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８ 年第 ３５ 卷第 ９ 期

一例猪伪狂犬病野毒感染的实验室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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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确诊衡阳市某猪场育肥猪发生的疑似猪伪狂犬病（PR）疫情，采集发病猪脾脏，运用 PCR 方法进

行猪伪狂犬病病毒（PRV）核酸检测，利用非洲绿猴肾细胞（Vero）进行病毒分离培养，采用免疫过氧化物酶
单层细胞染色法（IPMA）进行病毒血清学鉴定；用分离培养物进行家兔感染试验，观察临床症状和病例剖检变化，
采用 PCR 检测各器官中的病毒分布情况。结果显示 ：病料接种 Vero 细胞培养 3 d 后，出现明显的细胞病变效应
（CPE）；分离培养的病毒与 PRV 阳性血清呈阳性反应 ；家兔感染后出现奇痒等神经症状并死亡，其肝、脾组织
均为 PRV gE 核酸检测阳性。试验结果证实，分离到的病毒为 PRV 野毒，从而确诊了该疑似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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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atory Diagnosis on a Case of Infection with Wild Type Pseudorabies Virus
Li Lu，Han Taotao，Wu Siwen，Tang Qinghai，Yang Hai，He Lifang，Liu Zui，Wang Fangyu，Zhang Qian
（Key laboratory of biotechnology，College of Life Science and Environment，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Hunan 421008，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suspected porcine pseudorabies（PR）epidemic in fattening pigs in a farm of Hengyang
City，the spleens of infected pigs were collected and porcine pseudorabies virus（PRV）nucleic acids were detected by PCR
method. Then，virus isolation and serological identiﬁcation were carried out by Vero cells and immunoperoxidase monolayer assay（IPMA）. The rabbits were infected with the isolated culture and clinical symptoms and necropsy changes were
observed. Finally，the virus distribution situation in different organs was determined by PCR. Results showed that，after
being inoculated with tissue samples for 3 days，the Vero cells showed signiﬁcant cytopathic effect（CPE）. The results
of IPMA showed positive reaction between isolated virus and PRV-positive serum. The rabbits appeared itchy and other
neurological symptoms and died，and PRV gE nucleic acids were detected in the liver and spleen tissues of these rabbits. As
a conclusion，the epidemic was caused by PRV infection，and the isolated virus was wild PRV.
Key words ：pseudorabies virus ；PCR ；isolation and culture ；immunoperoxidase mono-layer assay

伪狂犬病（Pseudorabies，PR）是由伪狂犬病

减慢、体温升高等轻微症状

[2-3]

。近年来，研究发

病毒（Pseudorabies virus，PRV）感染引起的多种

现，PRV对育肥猪的致病性显著增强，并以呼吸道

家畜的急性传染病，1周龄内仔猪易感，多出现发

和发育障碍为主要症状 ，但仅靠临床诊断，无法

热、奇痒、昏睡、共济失调等神经症状，妊娠母猪

确诊PRV感染，需要借助实验室诊断。

[1]

[4]

后期感染可发生流产，产死胎，甚至木乃伊胎 。

目前，PR主要依靠接种商品化的减毒活疫苗

以往，育肥猪感染一般不发生死亡，仅出现增重

和基因缺失疫苗进行预防。PRV核酸为双链 DNA，
其编码的gE蛋白是一种重要的神经毒性因子，在基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青年基金（31101837）；衡阳师范学院
引进人才专项（16D20）
；
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17B041）

[5-6]

因缺失疫苗毒株中，该基因通常被剔除

。因此，

同等贡献作者 ：黎 露，韩涛涛，吴思雯

在实验室诊断中，通常采用PCR检测gE基因，以区

通信作者 ：唐青海

分野毒和疫苗毒，亦可配合gE蛋白特异性抗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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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进行鉴别诊断

[7-8]

。2017年4月衡阳市某猪场育肥

生长至密度为80%的汇合度时，去培养液，用PBS

猪发生疑似PR疫情。为确诊疫情，采集发病猪脾

洗涤1次，加入无血清MEM培养基，按照体积比

脏进行了实验室诊断。

10:1的比例加入1.2.1中滤液，摇匀后，置37 ℃、

1

5% CO2培养箱中培养，每隔1 d观察1次。当80%细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胞出现细胞病变（CPE）时，收集培养物，反复冻

