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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8 年湖南省长沙市城区
犬狂犬病免疫效果分析
谭 丹，刘增再，薛 爽，陈 智，唐爱明，宁华杰
（长沙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南长沙 410013）
摘

要：为评估长沙市城区犬狂犬病免疫效果，了解影响犬免疫抗体合格率的因素，2015—2018 年连续 4 年，

对长沙市定点监测点的犬只进行抽样，共在 41 个场点，采集犬血清样品 2 137 份，采用酶联免疫 ELISA 方法，
定性检测狂犬病血清抗体，并对比分析抗体水平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检测结果显示，2015 年狂犬病抗体合
格率为 46.13%，2017 年上升为 73.39%，2018 年略微下降至 71.11%，总体呈上升趋势。不同地区比较显示，芙
蓉区和雨花区抗体合格率保持稳定上升态势，开福区抗体合格率在 2017 年后增长快速，而其他 3 个区在 2018
年略有下降。免疫效果影响因素分析显示，城区狂犬病免疫合格率与年龄、免疫次数、免疫后时间及疫苗厂家
有一定关系，而性别、疫苗种类对抗体合格率影响不大。结果表明：长沙市城区犬狂犬病免疫效果整体形势较好，
但部分城区免疫合格率偏低，存在狂犬病病毒感染风险；首次免疫后，需要做好犬的加强免疫工作，尤其幼龄
犬和老龄犬，以保证其处于较高的免疫保护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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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Immune Effects of Canine Rabies Vaccines in Urban Areas
in Changsha City of Hunan Province During 2015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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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immune effects of canine rabies vaccines in urban areas in Changsha City and
to identify all factors that could affect the qualiﬁed rate of immune antibodies，2 137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dogs in 41 designated sites from 2015 to 2018 to qualitatively detect their serum antibodies against rabies by
ELISA，then the trend of antibody level and relevant factor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qualiﬁed rate of antibodies against rabies was 46.13% in 2015，and increased to 73.39% in 2017，then slightly
decreased to 71.11% in 2018，which was rising overall.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ifferent regions showed that，the
qualiﬁed rate was steadily increasing in both Furong District and Yuhua District，and had rapidly increased in Kaifu
District since 2017，but slightly decreased in other three districts in 2018.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n all inﬂuence
factors，the qualiﬁed rate was inﬂuenced by dog's age，frequency of vaccinations，detection time after vaccination and
manufacturer of vaccines to some extent，rather than dog's sex and types of vaccines. In general，better immune effects
were achieved in urban areas in Changsha City，except some districts where the qualiﬁed rate was lower with the risk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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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us infection. After ﬁrst vaccination，it wa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booster immunization towards dogs，especially
young and old dogs，so as to ensure their antibodies at a high level.
Key words：rabies；canine；immune antibody；qualiﬁed rate of immune antibody；Changsha City

连 续 4 年（2015—2018）对长沙市城区宠物犬进

狂犬病（rabies）又称恐水症，是由狂犬病病
毒（rabies virus）引起的一种人兽共患急性传染病，

行狂犬病免疫抗体检测，并对免疫抗体合格率影响

一旦发病，病死率几乎达 100%，目前尚无有效的

因素进行分析，旨在为长沙市犬狂犬病预防和疫苗

治疗手段，有效的疫苗免疫是预防和控制狂犬病最

效果评价等提供参考。

有效的手段，而免疫后抗体水平的高低是评价疫苗

1

免疫效果的重要指标。

1.1

材料与方法

湖南省长沙市城区自实施国产狂犬疫病疫

对象与抽样

苗免费免疫 6 年以来

[1]

根据各城区宠物医院实际情况，设宠物医院

，尤其是犬类狂犬病免

为定点监测点，每年定期抽取犬血清，同时记录血

疫 职 能 下 放 至 各 城 区 管 理 后， 犬 类 免 疫 数 量 逐

清的背景信息和免疫情况。2015 年定点监测点数

年 上 升。 为 确 保 免 疫 效 果， 长 沙 市 每 年 有 计 划

量为 17 个，2018 年增加到 41 个，4 年间共在长沙

地 开 展 狂 犬 病 免 疫 血 清 中 和 抗 体 检 测。 本 研 究

市 6 个区的 41 个监测点抽检样品 2 137 份（表 1）。

表1
2015 年

城区

监测点数

2016 年
采样数

单位 ：个 / 份

2015—2018 年长沙市各区县监测点数量及送检血清数量

监测点数

2017 年
采样数

监测点数

2018 年
采样数

监测点数

采样数

开福区

1

55

4

43

5

123

7

129

芙蓉区

5

87

6

51

8

178

8

162

天心区

4

40

7

38

8

85

8

95

雨花区

6

105

6

132

6

244

7

160

岳麓区

1

49

6

88

10

94

10

136

高新区

0

0

0

0

1

5

1

38

合计

17

336

29

352

38

729

41

720

1.2

检测方法

1.4

统计学分析
检测数据采用 SPSS 20.0 及 Excel 2007 进行分

采用法国 SYBIOTICS 犬猫狂犬病抗体检测试
剂盒进行血清抗体定量检测，具体操作参照试剂

析处理。

盒说明书进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

2

[2]

