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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猪瘟病毒荧光 PCR 检测假阳性的
原因与预防措施
陈昌海，开

妍，邱

冬，徐小艳，王相子，董永毅

（江苏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江苏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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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非 洲 猪 瘟 病 毒（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ASFV） 荧 光 PCR 检 测 是 防 控 非 洲 猪 瘟（African swine

fever，ASF）的关键环节。江苏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对两家具备 ASF 检测资质的实验室，进行了阳性样品
复核，发现检测结果存在假阳性。为避免实验室检测中出现检测失误，本文分析了导致 ASFV 检测假阳性结果
的原因：实验室检测功能区域设置以及人员、物品流向不合理；检测人员操作不规范、不熟练，未在独立的生
物安全柜中进行样品提取与试剂配制；实验室通风不良、清洁消毒不彻底，样品或提取模板间产生交叉污染，
PCR 试剂、产物、阳性质粒发生污染。为此，从实验室结构、环境、操作等方面提出控制建议：严格实验室功
能分区与管理，规范各种试验操作与流程，加强实验室通风和消毒，控制试验中产生 PCR 污染的相关因素；同
时省级实验室要加强对基层实验室的培训、指导和监督，使其在 ASF 防控中发挥应有的关键作用。本文为从事
ASF 等重大动物疫病 PCR 检测的实验室，在提高检测结果准确性和可靠性方面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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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ﬂuorescent PCR is a key method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frican swine fever（ASF）. Positive
samples from two laboratories with ASF testing qualiﬁcation were rechecked by Jiangsu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enter，and false-positive result was found. In order to avoid any errors in laboratory testing，the causes
leading to such result were analyzed as follows：unreasonable distribution of function areas for laboratory testing
and unreasonable movement of personnel and materials；sample extraction and reagent preparation were not carried
out in independent biosafety cabinets by inspectors who were unskilled with irregular operation；the two laboratories
were with poor ventilation and halfway cleaning and disinfection，resulting in cross contamination among samples or
extraction templates，and PCR reagents，products and positive plasmids were contaminated. In view of the above，
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structure，environment and operation of laboratories，
such as，the function areas should be strictly divided and managed，all test operations and procedures shoul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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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ized，laboratories should be intensively ventilated and disinfected，relevant factors for PCR pollution occurred
during the test should be controlled，and laboratories at grassroots level should be trained，guided and supervised by
provincial laboratories，so that these grassroots labs could play the due roles i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SF. Some
references were hereby provided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of test results by laboratories for ASF and other
major animal diseases.
Key words：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fluorescent PCR assay；false positive；reason analysis；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非洲猪瘟（African swine fever，ASF）是由非

实验室都经过兽医主管部门组织的 ASFV 检测技

洲猪瘟病毒（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ASFV）引

术培训，并且通过了 ASFV 检测比对试验，获得

起猪的一种急性、热性、高度传染性疾病。该病病

了检测资质，但在实际检测中，仍不能完全保证检

程短，死亡率高，对养猪业危害甚大，为世界动物

测结果的可靠性。

卫生组织（OIE）规定须通报动物疫病，也是我国
[1-2]

本文结合走访调查及实验室工作经验，就导

。2018 年我国在辽宁

致 ASFV 检测假阳性结果的原因进行了系统分析

省首次报告发现 ASF 疫情 ，随后其扩散蔓延到

并提出了相应的预防措施，以期为更多从事 ASF

全国其他地区，给我国养猪业带来了极大经济损失。

等重大动物疫病检测工作的实验室及技术人员提

由于 ASF 的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很难与猪瘟等其

供参考。

他疫病区分，并且目前没有有效疫苗可用，因此快

1

速准确的实验室诊断具有重要意义。经典的血吸附

1.1

重点防控的一类动物疫病

[3]

主要原因
检测功能区域设置不合理

试验、病毒分离鉴定等检测诊断方法，对生物安全

检测实验室没有严格按照 PCR 实验室设计要

设施条件要求较高，在试验特异性以及检测时间等

求，设置相对隔离的 4 个工作区域。有的实验室尽

方面也有所限制。相比之下，荧光 PCR 具有较高

管分成了 4 个工作区间，但存在套间现象，比如

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可同时快速检测高通量样品，

4 个工作区间的门通向同一个准备室，并不真正独

[2]

被广泛应用于 ASF 诊断和检测 。
目前，我国将荧光 PCR 作为 ASFV 实验室检

立，没有形成有效隔离，并且普遍存在 PCR 检测
区域与外部公共空间没有设置缓冲间的问题，导致

测的主要方法，并且由农业农村部以及各省级兽医

PCR 实验室与公共走廊没有形成有效隔离。

主管部门通过比对试验等考核方式，授权具备相应

1.2

人员流向、物品流向不合理
[5]

