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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研究不同猪支原体肺炎灭活疫苗免疫效果，通过对猪群的料肉比、平均日增重、转栏单头均重、死淘率、

咳嗽频率、单头药苗费、肺部病变评分和猪血清抗体水平等指标测定，对常见不同菌株的 3 种疫苗（A、B、C）
效果进行了综合评价。将规模化猪场 800 头 1 日龄健康仔猪均匀地随机分为 3 个试验组和 1 个空白对照组。在 7、
21 日龄对试验组仔猪按疫苗说明书进行免疫接种，空白组仔猪不注射疫苗。所有猪只于 21、48、80、140 日龄
采血及分离血清，采用 ELISA 方法检测血清中猪肺炎支原体抗体水平。结果显示，接种疫苗 A 后猪血清抗体
水平和阳性率最高，保育阶段和育肥阶段 A 组料肉比较空白组分别降低了 10.8% 和 13.8%，平均日增重分别提
高了 19.3% 和 7.9%，死淘率分别降低了 2.64% 和 1.88%，咳嗽频率分别降低了 6.38% 和 6.00%，单头药苗成本
分别降低了 2.2 和 1.9 元 / 头，免疫效果和经济效益均为最好；其次是疫苗 B，疫苗 C 使用效果最弱。结果表明，
用不同疫苗免疫接种试验猪后产生的抗体水平和免疫效果存在差异。本试验为猪支原体肺炎灭活疫苗的临床合
理应用提供了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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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immunity produced by diﬀerent inactivated vaccines of mycoplasmal pneumonia
of swine（MPS），three kinds of vaccines（A，B and C）were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d through determination of

the indicators including feed conversion ratio，average daily gain，average weight per head when transferring to a new
pen，mortality and elimination rate，cough frequency，drug and vaccine cost per head，lung lesion scoring and serum
antibody level，etc. 800 one-day-old healthy piglets in large-scale farms were randomly and equably divided into three
experimental groups（A，B and C）and one blank control group. The piglets at 7 and 21 day-ol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rather than those in the blank control group，were vaccinated according to the vaccine instructions.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all pigs at 21，48，80 and 140 days old，and their serum samples were isolated to detect
the antibody level against Mycoplasma hyopneumoniae by ELIS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ntibody level and
positive rate were highest when the pigs were vaccinated with vaccine A. Compared to blank group，the feed conversion
ratio of Group A at the stages of nursery and fattening decreased by 10.8% and 13.8% respectively ；the average daily

gain increased by 19.3% and 7.9%，respectively ；the mortality and elimination rate reduced by 2.64% and 1.88%，

respectively ；cough frequency reduced by 6.38% and 6%，respectively ；and the drug and vaccine cost per head

reduced by CNY 2.2 and 1.9 per head，indicating the best immune eﬀect and economic beneﬁt. Followed by vaccine

B，but vaccine C received poorest eﬀect. In conclusion，the antibody level and immune eﬀect were diﬀerent when the
experimental pigs were vaccinated with diﬀerent vaccines. Therefore，data support was provided for rational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i the inactivated MPS vaccines.
Key words ：MPS ；Mycoplasma hyopneumoniae ；evaluation of immunity ；growth performance ；lung scoring ；

antibody level

猪支原 体 肺 炎（mycoplas mal pneumonia of

段疫苗免疫接种组猪只比非免疫组在增重上提高

swine，MPS）是由猪肺炎支原体（Mycoplasma

了 3.85 kg，日增重提高了 22.64 g，平均饲料节约

hyopneumoniae，Mhp） 引 起 的 一 种 慢 性、 接 触

了 4 kg/ 头，料肉比降低了 5.2%，成活率提高了

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持续时间长、难治愈、常

2.0%。Moreau 等 [11] 通过研究发现，免疫接种商品

诱发患病猪其他病原体感染等特点 [1]，临床上有

化 Mhp 疫苗 3 个月后免疫猪群的平均日增重比未

独特的咳嗽和喘气症状，又称猪喘气病或猪气喘

免疫猪高 42 g/ 头。杜德燕等 [12] 也发现，屠宰时免

病 [2]。有调查 [3-4] 显示，全球猪群 Mhp 感染阳性

疫猪平均日增重比非免疫猪多 20 g 以上。

率约为 70%~80%，发病率为 40% 以上，哺乳仔

当前国内外控制 MPS 使用的疫苗以灭活苗

猪、保育猪、育肥猪、公猪以及母猪均易感。此

为主。国内上市 的进口 Mhp 灭活疫苗株主要是 J

病会导致猪生长速度缓慢，出栏时间延长，饲料转

株、P 株、BQ14 株、P-5722-3 Ⅰ 株 和 P-5722-3 Ⅱ

[5]