标准 ，保护狂犬病病毒感染所需的最低抗体滴度
为 0.5 IU/mL，如果低于 0.5 IU/mL，则没有保护。
1.3

结果判定

2.1

结果与分析
抗体合格情况
长沙市城区整体免疫抗体合格率总体呈上升

趋势，由 2015 年的 50% 以下，上升至 2017 年、

当阳性质控 OD ≥ 0.300，并且阴性质控 OD ＜

2018 年的 70% 以上，达到了国际标准 [3]。各区定

阳性质控 OD×0.5 时，试验成立。样品 OD ≥阳

点监测点的狂犬病抗体检测结果（表 2）显示：

性 OD 时，判定为阳性，可认为该血清合格，抗体

开福区、芙蓉区抗体合格率呈现直线上升趋势，

具体有保护力，反之为阴性。

由 2015 年的 40% 以下，上升至 2018 年的 80%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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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心区、岳麓区抗体合格率变化不明显，稳定

采样量极小，无法反映真实情况；2018 年的合格

在 60% 上下，普遍不高；雨花区每年的抗体合格

率为 50%，较为偏低。整体来看，开福区、芙蓉区、

率一直处于全市城区的最高水平，2018 年达到了

雨花区免疫合格率较高，天心区、岳麓区、高新区

84.38%。高新区从 2017 年开始检测，但因当年的

免疫合格率偏低。

表2

单位 ：%（份）

2015—2018 年长沙市各城区犬狂犬病抗体合格率统计

城区

2015 年

2016 年

开福区

34.55（19/55）

44.19（19/43）

70.73（87/123）

82.95（107/129）

66.29（232/350）

芙蓉区

28.74（25/87）

66.67（34/51）

77.53（138/178）

82.72（134/162）

69.25（331/478）

天心区

52.50（21/40）

47.37（18/38）

63.53（54/85）

46.32（44/95）

53.10（137/258）

雨花区

62.86（66/105）

56.82（75/132）

77.87（190/244）

84.38（135/160）

72.70（466/641）

岳麓区

48.98（24/49）

51.14（45/88）

64.89（61/94）

53.68（73/136）

55.31（203/367）

高新区

未检测

未检测

100（5/5）

50.00（19/38）

55.81（24/43）

73.39（535/729）

71.11（512/720）

65.18（1 393/2 137）

合计

46.13（155/336）

54.26（191/352）

2017 年

2018 年

平均

注：括号内数据为样品合格数 / 样品检测数。

2.2

抗体合格率影响因素

2.2.4

免疫次数

对 669 份血清抗体检测结果，

对 2017 年 背 景 信 息 详 细

按照不同免疫次数进行分类整理，发现免疫 1 次

的 669 份血清的检测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

的抗体合格率最低，为 67.06%，免疫 2~3 次的为

现，狂犬病抗体合格率为 72.39%，基本达到了免

75.19%，免疫 4~6 次的最高，为 81.54%，7 次以

疫保护标准，其中 6 月龄以下犬的抗体合格率为

上的下降为 72.00%。卡方检验发现，不同免疫次

66.67%，6~12 月龄的抗体合格率为 69.23%，1~2

数的犬狂犬病抗体合格率差异显著（P=0.019，＜

岁的为 68.61%，2~5 岁的达到 83.59%，5 岁以上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表 3）。

的降为 72.37%。总体来说，5 岁以前，犬抗体合

2.2.5

格率随年龄增长同比上升，5 岁以后开始下降。

效果，剔除 6 份免疫国产疫苗的犬血清（基数太小），

2.2.1

不同年龄段

疫苗种类及厂家

为评价不同疫苗的免疫

对 669 份血清样品的抗体检测

再根据疫苗的种类和厂家，整理了 663 份血清抗

结果，按照不同性别分类，发现公犬的抗体合格率

体检测结果，发现免疫国产疫苗的抗体合格率为

为 74.67%，母犬合格率为 71.43%，将两者进行卡

74.47%，免疫进口疫苗的为 73.05%，两者相差不

方检验，发现不同性别犬的狂犬病合格率差异不显

大，差异不明显（P=0.700，＞ 0.05）；同时免疫

著（P=0.350，＞ 0.05），无统计学意义（表 3）。

进口法国 B 疫苗的抗体合格率最高，为 88.64%，

2.2.3

考虑到狂犬病疫苗免疫后抗

免疫法国 A 疫苗、美国 A 疫苗及国产 A 疫苗的抗

体产生增减规律，对 669 份血清抗体检测结果，按

体合格率均在 70% 以上，而免疫荷兰 A 疫苗的抗

免疫后采样时间进行分类，结果发现，1 个月内的

体合格率最低，为 63.57%。卡方检验发现，不同疫

抗体合格率为 69.43%，2~6 个月的为 77.59%，半

苗厂家的犬狂犬病抗体合格率差异显著（P=0.018，＜

年以上的降为 65.44%。卡方检验发现，不同免疫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表 3）。

