理則以
化膿性腦膜腦室管炎為主，急性期炎症以大量嗜中性球主，病程拖過幾天，則被淋巴球取代。
三、鑑別診斷
其他會引發腦膜炎、關節炎、敗血症以及心內膜炎的病原，如肺炎雙球菌以及一般常見的口腔鏈
球菌應列入考慮。
四、四川疫情之實驗室診斷：（以下節錄自四川豬2型鏈球菌病的診斷及綜合防治）
（一）病原分離培養：將病死豬肝、脾、肺、腎、心血和淋巴結等組織及心血劃線接種于普通平板、
鮮血瓊脂平板、麥糠凱平板，37℃培養24h。結果從41份病死豬病料中分離到19株細菌。所分
離菌為兼性厭氧菌，在血瓊脂平板上生長良好，37℃、24h即能長出圓形、微凸、表面光滑、
濕潤、邊緣整齊，半透明、直徑約1～2mm的露珠狀小菌落，呈α或β溶血；在普通營養瓊脂
平板上生長極貧瘠，培養24h後僅在劃線處見有針尖大小的菌落；在麥康凱瓊脂平板上不生
長。在血清肉湯中生長好，培養24h，肉湯混濁，下部有大量絮狀沉澱。所有分離菌株為革蘭
氏染色陽性球菌，但大多數細菌結晶紫著色不良。固體培養物多呈雙球形或短鏈狀，液體培
養物中鏈較長，一般由5-10個球菌排成鏈狀。
（二） ATB試條快速鑒定：將疑似純化菌株接種於Rapid ID 32 STREP，37℃ 培養4h後分別加入
VPA，VPB，FB和NIN試劑，5min後立即在ATB細菌鑒定儀上讀取結果。經ATB細菌鑒定系統
檢測證實所分離的19株細菌均為鏈球菌。
（三）玻片凝集試驗：分離株SC1～SC4，經血清肉湯37℃、24h培養，用結晶紫染色後，按常規方法
用豬鏈球菌2型標準陽性血清（南京農大陸承平教授提供），作玻片凝集試驗，試驗中用生理
鹽水作陰性對照。結果與豬鏈球菌2型標準陽性血清呈陽性反應。
（四）藥敏試驗：用常規紙片擴散法對4株豬鏈球菌（SC1～SC4）做藥敏試驗（藥敏紙片由
北京天壇藥物生物技術開發公司生產，批號：200407）。結果4株分離株均對頭孢氨苄
（Cefalexin）、羧苄青黴素（Carbenicillin）、氨苄西林（Ampicillin）、磺胺甲基異惡
唑（Sulfamethoxazole）和環丙沙星（Ciprofloxaein）高度敏感，對多西黴素、壯觀黴素
（Spectinomycin）、氧氟沙星（Ofloxacin）和四環素表現為中度敏感，對青黴素G、頭孢噻吩
（Cephalothin）、卡那黴素、紅黴素和新生黴素不敏感。
（五）動物試驗：取分離菌株SC1～SC4的18h血平板培養物，用生理鹽水洗下（菌液濃度約為2.5×
105），分別腹腔注射小白鼠2只(體重15～20g，注射劑量0.2ml/只)，腹腔和靜脈注射BALB/C
小鼠各2只(體重15～20g，注射劑量0.2ml/只)、靜脈注射家兔2只(體重1.5～2kg，注射劑量
1.0ml/只)。腹腔注射豚鼠（200～250g，注射劑量0.6ml/只）以上實驗均設生理鹽水空白對照
觀察發病和致死情況。
（六） PCR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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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物設計合合成：參照CDC豬2型鏈球菌檢驗程式，設計合成3對引子。分別
為：擴增16SrRNA基因片段的16S-1：CAGTATTTACCGCATGGTAGATAT，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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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S-2：GTAAGATACCGTCAAGTGAGAA；擴增CPS2J基因片段的CPS-1：
GTTGAGTCCTTATACACCTGTT，CPS-2：CAGAAAATTCATATTGTCCACC；擴增MRP基因
片段的mrp-1:GGTATACCTTGCTGGTACCGTTC,mrp-2:AGTCTCTACAGCTGTAGCTGG；引物
由上海生工公司合成，用滅菌去離水按每微升20pmol濃度稀釋，再把相應的上、下游引物等
量混勻即為10pmol/ul的引物， -20℃凍存備用。
2. PCR反應體系：3套PCR均採用50μL反應體系，在0.2mL薄壁反應管中依次加入10×
Buffer5μL、25mmol/LMgCl2 3μL、2.5mmol/LdNTP5μL、引物5μL、去離子水29.5μL、範
本2μL、Taq酶0.5μL。反應參數：94℃變性5min後進入迴圈，94℃30s、60℃30s、72℃30s，
25個迴圈後，72℃保溫5min。
3. 檢測結果：
（1）16SrRNA基因擴增：19株菌中有15菌株均擴增出328bp的片段，表明有15株菌為豬鏈球菌。
（2）CPS-2J基因擴增：有15株菌擴增出450bp的片段，此片段為編碼豬2型鏈球菌特異性莢膜多
糖的片段，擴增結果表明這15株菌為豬2型鏈球菌。
（3）MRP基因擴增：有15株菌擴增出532bp的片段。