资质的兽医实验室开展 ASFV 实验室检测工作。

根据 PCR 实验室建设要求 ，核酸提取区与核

江苏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疫控中心）

酸扩增区之间不应设置传递窗，以阻止扩增室中经

作为农业农村部首批授权检测 ASFV 的兽医实验

过扩增的高浓度核酸片段以气溶胶等形式，经过传

室，按照农业农村部统一要求，开展 ASF 确诊工

递窗回流到核酸提取区，造成污染。另外，有些检

[4]

作 ，并且组织省、市、县及第三方检测机构开展

测人员没有严格按照“样品准备区→核酸提取区→

了 ASF 实验室检测比对，以及授权通过比对的实

核酸扩增区”的顺序定向移动，往往穿着同一套工

验室开展有关 ASF 检测工作。

作服从核酸扩增区又回到核酸提取区，造成人为核

江苏省疫控中心对两家具备 ASF 检测资质的

酸污染。

兽医实验室的 28 份荧光 PCR 核酸阳性样品进行了

1.3

复核，发现全为阴性。由此可见，尽管这两家兽医

中进行

样品提取与试剂配制未在独立的生物安全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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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PCR 试验要求，试剂配制区应设有独立
的实验室，如果不具备条件，也应该在样品提取区

2
2.1

预防措施
实验室严格分区
从事分子生物学检测与普通的血凝 / 血凝抑制

设置独立的生物安全柜，在生物安全柜中配制扩增
反应体系。但有些检测人员往往忽视这一要求，在

（HA/HI）试验、酶联免疫吸附（ELISA）试验不同，

核酸扩增区配制扩增反应体系，配制结束后，PCR

微量的核酸污染即可严重影响试验结果的准确性。

管盖不牢或者使用劣质的 PCR 管，导致扩增产物

在设计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时，必须按照分子生物学

形成高浓度核酸气溶胶，造成扩增反应体系污染。

试验的具体要求，将实验室严格分隔成试剂配制区、

1.4

核酸提取区、核酸扩增区、PCR 产物分析区等完

检测人员操作不规范、不熟练
不管是样品核酸提取环节，还是扩增体系配

全独立的功能室

[6-8]

，做到对互不相容活动的相邻

制环节，如果试验操作不规范，比如移液器操作不

试验区域形成真正有效的隔离（图 1），防止交叉

当，容易使移液器与不同试剂和样品之间发生交叉

污染的发生。

污染，而造成检测结果错误。
1.5

试验结束后清洁消毒不彻底
每次试验结束后，未对试验台、仪器设备等

进行有效清洁与消毒，导致这些仪器设备表面残留
的核酸片段，给下次试验造成潜在污染隐患。
1.6

实验室通风设备运转不良
有的实验室尽管设置了通风设备，但由于各

种原因不能正常运转，造成实验室空气长期不流通，

图1

（箭头方向表示空气流向）

室内空气中累积大量含核酸片段的气溶胶，从而造
成试验污染。
1.7

2.2

样品或提取模板间交叉污染
样品或模板放置时，由于密封不严而溢于容

器外，造成不同样品或不同模板间产生交叉污染。
PCR 试剂、产物、阳性质粒污染

1.8
1.8.1

试剂

PCR 扩增体系配制过程中，未更换

移液器枪头、试剂盖未倒置放置、混合用 EP 管未
进行去酶处理、使用普通水稀释引物等均会造成试
剂被样品核酸污染。
1.8.2

产物

PCR 扩 增 产 物 拷 贝 量 大， 扩 增 后

的 PCR 管开盖等动作容易产生气溶胶，极微量的
PCR 产物，就可能造成试验污染。
1.8.3

阳性质粒

ASFV 荧光 PCR 检测试剂盒多

使用克隆质粒作为阳性对照，而质粒在单位容积内
浓度很高，如有操作不当，极易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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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分区示意图

规范系统设置
（1）有条件的实验室应尽可能将核酸提取区、

核酸扩增区改造成可控气流和各区域内外压差的负
压实验室，使气流形成由试剂配制区→核酸提取区
→核酸扩增区→产物分析区的定向流动，避免扩增
室里的核酸气溶胶回流到样品提取区，这样可以有
效保护实验室环境。一级、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对
于缓冲间没有特殊要求，但规定需要时，可以做负
压设计。
（2）试验人员进入各个操作区域后，要严格
单向移动，即试剂配制区→样品提取区→核酸扩增
区→产物分析区，不得逆行。
（3）各个实验区域里的仪器设备应有明显标
识，避免不同工作区域内仪器设备和物品的混用。

监测 PCR 污染

2.3

的消毒工作。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在检测过程中，可设置试验对照，如阳性对照、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FAO）和美国动物健

阴性对照（包括阴性样本对照和试剂空白对照）。

康协会推荐，结合实验室实际使用经验，推荐用

为保证试验的准确性，可将阴、阳性对照设置两个

于 ASF 试验活动的消毒剂包括 0.8% 氢氧化钠、含

重复，选择不同序列引物进行 PCR 扩增和重复试

2.3% 有效氯的次氯酸盐、3% 邻苯基苯酚、3% 碘

验等。

化合物，均为作用处理 30 min。配制好的消毒剂，

2.4

添加必要的仪器设备

应保存在带盖的塑料容器中，并在使用后确保盖子

实验室应配备满足检测需求（包括抽样、物
[6]