株 [13]，其中 J 株在国内外使用最广泛 [14]。商品化

化率降低，给养猪业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 。
MPS 是一种持续性慢性疾病，抗支原体药物

Mhp 疫苗种类繁多，不同疫苗产品之间免疫效果

可以抑制病原生长和繁殖但不能将其根除，停药后

差异较大。为探究不同 Mhp 灭活疫苗对猪只的免

易复发并产生耐药性。受国家限制使用抗生素政策

疫效果，选择了 3 种常用不同厂家的灭活疫苗进行

[6]

的影响，接种疫苗成为预防该病的主要手段 。近

试验。其中：疫苗 A 以高效的 J 株为疫苗株，使

几年我国 Mhp 疫苗使用越来越广泛，普遍认为疫

用 Emunade 水包油佐剂（保留了 15 种 Mhp 抗原

苗接种可以减轻 Mhp 对感染动物肺脏的损伤，降

蛋白）；疫苗 B 以 BQ14 株为免疫原，其将全菌和

低料肉比和死淘率，且使用灭活疫苗可以降低病

特选菌膜蛋白构成双效抗原，配合氢氧化铝胶佐剂

[7-8]

。

制成灭活疫苗（能诱导机体产生免疫应答）；疫苗

于淼等 [9] 通过调查发现，有过 Mhp 疫苗免疫的猪

C 则以 J 株作为疫苗株，以左旋咪唑和 carbomer

原体数量，减少排毒，提高免疫猪群的日增重
场感染比例显著降低。赵明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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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发现，试验阶

为佐剂（左旋咪唑和树脂分别具有增强免疫和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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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抗原的作用）[15-16]。本研究旨在筛选出安全可

公式：死淘率 = 死淘头数／饲养头数 ×100%。

靠、效果优良且适合猪场猪群接种的疫苗，以达到

2.5

经济效益
记录试验阶段不同时期疫苗耗费的成本，计

期望的免疫效果，从而提高猪群生产性能，提升猪
场经济效益。

算单头疫苗费用。

1

2.6

材料

1.1

肺脏及肺叶病变指数统计
每组随机抽取 10 头试验猪于 180 日龄屠宰，

试验试剂
选取 3 种不同厂家的 Mhp 灭活疫苗，分别为

观察肺脏病变情况。参考 Madec 评判标准 [17] 进行

疫苗 A（J 株）、疫苗 B（BQ14 株）和疫苗 C（J 株）；

盲评并记录，将肺脏分为 7 个肺叶，每个肺叶根据

Mhp 抗体检测试剂盒，由美国 IDEXX 公司生产。

实变比例评分：无实变记 0 分，约 1/4 实变记 1 分，

试验动物

1.2

本试验所用猪均为 1 日龄健康仔猪，由广西

1/2 实变记 2 分，3/4 实变记 3 分，全部实变记 4 分，
各肺叶评分相加，总分 28 分。评分均由同一人操作，

某规模猪场提供，共计 800 头。

评分人员不清楚相关试验安排。

2

2.7

方法

2.1

疫苗免疫后猪血清抗体水平监测
每组随机抽取 15 头试验猪，分别于 21、48、

试验分组
将规模猪场 800 头试验猪随机分成 4 组，每

80 及 140 日龄通过前腔静脉采血并分离血清，按

组 200 头，分别为疫苗 A 组、疫苗 B 组、疫苗 C

照 ELISA 抗体检测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检测，在波

组和空白组。

长为 650 nm 处测量并记录样品和对照的吸光度值。

2.2

免疫程序
对试验组猪只使用相应疫苗按照产品说明书

进行免疫，在 7 日龄和 21 日龄分别进行免疫（每

检测结果判定标准：S/P ＜ 0.3 为阴性，S/P ＞ 0.4
为阳性，0.3 ≤ S/P ≤ 0.4 为可疑。
数据处理

2.8

次 1 头份 / 头），对空白组猪只仅注射生理盐水

试验数据采用 IBM SPSS Statistics V21.0 软件

（2 mL/ 只）。所有试验猪按照常规饲养进行管理。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数据以“平均值 ± 标准差”