Vero细胞：衡阳师范学院生命科学与环境学

融3次，取冻融物接种健康细胞，进行传代培养。

院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培养保存；PRV强毒株阳

将分离的病毒，采用免疫过氧化物酶单层细胞染色

性对照和PRV阳性血清：衡阳师范学院生命科学

法（IPMA）进行血清学鉴定，根据文献

与环境学院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制备保存；血液

进行。将Vero细胞接种35 mm培养皿中，当Vero

/细胞/组织DNA提取试剂盒：购自天根生化科技

细胞生长至密度为80%的汇合度时，接种培养

（北京）有限公司；胎牛血清：购自Gibico公司；

物，1 d后弃培养基；将细胞用2 mL PBS洗涤3

MEM培养基：购自北京清大天一科技有限公司；

次，真空干燥，加入1.5 mL 30 %丙酮-PBS固定

Premix Ex Taq酶：购自宝生物工程（大连）有限公

30 min，干燥，加入1.5 mL 稀释好的PRV多克隆

司；体重1.5 kg左右雌性新西兰大白兔：购自南华

抗体（1׃100），37 ℃孵育1 h；用PBS洗涤3次，

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加入1.5 mL酶标二抗HRP-SPA（1׃3 000），37 ℃

1.2

孵育1 h；用PBS洗涤3次，加入1.5 mL AEC底物

方法

1.2.1

病料采集与处理

采集发病猪脾脏，研磨

[16]

改进后

显色液，37 ℃孵育15 min；弃掉反应液，用蒸馏

加入MEM 细胞培养液制成组织悬液，反复冻融 3

水洗涤1次，在显微镜观察结果。

次后，3 000 r/min离心2 min，取上清，用0.22 μm滤

1.2.4

膜过滤，滤液于−20 ℃ 冰箱保存备用。

2只：A组腹腔注射F3代分离培养物1 mL，B组注射

家兔感染试验

将实验家兔分成3组，每组

取1.2.1中滤液

F3代分离培养物4 mL，C组为不接种对照。每隔12

200 µL，用血液/细胞/组织DNA提取试剂盒提取

h观察症状。待出现明显临床症状后，进行剖检观

DNA样本。根据 GenBank 中PRV HN1201毒株的

察病理变化，并取心脏、肝脏、脾脏、肺脏和肾脏

基因组序列（KP722022.1）设计1对特异性引物

组织，提取DNA进行PRV核酸检测。

（PRV-gE-F/R和PRV-gG-F/R）进行PCR检测（表

2

1）。PCR反应体系包含：模板DNA 2 μL，上、下

2.1

1.2.2

DNA提取与PCR检测

游引物（10 μmol/L）各1 μL，Taq 12.5 μL，ddH2O

结果
PCR检测
取病料处理液进行PCR检测，发现病猪脾脏

8.5 μL。PCR反应程序：95 ℃预变性5 min；98 ℃

组织为PRV-gE和gG基因核酸阳性（图1）。

10 s，55 ℃ 30 s，72 ℃ 20 s，35个循环；72 ℃ 10

2.2

min，4 ℃保存。取PCR反应产物5 μL，用1.2%琼
脂糖凝胶电泳进行检测。
1.2.3

病毒分离培养与血清学鉴定
表1

引物名称
PRV-gG-F
PRV-gG-R
PRV-gE-F
PRV-gE-R

78

病毒细胞培养与血清学鉴定
将处理过的病料接种Vero细胞，培养3 d，发

现接种细胞出现明显细胞病变——细胞变圆、脱
当Vero细胞

引物序列及其反应条件

序列
扩增片段长度 /bp
GCCAGCCGTACACGCAG
294
CCGTAGCAGAGCTCCCG
CCGCGGGCCGTGTTCTTTGT
493
CGTGGCCGTTGTGGGTCAT

落、拉丝、融合成合胞体（图2-A），未接种病毒
对照细胞生长正常（图2-B）。连续接种培养3代，
均表现出一致CPE。
IPMA结果显示，接种病毒的培养皿中，被感
染的Vero细胞反应呈阳性，细胞核和细胞质均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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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红色，细胞质着色浓于细胞核，未感染的细胞无

