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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牛在出口隔离场免疫牛病毒性腹泻疫苗
对后续检疫工作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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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本文分析了进境种牛在境外出口隔离场免疫牛病毒性腹泻灭活疫苗后，对该病后续检疫工作的影响 ：

从血清样品中进行病毒分离会受到干扰 ；对出口隔离场检疫所用的抗原捕捉 ELISA 几乎没有影响 ；对种牛在国
rns

内进口隔离场检疫及后续检疫时，如使用针对结构蛋白 E 的抗原捕捉 ELISA 试剂盒，则影响较小，如使用针
对非结构蛋白的 NS2-3 抗原捕捉 ELISA 试剂盒，则影响很大 ；免疫导致无法区分自然感染和免疫反应。进而提
出了取消免疫该疫苗的建议，并得到了进出口国政府主管部门的认同并付诸实施。
关键词 ：进口 ；牛 ；免疫 ；牛病毒性腹泻病毒 ；疫苗 ；影响
中图分类号 ：S851.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44X（2017）11-0029-03

DOI ：10.3969/j.issn.1005-944X.2017.11.008

Effects on Subsequent Quarantine of Imported Cattle Vaccinated with
Bovine Virus Diarrhea Vaccine in Pre-export Isolation Facili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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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breeding cattle imported into China vaccinated with vaccines containing inactivated Bovine viral
diarrhea virus（BVDV）in pre-export isolation facilities，it would bring subsequent effects in quarantine. In this
paper，the inﬂuence of follow-up quarantine work for this disease were analyzed as followed ：BVDV isolation from
serum samples was disturbed ；There was ignorable effects for BVDV detection with antigen capture ELISA in preexport isolation facilities ；For cattle quarantine at the domestic quarantine and subsequent quarantine inspection in
China，Erns AC-ELISA was much better than NS2-3 AC-ELISA for BVDV detection ；Antibody responses to BVDV
vaccines couldn't be distinguished from response of natural infection. The proposal of cancelling vaccination of BVDV
should be canceled were put forward，and was accepted by the authorities of import and export countries.
Key words ：import ；cattle ；Bovine viral diarrhea virus ；vaccine ；effect

自 2000 年以来，尤其是 2008 年的“三聚氰

Bovine Rhinotracheitis，IBR）、 赤 羽 病、 牛 病 毒

胺”事件以后，我国大量从澳大利亚、新西兰进口

性 腹 泻（Bovine Viral Diarrhea，BVD）、 牛 地 方

奶牛。我国从澳大利亚输入牛的检疫和卫生要求

流行性白血病、蓝舌病、副结核、鹿流行性出血

议定书

[1]

规定，从澳大利亚进口种牛，须对下列 7

种传染病进行检疫：牛传染性鼻气管炎（Infect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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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我国从新西兰输入牛的检疫和卫生要求议定
书

[2]

规定，从新西兰进口种牛须对下列 5 种传染

病病进行检疫：IBR、BVD、牛地方流行性白血
病、牛结核病、副结核。为方便国际贸易，我国从
29

对国外出口隔离场的 AC-ELISA 检疫几乎没有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输入牛的检疫和卫生要求议定书

2

（均为现行的 2009 年版）规定，IBR 农场检疫为

影响

阴性的牛，在进隔离场检疫前接种灭活疫苗，并

由于使用血清样品的便利性，在国外出口隔

在所有牛进入隔离场至少 14 d 后，使用灭活疫苗

离场，目前一般都采用 AC-ELISA 方法从血清样品

进行加强免疫。当时，澳大利亚唯一被批准使用

中检测 BVDV。免疫灭活疫苗后对其有无影响呢？

的 IBR 灭活疫苗是美国 FORT DOGE 公司生产的

AC-ELISA 方法的优点在于拥有与病毒分离相近的

Triangle®4+Type‖BVD 疫苗，含有灭活的牛传染

敏感性。目前有两类 AC-ELISA 试剂盒：一种是

性鼻气管炎病毒（Infectious Bovine Rhinotracheitis

检测非结构蛋白 NS2-3（p125）的 AC-ELISA 试剂

Virus，IBRV）、牛病毒性腹泻 - 黏膜病病毒（Bovine

盒；另外一种是近几年研发出的检测结构蛋白 E

Viral Diarrhea Virus，BVDV）、 副 流 感 3 型 病 毒

（gp48）的新一代 AC-ELISA 试剂盒

rns

[4-5]

。

（Parainﬂuenza 3 Virus，PI3V）和牛呼吸道合胞体

由于 BVDV 非结构蛋白 NS2-3 的表达量低，

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RSV）；新西兰

因此 NS2-3 AC-ELISA 试剂盒只适用于 BVDV 浓

使用的是西班牙 LABORATORIOS HIPRA 公司生

度高的外周血白细胞裂解物中的 BVDV 抗原检测，

产的 IBRV、PI3V 和 BVD 三联灭活苗。因此，我

不而能用于 BVDV 浓度低的血液、血浆或血清样

国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牛时，澳方和新方在接

品中的 BVDV 抗原检测。另外，由于 BVDV 非结

种 IBR 疫苗时，实际上还同时接种了 BVD、PI3V

构蛋白 NS2-3 的表达量本身就低，如果样品中还

和 RSV 等疫苗。文献

[3]

