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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瘟病毒抗体纳米荧光检测
试纸条的临床应用
刘百红，吴昊星，刘雪微，周景云，马永缨，杨欣艳，李宝春，陈西钊
（北京世纪元亨动物防疫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摘

100089）

要：为探究猪瘟病毒抗体纳米荧光检测试纸条的临床应用效果，对 181 份未免疫猪瘟疫苗、71 份已免疫猪

瘟疫苗的临床猪血清，采用本研究试纸条和北京世纪元亨公司的 ELISA 试剂盒分别进行抗体检测，对 4 头存
在母源抗体的不同免疫时间仔猪血清、不同阶段的猪血清，采用本研究试纸条进行抗体检测，并对检测结果进
行分析统计。结果显示，本研究试纸条与北京世纪元亨公司的 ELISA 试剂盒的阴性符合率为 100%，阳性符合
率为 95.77%，经 Kappa 检验两者一致性良好；初生仔猪首免后，猪瘟抗体滴度有所下降，30 d 后加强免疫，
抗体滴度逐渐升高，试纸条检测结果与猪瘟抗体衰减变化过程呈正相关；不同阶段猪群的猪瘟抗体阳性率均为
100%，抗体平均值较高，离散度较整齐，与规模化养猪场合理免疫程序相吻合。综合表明，本试纸条的临床应
用效果较好，可用于实时监控猪群的猪瘟抗体变化，适用于基层规模化猪场的猪瘟抗体快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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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evaluate clinical effects of nanoﬂuorescence strip for detecting antibodies against classical swine
fever virus（CSFV），the clinical serum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181 pigs without vaccination against CSF and 71
pigs with vaccination to detect corresponding antibody by the researched nanoﬂuorescence strips and ELISA kits made
by Beijing Anheal Laboratories Co.，Ltd，respectively，serum samples from four piglets with maternal antibody at
different vaccination time and at different stages were detected by the strip，then the results were analyzed as follows：
the negative coincidence rate of the two methods was 100%，their positive coincidence rate was 95.77%，and their
consistency was good by Kappa identity test；the antibody titer of CSF in newborn piglets decreased after their ﬁrst
vaccination，and gradually increased after 30 days when booster vaccination was implemented，and the results by
strip detection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attenuation process of antibodies against CSFV；the positive rate of
antibody in pig herds at different stages was 100%，the average value of antibody titer was high，and the dispersion
was neat，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reasonable immunization procedure in large-scale swine farms. Therefore，the
changes of antibodies against CSFV in pig herds could be monitored in real time by this nanoﬂuorescence strip due to its
good clinical effects，and it was suitable for rapid detection of CSFV antibody in large-scale farms at the grass-ro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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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 瘟（classical swine fever，CSF） 是 一 种 由

免 疫， 分 别 于 免 疫 后 0、14、30、44、60 和 75 d

古典猪瘟病毒（classical swine fever virus，CSFV）

采集血清。在某猪场采集 8 头生产公猪、6 头生产

引起的高度接触性猪传染病，对全球养猪业造成巨

母 猪、8 头 2 周 龄 仔 猪、13 头 5 周 龄、8 头 15 周

[1-2]

。《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

龄仔猪的血清。此猪场的猪瘟免疫程序为 5 周龄首

（2012—2020 年）》将其列为 5 种优先防治的动

免，9 周龄加强免疫，27 周第 3 次免疫，以上血清

物疫病之一。与 CSF 有关的报道早在 19 世纪就已

经 ELISA 检验均为抗体阳性。

大经济损失

[3]

出现 ，1903 年其病原体得到证实。

1.3

荧光免疫层析技术是 20 世纪发展起来的结合

1.3.1

检测
纳米荧光检测试纸条

开启检测仪，预热

免疫技术和色谱层析的一种分析方法，以快捷简便、

5 min；将检测试剂盒和样品置于室温下，待恢复

价格低廉、灵敏度高等优势而被广泛运用于病原体

到室温后使用；试剂盒开封后，取出数据卡插入到

检测、食品安全测量、环境监测等

[4-7]