（七）其他病因的排除：對所採病材做了禽流感病毒 (四川省動物疫病監測診斷中心、哈爾濱獸醫研
究所)，立百病（青島所）的檢測，結果均為陰性。

》 控制與預防
因為工作因素需經常與豬隻或豬肉有密切接觸的人員，應對本病的致害提高警覺，如有上述症狀
出現，應及早告知醫師自己從事的行業及可能感染的環境。因為工作因素需經常與豬隻或豬肉有密切
接觸的人員，應對本病的致害提高警覺，如有上述症狀出現，應急早告知醫師自己從事的行業及可能
感染的環境。一般在治療上是給予青黴素，目前只發現零星的抗藥性菌株被報導，所以高劑量的青黴
素仍是目前治療用藥的首選。另豬鏈球菌對於安比西林亦多具感受性，可提供另一種選擇。細菌本身
可存活在低溫的環境下，不過加熱至50℃ 2小時或60℃ 10分鐘，以及在大多數推薦濃度下的消毒藥水
在1分鐘內即可殺菌。一般而言，發生腦膜炎的病患，死亡率約略10%，比起一般常見細菌性腦膜炎的
死亡率是偏低的。在腦膜炎痊癒後，約60%的病人會發生聽力喪失或平衡異常等後遺症。另一種較凶
險的表現，則是直接出現嚴重的敗血性休克，病患往往在數日甚至數小時內就出現多重器官衰竭而宣
告不治。
豬感染之控制與預防：豬的預防控制如下：離乳豬使用有效抗生素，外加補充體液及鎮靜劑，將
患豬置於安靜，乾燥通風處。防止脫水可由肛門注入生理食鹽水。預防可以在出生離乳後第10天或混
養前，給予長效型Penicillin，在預期發病高峰期前可以在飲水中添加。此外可使用不活化菌苗，改善
飼養管理，如併欄混養時增加消毒次數，統進統出，勿密集混養，皆有助於防治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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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豬鏈球菌感染

患豬耳翼及四肢出現發紺。

化膿性腦膜炎。

圖三 豬鏈球菌感染

圖四 豬鏈球菌感染

化膿性腦膜炎。大量嗜中性球、淋巴球及巨噬細

化膿性腦膜炎。免疫組織化學染色，許多紅棕色

胞等炎症細胞浸潤於變厚之腦溝。H&E染色。

陽性訊號出現於巨噬細胞中。Non-biotin IHC.

圖五 豬鏈球菌感染

圖六 豬鏈球菌感染

双 雙 側關節腫大。

化膿性關節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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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豬鏈球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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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豬鏈球菌感染
增生性心內膜及瓣膜炎。

多發性漿膜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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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豬鏈球菌感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