提出了以接种能区分免疫

存在 BVDV 母源抗体等抗体的干扰，那么 BVDV

和自然感染的牛疱疹病毒Ⅰ型基因缺失疫苗来代替

NS2-3 AC-ELISA 的效果就更差。因此，试剂盒厂

接种灭活疫苗为主要内容的新建议。本文针对境外

家明确表示 NS2-3 AC-ELISA 不能用于 6 月龄以下

接种 BVD 疫苗后不可避免产生的抗体，对进境种

犊牛的检测

[4-5]

。

牛的产地检疫、在国内隔离场的隔离检疫以及隔离

BVDV 结构蛋白 Erns（gp48）含量高且稳定，

期满后的后续检疫将产生哪些影响及应对策略，进

rns
因 此 E AC-ELISA 试 剂 盒， 既 能 检 测 血 液 中 的

行了全面分析。

BVDV 抗原，也能检测血浆或血清样品中的 BVDV

1

抗原。甚至血清样品中存在一定滴度的 BVDV 抗体

从血清样品中进行病毒分离会受到干扰
根据议定书要求，BVDV 检测方法为病毒分

rns
[4-6]
时，BVDV E AC-ELISA 也是敏感和可靠的 。

离或抗原捕捉 ELISA（antigen capture ELISA，AC-

rns
据文献报道，BVDV E AC-ELISA 试剂盒能检出

ELISA）。通过母乳获得的母源抗体不能改变犊牛

100%（14/14）母源抗体滴度小于 1:10 的持续感染

的病毒血症状态，但会干扰 BVDV 在细胞系中的

动物，能检出 75%（3/4）母源抗体滴度为 1:250 的

生长，从而干扰从血清中分离病毒。免疫产生的抗

持续感染动物。对接种 BVDV 灭活疫苗后能正常

[3]

体也一样 。免疫后，尤其是加强免疫后，会导致

产生抗体的牛群，由于只经历了首免，因此抗体滴

BVD 抗体水平较高，因而从血清样品中分离病毒

度很低，甚至可能低于可检测的水平 。

[5]

综上，在进行 BVDV 灭活疫苗首次免疫后 20 d，

会受到干扰。因此，建议不要采用从血清样品中分
[4]

离病毒的检测方法 。在澳洲隔离场和国内隔离场

在国外出口隔离场采集血清样品进 BVDV 抗原检

的常规检疫，目前一般不采用从血清样品中分离病

测时，如果使用 BVDV NS2-3 AC-ELISA 试剂盒，

毒的检测方法。建议对进口隔离场检疫期内发病和

rns
影响就很小；如果使用 BVDV E AC-ELISA 试剂

死亡病例及进口隔离场检疫结束后进行的 BVDV

盒，几乎就没有影响。但为了避免出现假阴性，

检测时，也不要采用从血清样品中分离 BVDV 的

rns
应优先选用 BVDV E AC-ELISA 试剂盒。

检测方法。

3

30

对国内进口隔离场及后续检疫所用的 Erns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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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SA 影响较小，但对 NS2-3 AC-ELISA 影响很大

出了 BOVILIS MH+IBR 灭活苗。该疫苗是溶血性

对于 BVDV 灭活疫苗免疫抗体的检测，可用

曼氏杆菌和 IBR 的双联灭活苗。澳方用该双联苗

中和试验或 ELISAS 检测。有文献报道，将 BVDV

取代原先所使用的四联苗，由此大大降低了负面影

人工接种于抗体滴度达到 1:512 的动物，也分离

响。新西兰使用的是 Biobos IBR 标记疫苗。该疫

[5]

不到 BVDV 。由于 BVDV 灭活疫苗产生的抗体

苗是只含有灭活 IBRV 的单苗，彻底避免了其它疫

对 BVDV NS2-3 AC-ELISA 试 剂 盒 的 干 扰 较 大，

苗的负面影响。而且这是一种基因缺失疫苗，可以

rns

而 对 BVDV E AC- ELISA 试 剂 盒 的 干 扰 很 小，

区分自然感染和免疫反应。以接种能区分免疫和自

因此为了降低 BVDV 检测的假阴性率，国内隔离

然感染的基因缺失疫苗来代替接种灭活疫苗的建

rns

[3]

场在现场检疫及后续检疫时，只能使用 BVDV E

议，已率先在新西兰出口奶牛中得到实现 。

AC-ELISA 试剂盒，而不能使用 BVDV NS2-3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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