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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湖南省规模猪场
主要病毒性疫病流行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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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对 2016 年湖南省规模猪场送检的 117 例临床病例进行实验室诊断和流行病学分析。结果显示 ：各送

检临床病例中，以哺乳仔猪、保育猪、育肥猪发病较多 ；临床表现以呼吸道症状和腹泻症状多见 ；病毒性疾
病的比例达 86.3%，其中圆环病毒 2 型（PCV2）、蓝耳病病毒（PRRSV）的检出率较高，多重病原感染比例达
57.4%。结果表明，2016 年湖南省猪病主要以 PCV2、PRRSV 等引起的病毒性疫病为主，且普遍存在多病原感
染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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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boratory diagnosis and epidemiological analysis towards 117 clinical cases of swine diseases collected
from large-scaled farms of Hunan Province in 2016 were carried out. Among these clinic cases，higher incidence rates
were found in suckling piglets，nursing swine and fattening swine. Respiratory symptoms and diarrhea were common
in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The proportion of viral diseases was 86.3%. In addition，PCV2 and PRRSV infection
were more easily detected. It was also found that the rate of mixed infection reached 57.4%. As a conclusion，the swine
diseases were mainly caused by PCV2 and PRRSV and other viral diseases，and multiple pathogenic infection existed
commonly in these collected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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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作为一个养猪业大省，人均猪肉占有量、

类最多，也最为常见，涉及的病原多达 12 种

[1-2]

。不

生猪岀栏量、年末生猪存栏量均居全国前列。湖南

但给养猪业造成巨大损失，而且还存在潜在的公共

省养猪业规模虽然较大，但科学化水平仍处于发展

卫生问题

中阶段，猪病依然是阻碍其畜牧业健康发展的主要

猪群病毒性疫病的发生、流行产生了重大影响

问题之一。当前，湖南省猪病临床发病形势总体较

为了解湖南省猪病总体流行态势，研究猪病发生规

为复杂，疾病种类较多。病毒性、细菌性、寄生虫、

律，对 2016 年实验室接诊的病例进行了统计分析，

毒素中毒等疾病在湖南省均有出现。病毒性疾病种
通信作者 ：王昌建

[3-5]

。目前，病原变异及临床混合感染等对
[6-7]

。

以便为未来的猪病防控提供技术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

1.1

对 2016 年的 117 例临床病例按月统计。结果

临床病例样品
2016 年 湖 南 省 13 个 市 州 53 个 县 96 个 规 模

显示：除年初 2 个月病例数较少外（可能受春节期

猪场主动送检的，来自 117 例临床病例的 385 份

间送检积极性较低的影响），其余月份病例数相对

样品。样品类型包括血清、组织或粪便。病例来

平稳，但气温变化较大的 3、4、6、11 月份的病例

源于存栏量在 100~8 000 头之间的猪场，其中存

数相对较多（图 1）。

栏 300~1 000 头的规模猪场送检病例 83 例，占总
病例数的 70.9%。
1.2

主要试剂、耗材
病毒 RNA/DNA 提取试剂盒，购自苏州天隆

生物科技股份公司；猪蓝耳病毒（PRRSV）、猪
高 致 病 性 猪 蓝 耳 病 毒（HP-PRRSV）、 猪 瘟 野 毒
（CSFV）、猪伪狂犬病病毒（PRV）、猪圆环病