状，存活。

着色（图3-A）。未接种病毒的对照细胞无任何着

2.3.2

色（图3-B）。

果表明，A组中肝脏和脾脏为PRV-gE核酸阳性，心

家兔脏器的PRV-gE核酸检测

PCR检测结

脏、肺脏、肾脏为PRV-gE阴性（图4）；B组中肝
脏、脾脏、肺脏为PRV-gE核酸阳性，心脏、肾脏
为PRV-gE阴性（图5）。

M. DL2000 DNA Marker；1~2. 脾脏组织和阳性对照物的 PRV-gG
PCR 产物；3~4. 脾脏组织和阳性对照物的 PRV-gE PCR 产物；
5~6. PRV-gG 和 PRV-gE PCR 产物阴性对照

图1

脾脏组织病料中 PRV 核酸的 PCR 检测
M. DL2000 DNA Marker；1~5. 依次为心脏、肝脏、脾脏、肺脏、
肾脏 PCR 产物；6. 阴性对照；7. 阳性对照

图4

A 组脏器中 PRV-gE PCR 核酸检测

A. 接种病料细胞；B. 未接种细胞

图2

病毒的分离培养

M. DL2000 DNA Marker；1~5 依次为心脏、肝脏、脾脏、肺脏、肾
脏 PCR 产物；6. 阴性对照；7. 阳性对照

图5
A. 接种病毒的细胞；B. 未接种病毒的细胞

图3

2.3

细胞传代病毒（F3 代）的血清学鉴定

家兔感染试验

2.3.1

临床症状

3

B 组脏器中 PRV-gE 核酸的 PCR 检测

讨论
本研究应用病毒分离传代培养、PCR检测和

动物感染试验等方法，对一例疑似PRV感染病例进
A组家兔：腹泻，偶有瘙痒，

用爪子挠腹部，挠痒频率较高，接种病毒后约60 h

行了鉴定。实验室检测结果表明，该病例为PRV野
毒感染。

死亡。B组精神萎靡，腹泻、食欲不振，只饮水，

发病猪脾脏组织样品的PRV-gE和PRV-gG核酸

剧烈挠腹部，随后四肢麻痹，角弓反张死亡，接种

阳性。病料接种Vero细胞3 d后，出现典型的PRV

病毒后30 h死亡。健康对照兔子观察1周无任何症

细胞病变——细胞变圆和细胞融，且培养物连续培
79

养3代，均表现出稳定的特征性CPE。这与其他研

[4]

学会第三届中国兽医临床大会论文集. 兰州：中国畜

BHK-21、PK-15也出现同样CPE的结果一致[9-11]。

牧兽医学会，2012：3.
[5]

[12]

共存活60 h，B组家兔存活30 h，与刘澜等 、祁贤
[13]

等 报道的结果相似。但本试验未观察到江焕贤等
[14]

报道的接种部位被毛脱落、皮肤撕破等现象。推

测这可能是其在研究过程中病毒接种剂量较大引起
的。取感染家兔的心脏、肝脏、脾脏、肺脏和肾脏
组织进行PCR扩增，发现A组肺脏为PRV-gE核酸阴
性，而B组为PRV-gE核酸阳性，且B组中肺脏病毒
含量比其他脏器大。郭丽静

[15]

采用PRV强毒株对4

姜艳芬. 猪伪狂犬病毒陕西省 WG 株的分离鉴定及其
gD、gE 基因的克隆与序列分析[D]. 杨凌：西北农林

家兔出现腹泻、奇痒、四肢麻痹神经症状，而未感
染家兔精神状况良好。A组家兔从接种PRV到死亡

一例猪伪狂犬病毒的实

验室分离及鉴定[C]//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中国畜牧兽医

究人员将病毒接种到MDCK、鸡胚成纤维细胞、
用分离培养的PRV F3代病毒感染家兔，可使

柴磊，刘树军，王世山，等.

科技大学，2006.
[6]

龚才伟. 一株伪狂犬病病毒的分离鉴定及其gE基因的
遗传进化分析[D]. 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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