2.3

生产性能测定
记录各组试验猪初始体重、保育出栏体重、

育肥出栏体重，各阶段饲料消耗情况，计算并分析

表示，P ＜ 0.05 表示差异显著。
3
3.1

结果与分析
保育阶段各项指标

各试验组不同时期料肉比和平均日增重（死亡猪

由表 1 可知，在保育阶段，A 组和 B 组的料

的数据排除在生产性能评价之外）。其中：料肉比 =

肉比显著低于 C 组和空白组（P ＜ 0.05），A 组比

消耗饲料总量／增重总量；平均日增重 =（末期体

B 组更低但两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P ＞ 0.05），

重－初期体重）／测定天数。

C 组与空白组之间无统计学意义（P ＞ 0.05）；A、

2.4

临床观察

B 组平均日增重和转栏单头均重较 C 组和空白组

试验期间，每天密切观察各组试验猪的活动

显著提高（P ＜ 0.05），C 组和空白组之间无明显

及采食情况，详细记录保育阶段和育肥阶段的咳嗽

差异（P ＞ 0.05），A 组平均日增重和保育出栏重

情况，每天定时观察，记录每头仔猪 10 min 内的

最高，从高到低为 A 组＞ B 组＞ C 组＞空白 组；

咳嗽次数，计算不同阶段每组每天的平均咳嗽频率。

注射 Mhp 灭活疫苗后 A、B、C 组的死淘率、咳嗽

若试验期间发现有死亡猪只，则应记录死亡时间和

频率和药苗成本均降低，A、B、C 组死淘率相对

数量，统计保育阶段和育肥阶段猪的死淘率。计算

空白组分别降低了 2.64%、2.20%、1.14%，咳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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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项目

A组

B组
a

平均日增重 /（g/ 头）
转栏单头均重 /kg

C组
a

b

338.331±86.374

b

26.200±3.447

1.762±0.062
a

397.379±89.886

b

b

1.746±0.044
b

402.006±68.946

空白组
b

1.641±0.074

1.572±0.066

料肉比

保育阶段各项指标分析表

a

25.919±4.494

a

337.084±61.834
a

22.967±4.319

22.904±3.092

死淘率 /%

2.72

3.16

4.22

5.36

咳嗽频率 /%

3.20

3.94

8.36

9.58

单头药苗成本 / 元

10.20

11.20

11.80

12.30

注：同行数据肩标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P ＜ 0.05），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P ＞ 0.05）。

率较空白组分别降低了 6.38%、5.64%、1.22%，单

间无明显差异（P ＞ 0.05），平均日增重和出栏单

头药苗成本较空白组分别降低了 2.1、1.1、0.5 元。

头均重从高到低顺序均为 A 组＞ B 组＞ C 组＞空
白组；注射疫苗后在育肥阶段猪的死淘率降低，A

育肥阶段各项指标

3.2

由表 2 可知，在育肥阶段，A 组料肉比显著

组较空白组降低了 1.88%；A、B、C 组咳嗽频率

低于 B 组、C 组和空白组（P ＜ 0.05），B 组、C

较空白组分别降低了 6.0%、3.8%、4.8%，使用疫

组相对于空白组有所降低，但三组之间没有差异性

苗后药苗成本有所降低，成本由高到低为空白组＞

（P ＞ 0.05）；A 组平均日增重较 C 组和空白组显

C 组＞ B 组＞ A 组。

著提高（P ＜ 0.05），与 B 组之间无明显差异（P ＞

3.3

肺脏及各个肺叶病变评分

0.05），B 组与 C 组、空白组之间也无明显差异（P ＞

对各组猪肺脏眼观病变测量及计算的结果（表

0.05）；A、B 组的育肥阶段出栏单头均重较 C 组

3）显示：A 组猪肺脏病变程度最低，与其他组相

和空白组显著提高（P ＜ 0.05），C 组和空白组之

比差异显著（P ＜ 0.05），病变程度由高到低为空

表2
项目

A组

B组
a

平均日增重 /（g/ 头）
出栏单头均重 /kg

C组
b

b

空白组
b

2.598±0.049

2.307±0.071

料肉比

育肥阶段各项指标分析表
2.668±0.081
ab

2.675±0.056
a

b
a

738.252±47.654

724.019±67.273

689.093±68.401

684.082±60.794

b

b

a

a

114.791±5.719

110.801±8.073

105.595±8.208

105.056±7.295

死淘率 /%

1.48

2.68

2.96

3.36

咳嗽频率 /%

8.30

10.50

9.50

14.30

单头药苗成本 / 元

10.80

11.60

12.30

12.70

注：同行数据肩标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P ＜ 0.05），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P ＞ 0.05）。