后时间的犬狂犬病抗体合格率差异显著（P=0.022，＜

3

2.2.2

不同性别

免疫后时间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表 3）。

讨论
据 WHO 研究表明，实施对狂犬病易感动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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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合格数 / 份 总数 / 份 合格率 /%

影响因素
性别

免疫后时
间/月

免疫次数

疫苗种类

疫苗厂家

从 6 个区的监测情况看，芙蓉区、雨花区和

不同因素对免疫抗体合格率的影响
χ2

P

开福区免疫效果最好，而天心区、岳麓区和高新区
免疫抗体合格率偏低，存在一定的感染风险，也说

公

280

375

74.67

母

210

294

71.43

≤1

109

157

69.43

2~6

277

357

77.59

7~12

104

155

67.10

1

169

252

67.06

2~3

197

262

75.19

4~6

106

130

81.54

＞7

18

25

72.00

国产

35

47

74.47

进口

450

616

73.05

法国 A

251

336

74.70

法国 B

39

44

88.64

荷兰 A

82

129

63.57

国产 A

35

47

74.47

病抗体合格率低于 70%，这可能是因为 6 个月以

美国 A

78

107

72.90

内的犬只有母源抗体保护，同时免疫 1 次可能存

0.88 0.350

明这些地区在疫苗免疫过程中，可能存在疫苗质量
较低、免疫程序不当、免疫操作及样品采集不规范

7.59 0.022

等问题。
本次监测的范围局限于长沙市城区，其结果
只能反映城区内宠物犬的狂犬病抗体水平，而对于

10.00 0.019

长沙市周边农村城镇犬只的免疫情况及免疫效果目
前仍是空白，下一步需扩大监测范围，加大对农村

0.15 0.700

散养犬只的监测力度。
从不同年龄和免疫次数的抗体检测结果看，
两者是相吻合的，犬的狂犬病抗体合格率随犬只

11.86 0.018

年龄和免疫次数增长而提高。1 岁左右的犬只狂犬

在免疫失败或者产生抗体滴度不高的现象；2~5 岁
免疫接种是有效预防狂犬病的基本策略，当易感动

抗体合格率达到最高，同时免疫 2 次以上的狂犬

物免疫覆盖率达到 70% 以上时，即可有效抑制狂

病 抗 体 合 格 率 明 显 增 高， 免 疫 4~6 次 后 达 到 最

犬病的传播 [3]。而确保免疫覆盖率的先决条件是免

高（81.54%），说明免疫次数越多，合格率越高。

疫的有效性，即动物免疫狂犬病疫苗后，只有当狂

而免疫 7 次以上免疫抗体合格率反而降低，这可

犬病的抗体滴度≥ 0.5 IU/mL 时，才能保证动物有

能是因为犬只年龄偏大后免疫机能下降导致的。

抵抗狂犬病病毒侵袭的能力。虽然依据抗体滴度的

从免疫后不同采样时间的检测结果看，免疫后 1

高低来评价一种疫苗免疫是否成功不是很全面，因

个月内，犬只抗体合格率最低。这是因为机体只

为在抗狂犬病病毒感染方面，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

有在 21 d 后，才会渐产生较高的抗体 [5]，或者部

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4]，但抗体水平高低在一定

分犬可能存在免疫失败 [6]，而免疫 2~6 个月后的

程度上反映了免疫效果。

抗体合格率最高，免疫 7 个月之后逐渐降低，这

为了解长沙市城区宠物犬狂犬病免疫效果，

符合免疫抗体的消减规律。因此，建议首免 1 个

2015 年至 2018 年 4 年间，每年在城区设定监测点

月后，进行加强免疫，以后每年再次加强免疫。

进行狂犬病抗体水平监测，共检测动物血清样品

本研究发现，国产疫苗和进口疫苗的免疫效果相

2 137 份。虽然 2015 年和 2016 年的免疫效果不是

差不大。虽然本研究中的免疫国产疫苗的样本量

很好，抗体合格率没有达到 70% 的标准，但 2017

太少，会对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但相关文献 [7-8]

年后抗体合格率维持在 70% 以上，并呈上升趋势，

也报道，国产疫苗并不比进口疫苗的免疫效果差。

说明长沙市城区宠物犬免疫管理措施逐渐完善，犬

不同厂家疫苗的免疫效果略有差异，大部分厂家

只的免疫覆盖率和有效率大大提高，已基本形成了

的疫苗抗体合格率均能达到 70% 以上，也有部分

抵御狂犬病病毒侵袭的有效屏障。

国外厂家疫苗效果偏低，所以市民可以根据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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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veterinary science，2002，72（Suppl 1）：25.

情况，选择合适的疫苗。
4

[3]

结论
本研究发现：长沙市城区近几年宠物犬只狂

犬病免疫抗体合格率逐年上升，免疫效果较好；城

Paris：OIE，2014.
[4]

16（3）：63.
[5]

犬处于较高的免疫保护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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