品制备、数据处理与分析）的设备和设施 ，高通
量的检测设备尽量做到一用一备。
2.5
2.5.1

做好试验前准备
试剂分装

对 PCR 扩 增 体 系 所 需 要 的

试 剂， 提 前 分 装 成 小 包 装 存 放， 分 装 时 选 择 无

拧紧。每次试验前后用消毒液擦拭工作台面以及可
能接触到核酸的冰箱、门、窗等把手处，用 75%
乙醇擦拭仪器设备，再用紫外线照射整个实验区域
不少于 30 min。试验结束后产生的废弃枪头、EP
管等废弃物应置于消毒液中浸泡 12 h 以上，废弃
物装入专门的生物安全袋中，经高压灭菌等方式进

核 酸 酶、 无 污 染 的 耗 材， 以 及 用 DEPC（diethyl

行无害化处理，避免污染环境。

pyrocarbonate，焦碳酸二乙酯）处理过并经高温高

2.7

正确规范操作

压灭菌的纯水；尽量选择在无扩增产物区的生物安

（1）从事 PCR 试验的检测人员，必须经培

全柜内配制和分装，分装好后应标明分装时间，以

训合格后上岗，切实掌握 PCR 检测操作原理、方

便发生污染时查找原因。
2.5.2

耗材选择

法和步骤，严格按照实验室建立的检测操作规程和

有条件的实验室建议使用带滤

作业指导书进行各项实验活动。在 ASFV 检测的

芯的加长枪头，防止因移液器污染而带来的风险。

样品制备阶段，样品须 60 ℃水浴灭活处理不少于

2.6

30 min，防止活病毒在实验室中造成污染和扩散。

2.6.1

加强实验室通风、消毒
通风

不具备负压条件的实验室，要设置

所有 ASFV 检测样品在灭活之前以及所有操作步

纱门、纱窗，定期通风换气。ASFV 是有囊膜的双

骤必须在生物安全柜或者负压实验室进行处理，处

股 DNA 病毒，其基因组特征决定了该病毒对环境

理完毕之后，对操作台面和房间进行彻底消毒。

抵抗力较强，相对于 RNA 病毒更不易被降解，所

（2）人员进入不同区域，须穿戴各区域专用

以开展 ASFV 检测的实验室尤其要注意通风换气，

的工作服、手套、口罩、帽子，切忌从 PCR 扩增

减少可能存在的病毒核酸气溶胶污染。

室里穿着工作服，戴着手套和帽字回流到样品准备

2.6.2

室。发现手套有污染时，应立即更换手套，完成试

消毒

通过消毒消除可能存在于实验台、

仪器设备、物品等表面的残留核酸。ASFV 对环境
抵抗力较强，在冻肉中可以长期存活，在肉干和

验离开工作场所时，要脱掉手套、更换工作服。
（3）取样、加液（样本、反应体系成分等）时，

脂肪中可存活将近 1 年，在血、腌肉和猪下水中

应先通过瞬时离心等方式，使管盖上液体完全沉于

存活超过 3 个月，在粪便中存活超过 1 周。在尸

管底；开管动作要轻，以防管内液体溅出或产生气

体腐败过程中，ASFV 在数周内仍然保持感染力。

溶胶污染环境。

所以，开展 ASFV 检测的实验室要加强检测前后

（4）PCR 反应体系配制好后，应加入核酸模

52

2020 年第 37 卷第 2 期

板，然后盖紧反应管。PCR 扩增完成后，尽量减

展现场巡查，确保所有开展 ASFV 检测实验室检

少打开密封反应体系的次数，如必须打开，应在独

测结果的准确可靠。

立专用区域内。

3

结语

（5）禁止把 PCR 产物带到配制 PCR 体系的

目 前， 用 于 ASF 检 测 的 主 要 方 法 是 荧 光

区域内，同时禁止在配制 PCR 反应体系的区域内，

PCR，与其他检测方法比较，该方法灵敏性高、特

操作含核酸或质粒的溶液。

异性强，便于快速检测，被广泛应用于 ASF 诊断

2.8

和监测工作中。由于市、县以及部分第三方兽医实

严格实验室管理
（1）加强兽医实验室体系建设，制订科学、

合理的 PCR 检测实验相关制度文件、程序文件、
作业指导书以及试验记录表单等，相关内容一定要
具备科学性、指导性，并且可操作性强，以便实验
室人员随时查阅及操作。
（2）加强实验室人员培训，真正做到对其试
验行为的监督和监控，按照实验室质量体系要求，
从“人、机、料、法、环、测”几个方面，实现对
新进人员初始能力的“监督”和在岗人员工作能力

验室过去较少使用荧光 PCR 等分子生物学方法开
展大规模病原学检测，还须进一步加强培训和实际
操作，使其进一步熟练掌握该检测方法，让该方法
在 ASF 防控工作中发挥应有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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