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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了解新疆南疆地区某规模化奶牛场牛病毒性腹泻病毒（bovine viral diarrhea virus，BVDV）感染情况，

采用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对该规模化奶牛场 2 358 份牛血清样品、35 份新生犊牛耳组织样品进行 BVDV 抗
原 ELISA 检测。结果显示，该场有 9 份血清样品为 BVDV 抗原阳性，阳性率为 0.38%；对阳性样品的来源牛间
隔 21 d 后采血复检，检出 1 份阳性血清样品，确认该样品来源牛为持续性感染牛；在新生犊牛耳组织中，未检
测出 BVDV。本次抗原检测证明，新疆南疆地区规模化奶牛场存在一定的 BVDV 流行和持续感染，建议督促牛
场积极开展 BVDV 净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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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recognize the infection status of bovine viral diarrhea virus（BVDV）in a large-scale diary
farm in Southern Xinjiang，2 358 serum samples and 35 ear tissue samples of newborn calv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farm to detect BVDV antigens by ELIS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9 serum samples were positive for BVDV，with the
positive rate of 0.38%；then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cows that was conﬁrmed BVDV-positive after 21 days
for repeat detection，it was found that only one sample was still positive，indicating the corresponding positive cow
was continuous infection；no any BVDV was detected in samples of ear tissues from newborn calves. In short，it was
conﬁrmed that there was certain BVDV infection and prevalence in the farm，so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farm should
be urged to actively purify BV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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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病 毒 性 腹 泻（bovine viral diarrhea，B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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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牛病毒性腹泻病毒（bovine viral diarrhea virus，

公司。

BVDV）引起的牛传染性疾病，以发热、消化道黏

1.2

膜糜烂和溃疡、腹泻等特征为主，同时也存在免疫

1.2.1

耐受与持续感染、免疫抑制，以及母牛配种延长、

BVDV 抗原检测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ELISA 检测；

不孕、流产、产死胎或畸形胎等，不同品种、性别、

对新生犊牛耳组织样品，参照 BVDV 抗原快速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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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抗 原 ELISA 检 测

对 牛 血 清 样 品， 参 照

年龄的牛都对其易感，其中幼龄牛最易感 。病牛

测卡说明书进行检测。

和带毒牛是本病的主要传染源。BVDV 还会与其

1.2.2

他细菌或病毒一起对牛造成混合感染，严重危害养

被检样品 OD 值 − 阴性对照 OD 平均值≤ 0.300，

结果判定 BVDV 抗原 ELISA 结果判定：

[2]

判为抗原阴性；＞ 0.300，判为抗原阳性。BVDV

随着新疆奶牛业的发展，新疆地区规模牛场

抗原快速检测卡结果判定：被检样品检测线的红色

牛业 。
目前也有该病的报道。多位学者在新疆不同地区

强于背景，判为抗原阳性；与背景相同或弱于背景，

检测出不同程度的 BVDV 抗原 / 抗体阳性率，证

判为抗原阴性。

实在新疆南北疆地区牛场存在 BVDV 感染
本研究结合王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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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疆南疆部分规模奶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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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场开展了 BVDV 血清学检测，以期为新疆规模

2.1

结果
血清样品检测

牛场的 BVD 防控、净化提供依据。

抗原阳性率为 0.38%（9/2 358）。

材料

1.1.1

试验样品

从该场 2 358 份血清样品中，检测出 BVDV
抗原阳性血清样品 9 份（成年牛 7 份、犊牛 2 份），

材料与方法

1.1

对所有检测数据，用 Excel 进

行汇总分析。

BVDV 血清流行病学调查，对该地区某规模化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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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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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组织样品检测
对 35 份新生犊牛耳组织样品，经 BVDV 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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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检测卡检测均为阴性。

圈内所有奶牛血样，共采集血清样本 2 358 份，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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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感染牛鉴定

中成年牛 2 228 份、犊牛 130 份；对在 BVDV 检

对 9 份 BVDV 抗 原 阳 性 血 清 样 品 对 应 的 牛

测期间当日出生的犊牛采集耳组织样品，共 35 份；

实施隔离，间隔 21 d 后，第 2 次采血进行 BVDV

对第 1 次 BVDV 检测为抗原阳性的奶牛，间隔 21 d

抗 原 ELISA 检 测， 结 果 发 现 有 1 份 犊 牛 血 清 为

后进行第 2 次采样。所采样本资料完善，免疫背景

BVDV 抗原阳性。

清楚，未免疫 BVD 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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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试剂

BVDV 抗原检测试剂盒（敏感

阳性犊牛追溯检测
对 2 头 BVDV 抗原检测阳性犊牛的母牛采血，

性、特异性均为 99.9%）、BVDV 抗原快速检测卡（敏

进行 BVDV 抗原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感性、特异性均为 99.9%）：均购自 IDEXX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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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单道微量移液器：Finnpipette

BVDV 呈世界性分布，尤其在养牛业发达的

F3，Thermo 科技有限公司；多孔道微量移液器：

地区，流行情况更加严重，严重危害畜牧业健康发

Research plus，Eppendorf 科技有限公司；37 ℃培

展。流行病学调查表明，国内大多数省份牛群中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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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存在 BVDV 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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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VDV 感染存在暂时性感染和持续性感染两
种形式。暂时性感染，是指健康牛被 BVDV 感染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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