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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例非洲猪瘟的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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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2018 年 8 月 1 日，辽宁省报告沈阳市一养猪户饲养的猪陆续发生不明原因死亡，病死猪剖检发现脾脏

异常肿大，疑似非洲猪瘟病毒感染。国家外来动物疫病研究中心采集病料进行了检测，确诊为非洲猪瘟病毒核
酸阳性，序列分析发现，其 B646L/p72 基因序列 417 个碱基与俄罗斯毒株 100% 匹配，与俄罗斯和东欧目前流行
的格鲁吉亚毒株（Georgia 2007）属于同一进化分支。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例非洲猪瘟。疫情来源有待进一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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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Outbreak of African Swine Fever was Confirmed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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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ugust 1，2018，unexplained deaths of pigs in a backyard farm in Shenyang City of Liaoning Province. were
reported. Postmortem mainly showed abnormal enlargement of spleen，identical to the symptoms of African swine fever
（ASF）
，suggesting suspected ASF.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AFSV）specific PCR result was confirmed by 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Exotic Animal Disease of China. Sequencing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a 417-bp-long fragment of B646L/
p72 gene of ASFV in China shared 100% identity with that of the prevalent Georgian strain（Georgia 2007）in Russi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Eastern Europe，both of which were in the same branch of a phylogenetic tree. This is the ﬁrst case of
ASF in China. The source of the outbreak requires further investigation.
Key words ：African swine fever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common PCR ；ASFV speciﬁc
antibody

非洲猪瘟（African swine fever，ASF）是由非

重危害性，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将其列为法

洲猪瘟病毒（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ASFV）引

定报告动物疫病，我国将其列为一类动物疫病。

起猪的一种急性、热性、高度接触性动物传染病，

ASFV 不感染人，对人的健康不构成威胁。目前，

临床上以高热、网状内皮系统出血和高死亡率为特

针对 ASF 防控，尚无有效的商品化疫苗。

征，易感猪群的病死率高达 100%。鉴于该病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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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 月 1 日，国家外来动物疫病研究中
心接到辽宁省沈阳市沈北区发现 ASF 临床可疑病
例的报告（图 1）。截至 8 月 1 日，发病猪场累计

李 林，樊晓旭

死亡 47 头，对刚病死的 2 头猪剖检发现：脾脏极

通信作者 ：吴晓东

度肿大，严重梗死，质脆易碎，其中一头猪脾肿大
1

至少 10 倍，另一头猪肿大 5~7 倍；肺出血、质硬，

产物长度为 257 bp，同时以本实验室合成的质粒

有间质性肺炎变化；下颌淋巴结、肠系膜淋巴结出

DNA 标准品为阳性对照。

血，切面呈大理石样变；胃浆膜面弥漫性出血；肾

1.5

肿胀明显、色淡，未见出血点；扁桃体见陈旧性出

测序片段 PCR 扩增
依据文献

[3-4]

报道，合成扩增 p72 基因分型

血，符合 ASF 症状。国家外来动物疫病研究中心

的通用型引物（p72-D/p72-U）。引物由上海生工

立即开展病原学检测，证实本次疫情由 ASFV 引起。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成。采用高保真的 Phusion

这是我国历史上的首次 ASF 发病记录。

High-Fidelity PCR Master Mix 扩增 B646L/p72 基因
片段。预期扩增片段大小为 478 bp。50 μL 的 PCR
反应体系为：2×Phusion Master Mix 25 µL，p72-D
（10 μmol/L）和 p72-U（10 μmol/L）各 2 µL，模
板 DNA 2 μL，用灭菌水补齐体积至 50 μL。PCR
反应程序为：98 ℃预变性 30 s；然后进行 35 个
PCR 循环（98 ℃ 10 s，52 ℃ 30 s，72 ℃ 30 s）；

图1

1

发病场地理位置

材料与方法

1.1

最后 72 ℃ 10 min。
PCR 产物测定

1.6

将扩增产物使用 1% 的琼脂糖凝胶电泳，然

病料
病原样品：来源于 2 头病死猪的剖检病料，

后切胶回收，对回收的 DNA 直接用于测序。序

包括全血、脾脏、淋巴结、扁桃体；30 头临床健

列 拼 接 采 用 Lasergene 7.1 软 件（DNASTAR Inc.