图1

毒 2 型（PCV2）、猪流行性腹泻病毒（PEDV）、
猪细小病毒（PPV）、猪轮状病毒（PRVA）、猪

2.2

传染性胃肠炎病毒（TGEV）荧光定量 PCR 试剂盒，
均购自北京世纪元亨动物防疫技术有限公司。其他

发病群体分布
在 117 个临床病例中，哺乳仔猪、保育猪、育

肥猪的病例数相对较多，种猪群发病较少（表 1）。
表1

常用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级产品。
1.3

病例定义和分析
以养殖场单次发病送检病例为 1 个病例，结

合临床症状、流行病学情况，开展实验室检测，做

临床病例发病时间分布

发病群体
病例数 / 例
占比 /%

2.3

公猪
1
0.85

临床病例发病群体统计
母猪
20
17.09

哺乳仔猪
35
29.91

保育猪
36
30.77

育肥猪
34
29.06

病例症候群分布

出该病例的诊断及病因分析。采用以月为单位进行

117 例病例中，表现腹泻症状和呼吸道症状的

病例数量统计的方式；以高热、呼吸道症状、繁殖

病例数最多，均为 34 例，各占 30.91%；其次是高

障碍、神经症状、腹泻症候等，分析病例的症候群

热、繁殖障碍（表 2）。

分布；对公猪、母猪、哺乳仔猪、保育猪、育肥猪，
分阶段统计发病群体。
1.4

样品处理

表2
症状
病例数 / 例
占比 /%

高热
26
23.64

临床病例症候群统计

呼吸道症状 繁殖障碍 神经症状 腹泻症状
34
12
4
34
30.91
10.91
3.64
30.91

将组织样品剪碎，
取 1~2 g 放于 2 mL 离心管中，
加入研磨钢珠后放于研磨机中研碎；加入适量 PBS

2.4

病原检测结果

（或同群猪血清）混匀，8 000 r/min 离心 2 min；

117 例临床病例中，猪圆环病毒 2 型（PCV2）

取上清用于下一步的核酸提取实验，将剩余样品于

阳性病例最多，达 65 例，占总病例数的 55.6%；

-20 ℃冻存。对粪便样品中直接加入适量 PBS 混匀，

其次是 PRRSV，为 60 例（HP-PRRSV 43 例），占

经 8 000 r/min 离心 2 min 处理后，取上清进行样品

总病例数的 51.3%；CSFV、PRV、PEDV 也均有较

检测实验。

高的阳性病例数，而 PPV、PRVA、TGEV 等的阳

1.5

性病例数最少（表 3）。

检测方法
分别按照病毒 RNA/DNA 提取试剂盒和各检

测病原的荧光定量 PCR 试剂盒说明书要求进行。
2

结果与分析

2.1
2

病例时间分布

表3

病例病原核酸学阳性检测结果

病原 PRRSV HPPRRSV PCV2 CSFV PRV PEDV PRVA TGEV PPV
病例数
17
43
65
20 13 11
1
1
1
/例
36.8
55.6 17.1 11.1 9.4 0.9 0.9 0.9
占比 /%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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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送检的 117 例病例中，有确定的病毒性病原

神经症状、腹泻症状等 5 个症候群，对疫病临床表

学诊断结果的为 101 例，检出率为 86.3%，常见病

现进行分类统计。结果显示：表现腹泻和呼吸道症

毒类病原学检测为阴性的 16 例。在 101 例病毒性病

状的临床病例数较多，均占总病例的 30.91%，繁殖

例中，有 43 例在每份送检样品中只检测出了单一病

障碍的病例比例为 10.91%。该结果表明腹泻、
呼吸道、

原体，单一病原检出率为 42.57%；剩余 58 例病例

繁殖障碍症状在临床上最为常见，应引起重视。

均检测出多种病原体，临床病例多病原混合感染比
例为 57.4%。临床病例病原混合感染情况见表 4。
表4

临床病例病原体混合感染类型
病例数 / 例
30
14
4
2
3
1
1
1
1
1
58

病原混合感染类型
PRRSV+PCV2
PRRSV+PCV2+CSFV
PCV2+PRV
PCV2+CSFV
PRRSV+PCV2+CSFV+PRV
PRRSV+PCV2+PRV+PRVA
PRRSV+PCV2+PRV
PRRSV+PCV2+PED
PRRSV+CSFV+PRV
PRRSV+PRV
合计

近年来，猪群疫病的多病原混合、继发、协
同感染形式越来越普遍

[1-2，5-6，9-10]

。本研究中的 117

个病例，有 16 个病例未检测到常见病毒性病原。
这可能是由细菌性疾病或因采样方式和检测手段不
足导致的。43 个单一病原感染的病例中，虽然有
14 个病例只检测到 PCV2 核酸阳性，但结合 PCV2
的病原特性和病例临床表现，这 14 个病例中存
在其他病原的可能性也较大。58 个多病原感染病
例 均 与 PCV2 和 PRRSV 相 关。 这 表 明 PCV2 和
PRRSV 是多病原感染的主要因素，应高度重视对
这两种病原的免疫和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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