表3

单位 ：分

各组猪肺脏病变评分

A组

B组

C组

空白组

左尖叶

0.40±0.55

0.60±0.55

0.60±0.89

1.20±0.45

右尖叶

0.80±0.45

1.20±0.45

1.20±0.84

1.60±0.55

左心叶

0.40±0.548

0.80±0.84

1.00±0.71

1.20±1.30

右心叶

0.60±0.89

1.00±1.00

1.40±0.55

1.80±1.30

左膈叶

1.00±1.00

1.40±0.89

1.40±0.14

1.60±0.55

右膈叶

1.20±0.84

1.60±0.89

1.60±0.55

1.80±1.30

副

叶

1.20±0.45

1.40±0.55

1.40±0.55

1.80±0.84

均

a

b

b

11.00±1.23

肺脏部位

平

5.60±2.30

8.00±1.00

8.60±1.67

注：同行数据肩标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P ＜ 0.05），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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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组＞ C 组＞ B 组＞ A 组；B、C 两组病变程度
显著低于空白组（P ＜ 0.05），但两者之间差异不
显著（P ＞ 0.05）。结果表明，3 种疫苗免疫后均
可以减轻肺脏的病变程度，其中 A 组疫苗效果最好，
有效减轻了肺脏的病变程度。
3.4 疫苗免疫后猪血清抗体水平和抗体阳性率统计
由表 4~5、图 1 可看出，在 21 日龄免疫仔猪
中检测到 Mhp 血清抗体，但仔猪的抗体水平均较
低，A、B、C 组抗体水平与空白组之间差异不显
著（P ＞ 0.05），3 组抗体阳性率均为 0；48 日龄
时，A、B、C 组 Mhp 抗体水平升高，与空白组相

图1

比差异显著（P ＜ 0.05），其中 A 组抗体水平较 B、

不同日龄下的猪血清抗体检测结果趋势

C 组高，但差异不显著（P ＞ 0.05），免疫组抗体

一头阳性抗体猪，抗体阳性率上升到 6.7%，A 组

阳性率也明显提高，均超过 80%，且 A 组比 B、C

阳性率最高，为 93.3%。

组均高 6.7%，空白组抗体阳性率仍然为 0；80 日

4

讨论

龄时，试验组抗体水平和抗体阳性率都有所下降，

在本研究中，试验组在育肥阶段和保育阶段

但与空白组相比仍差异显著（P ＜ 0.05）；140 日

的料肉比和死淘率均较空白组有所降低，平均日增

龄时，试验组 Mhp 抗体水平明显上升，A、B、C

重显著提高，且疫苗 A 在提高生长性能方面优于

组和空白组之间差异显著（P ＜ 0.05），抗体水平

疫苗 B 和 C。Maes 等 [18] 对不同商品猪经 Mhp 疫

由高到低分别为 A 组、B 组、C 组和空白组，试

苗免疫对其平均日增重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免

验组和空白组抗体阳性率均明显上升，空白组出现
表4

不同 Mhp 灭活疫苗抗体水平检测结果

21 日龄

48 日龄

80 日龄

发现，疫苗免疫组的猪在断奶重、出栏重、平均

140 日龄

a

b

b

b

日增重、饲料增重比方面显著高于对照组（P ＜

a

b

b

b

0.05）；张宁等

a

b

b

b

a

a

a

a

A组

0.155±0.016 0.388±0.057 0.362±0.080 0.488±0.063

B组

0.148±0.016 0.368±0.071 0.344±0.101 0.452±0.091

C组

0.140±0.028 0.350±0.068 0.327±0.080 0.403±0.098

空白组 0.139±0.010 0.151±0.009 0.134±0.021 0.171±0.056

注：同列数据肩标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P ＜ 0.05），
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P ＞ 0.05）。

表5
组别

不同 Mhp 灭活疫苗抗体阳性率统计结果

%

不同日龄抗体阳性率
21 日龄

晋春霞等 [20] 通过试验发现，免疫灭活疫苗组猪只
与对照组相比平均增重都有所提高；毛春玲等 [21]