康猪的全血。

Madison，WI，USA）中的 EditSeq 与 MegAlign 模块。

血清样品：2 头病死猪及同群 30 头临床健康

件进行。其他国家的参考毒株序列从 GenBank 中

猪血清。
1.2

多序列比对和遗传进化树绘制应用 MEGA 5.0 软

病料 DNA 提取
在加有陶珠的组织匀浆管（Roche）中，加

获得。
1.7

抗体检测

入 600 µL PBS 缓冲液，再加入剪碎的组织样品约

西班牙 INGENASA 公司生产的非洲猪瘟阻断

30 mg，使用 HyBaid RiboLyser 组织匀浆机进行

ELISA 抗体检测试剂盒，批号为 050218，包被抗

匀浆处理。取 200 µL 组织匀浆液和全血，分别使

原为 p72 蛋白；法国 ID-vet 公司生产的非洲猪瘟间

用病毒 DNA 提取试剂盒提取 DNA。最后将提取

接 ELISA 抗体检测试剂盒，批号为 B71，包被抗

的核酸于 −80 ℃冰箱中保存备用。

原为 p30、p62、p72 重组蛋白；国家外来动物疫病

1.3

荧光定量 PCR
依据文献

[1]

报 道， 用 本 实 验 室 建 立 的，

研究中心自主研发的非洲猪瘟间接 ELISA 试剂盒，
批号为 201801，包被抗原为 p30 蛋白。

OIE 推 荐 的 ASFV 特 异 荧 光 定 量 PCR 方 法， 进

2

行 ASFV p72 基因片段扩增。ASFV 特异性引物为

2.1

king-s/king-a，TaqMan 探 针 为 ASFVP， 同 时 以 本

结果

实验室合成的质粒 DNA 标准品为阳性对照。
1.4

普通 PCR
依据文献

荧光定量 PCR
荧光定量 PCR 检测结果显示，采自 2 头病死

猪的 8 份组织样品和全血中都能检测到 ASFV 特异
性扩增曲线，Ct 值为 19.14~26.5（图 2）。

[2]

报道，用本实验室建立的，OIE

2.2

普通 PCR

推荐的 ASFV 特异 PCR 方法，进行 ASFV p72 基

ASFV 普通 PCR 扩增结果显示，7 个样本（全

因 片 段 扩 增。ASFV 特 异 性 引 物 为 PPA1/PPA2，

血 1、淋巴结 1、肾 1、脾 1、全血 2、淋巴结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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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 2）在 257 bp 左右有特异性扩增条带，与阳性对
照一致（图 3）。样本脾 2 特异性扩增条带较弱。

扩增曲线横坐标为扩增循环数，纵坐标为荧光强度；绿色横线位
置为荧光强度阈值，对应的循环数为临界循环数（CT）；CT 值低
于 40 判定为阳性；图中扩增曲线从左至右依次为阳性对照、全血 1、
脾 1、全血 2、淋巴结 2、肾 2、淋巴结 1、肾 1、脾 2

实时定量 PCR 扩增结果

图2

P72 基因遗传进化分析

图5
1~8. 全血 1、淋巴结 1、肾 1、脾 1、全血 2、淋巴结 2、肾 2、脾 2；
P. 阳性对照；N. 阴性对照；M. 分子量标记（由上至下分别为 2 000、
1 000、750、500、250、100 bp）

图3

2.3

普通 PCR 检测结果

p72 基因片段序列遗传进化分析

抗体检测

2.4

32 份血清样品的 ASFV 特异性抗体检测均为
阴性。
3

讨论

对样本 B646L/p72 基因片段普通 PCR 产物进

ASFV 是 非 洲 猪 瘟 病 毒 科（Asfarviridae） 非

行正反向测序，对得到的序列进行拼接后获得 p72

洲 猪 瘟 病 毒 属 的 唯 一 成 员， 基 因 组 为 双 股 线 状

基因片断序列，长度为 417 bp（图 4）。对扩增的

DNA，大小为 170~190 kb。根据病毒编码主要衣

P72 基因序列，应用邻接法（Neighbor-joining）绘

壳蛋白 p72 的 B646L 基因，可将该病毒分为 24 个

制遗传进化树（图 5）。结果显示，该样本病毒属

与地域性相关的基因型

于基因 II 型，与目前在俄罗斯和东欧流行的格鲁

东南部，2007 年传至格鲁吉亚，并扩散到俄罗斯

吉亚毒株（Georgia 2007）同属于一个进化分支。

联邦和东欧地区 ，已在高加索地区定殖；2017 年，

[5-6]

。基因 II 型流行于非洲

[7]

该基因型病毒向东长距离跨越式传播至俄罗斯远东
[9]

地区伊尔库茨克 ，导致传入我国的风险空前升高。
目前，ASF 已经成为困扰欧洲养猪业的一个重要
问题

[8]

。该病的跨国界传播和危害性使其成为全球

性问题。
图4

样本 p72 基因片段测序结果

本次疫情是我国确诊的首起非洲猪瘟疫情。
3

该猪场生物安全条件较差，紧临车辆繁忙的乡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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