不同日龄下的猪血清抗体检测 OD 值（波长 650 nm)

组别

疫可以使猪的平均日增重提 2%~8%；彭涛等 [19]、

48 日龄

80 日龄

140 日龄

[22]

对国内外 3 种知名 Mhp 疫苗进

行比对试验发现，整个试验阶段在对照组试验开
始个体重有优势的情况下，3 个疫苗组的出栏重及
日增重均好于对照组；宁明刚等 [23] 在免疫 Mhp 疫
苗后发现，免疫组猪只跟对照组相比，保育阶段料
肉比降低了 0.04，育肥阶段料肉比降低了 0.07。以
上试验结果均与本研究结果一致，说明及时进行猪

A组

0（0/15）

86.7（13/15） 80.0（12/15） 93.3（14/15）

Mhp 疫苗免疫对提高猪的日增重以及增加收益非

B组

0（0/15）

80.0（12/15） 80.0（12/15） 86.7（13/15）

常重要，且从各项检测指标可看出疫苗 A 作用效

C组

0（0/15）

80.0（12/15） 60.0（9/15） 80.0（12/15）)

果优于疫苗 B、C。

空白组

0（0/15）

0（0/15）

0（0/15）

6.7（1/15）

屠宰病变评估是通过对出栏猪的组织脏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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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肉眼病变观察，进而对猪群的健康状况进行监

高。P97 作为 Mhp 的黏附因子，在 Mhp 感染过程

测的一种评估方法，是评价猪抗病力和疫苗效力

中起着重要作用，也具有很好的免疫原性。黎珂

。通过对肺脏眼观病变评分发现，

钰等 [33] 曾以 15 株广西陆川猪 Mhp 毒株和 3 株广

疫苗免疫后各组猪肺脏病变程度均小于空白组，

西其他品种猪 Mhp 毒株为研究对象，发现各分离

且 A 组效果最佳，表明疫苗免疫后能对猪肺脏产

株与国际标准株 Mhp J 株的 P97 基因 R1 区核苷酸

的重要手段

[24]

[19]

试验结果表明，接种灭活

同源性达到 80.9%~91.7%，但关于 BQ14 株与本地

疫苗组猪只肺脏病变程度相对空白对照组降低了

流行株同源性比较还暂未有相关研究报道。疫苗 A

11.54%，与本研究结果一致，说明接种疫苗能对猪

与疫苗 C 作用效果差异主要在于佐剂与生产工艺

肺脏产生一定保护作用。

之间的不同。从试验结果来看，Mhp 灭活疫苗以

生免疫保护。彭涛等

Mhp 通过感染破坏上呼吸道纤毛，导致纤毛
脱落，抑制机体免疫应答，破坏巨噬细胞功能，从
[25-26]

Emunade 水包油为佐剂的使用效果可能相对比左旋
咪唑和 carbomer 为佐剂使用效果好。

。

总 之， 本 研 究 通 过 对 3 种 常 用 不 同 厂 家 的

Mhp 灭活疫苗能诱导宿主产生较高水平的体液免

Mhp 灭活疫苗进行试验，以广西本地生猪养殖企

疫应答，当机体同时产生较好的体液免疫、细胞免

业为基础，得到了不同疫苗在临床中作用效果的高

疫与局部的黏膜免疫保护时，可进一步抵抗 Mhp

低。结果显示，疫苗 A 在保育阶段和育肥阶段料

而导致猪体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功能降低

野毒感染
蓓等

[29]

[27]

，降低疾病感染率。Bai 等

[28]

、朱蓓

发现，分别给猪只免疫灭活苗后进行攻毒

肉比、平均日增重、死淘率、咳嗽频率、单头药苗费、
肺部病变等方面均优于疫苗 B 和 C，且接种疫苗

和接种灭活疫苗，免疫组血清中 IgG 抗体均会升高。

A 的猪能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抗体阳性率也更高，

在本试验中，免疫组猪只的抗体水平和抗体阳性率

临床使用疫苗 A 具有明显优势。本研究结果为猪

表现相同变化趋势，21 日龄时基本检测不到 Mhp

场筛选疫苗提供了一定参考，也为生猪产业的生产

血清抗体；二次免疫后，48 日龄时 Mhp 血清抗体

实践提供了一定理论数据。

水平和阳性率大幅度提高；80 日龄时血清抗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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