。该技术结

检测仪中，仪器将自动读取数据信息；数据信息读

合了传统胶体金试纸条的现场快速检测优点和荧光

取完毕后，拔出数据卡并妥善保存；在检测仪主界

检测技术的高灵敏度特点，因而得到广泛应用。目

面，选择检测类型；撕开铝箔袋封口，从铝箔袋中

前基层猪场的实验室条件简陋，但对检测结果和检

取出检测卡；使用合适量程的移液器，吸取 40 μL

测时间的要求很高，因此缺少必要的检测仪器和方

待测样本，加入试剂卡样品孔内，再垂直滴加 1 滴

法。本研究建立的 CSFV 抗体纳米荧光检测试纸条，

样本稀释液；1 min 内如不上行，可补加少量样本

采用荧光免疫层析技术，可以灵敏快速地进行样本

稀释液；室温反应 15 min 后，将检测卡插入检测槽，

检测，且不需要复杂的设备。本研究进行了 CSFV

按“测试”键，检测仪将自动对检测卡进行扫描，

抗体纳米荧光检测试纸条的临床应用，旨在指导基

读取 T/C 值。

层猪场实际生产中的 CSF 检测。

1.3.2

1

恢复至室温（25 ℃左右），试剂应轻轻旋转或振

1.1

材料和方法

间接 ELISA 试剂盒

使用前，所有试剂应

材料

荡混匀。取出反应板，在记录表上记录阳性对照、

CSFV 抗体纳米荧光试纸条，本公司实验室

阴性对照和样品的位置；在相应孔中分别加入阳性

自制。AFS-1000 荧光分析仪，购自于广州蓝勃公

对照（2 孔）、阴性对照（2 孔）原液，100 μL/ 孔；

司；XL-2120 超声波清洗仪，购自于北京协力共创

在待检样品孔中，先加入 90 μL 样品稀释液，再加

公司；高速台式冷冻离心机，购自于赛默飞世尔科

入 10 μL 待检样品；充分混匀后，贴上封板膜，置

技有限公司；划膜仪，购自于 biodot 公司；斩切机，

37 ℃温箱孵育 60 min；小心揭掉封板膜，弃去各

购自于上海金标公司。对照试剂盒，为北京世纪元

孔中液体，拍净；每孔加 350 μL 洗涤液，静置约

亨公司生产的 CSFV 抗体间接 ELISA 试剂盒（以

30 s，重复洗涤 5 次，最后在吸水纸上拍净；每孔

下简称 ELISA）。

加入酶结合物液 100 μL，贴上封板膜，置 37 ℃温

1.2

箱孵育 30 min；每孔加 350 μL 洗涤液，静置约

样本背景
181 份 未 免 疫 CSF 疫 苗 的 临 床 猪 血 清， 经

30 s， 重复洗涤 5 次，最后在吸水纸上拍净；每

ELISA 确认为 CSFV 抗体阴性；71 份经 ELISA 确

孔加入底物液 A 50 μL，再加入底物液 B 50 μL，

认为 CSFV 抗体阳性的临床猪血清。选取 4 头 21

轻轻振荡混匀，置 37 ℃温箱避光显色 10 min；每

日龄经 ELISA 检测均存在母源性抗体的仔猪，抗

孔加入终止液 50 μL，轻轻振荡混匀，置酶标仪

体 S/P 值为 0.3~0.5，在 30 日龄首免，60 日龄加强

450 nm 波长处测定各孔 OD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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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分析

1.4.1

2.2

样本符合率

统计检测血清的阴阳性结果，

抗体消长规律试验
4 头仔猪不同免疫时间血清的检测结果可以看

计算阴性符合率和阳性符合率，并通过 Kappa 检验

出，仔猪均存在母源抗体。首免后，CSFV 抗体急

比较实测结果和 ELISA 试剂盒检测结果的一致性。

剧下降，说明弱毒活疫苗与母源抗体发生了中和反

Kappa 值即内部一致性系数，是评价判断一致性程
度的重要指标，取值为 0~1。Kappa 值≥ 0.75，两
者一致性良好；0.4 ≤ Kappa 值＜ 0.75，两者一致
性一般；Kappa 值＜ 0.4，两者一致性较差。
1.4.2

消长规律试验

应；首免后 30 d，猪只抗体开始部分转阳，此时进
行加免，二免后 30 d（免后 60 d），4 头仔猪均产
生了较高滴度的 CSFV 抗体（图 2）。

检测 4 头仔猪不同免疫时

间的血清，分析抗体变化规律。
1.4.3

猪场样品检测

按照说明书要求，对猪场

中采集的不同阶段猪血清进行检测，记录检测结果，
然后计算猪群 CSFV 抗体的平均值、阳性率、离散
度等指标。
2

结果

2.1

样本符合率
对 252 份未免疫和已免疫猪瘟疫苗的临床血

清 检 验 结 果 进 行 分 析， 可 以 看 出 阴 性 符 合 率 为

图2

2.3

100%，阳性符合率为 95.77%（表 1）。经一致性检验，
Kappa 系数为 0.97，说明两种试剂盒结果一致性良
好（图 1）。
表1
性能指标

4 头仔猪的 CSFV 抗体消长变化

猪场样品检测
对生产公猪、生产母猪以及 2 周龄、5 周龄、

15 周龄仔猪分别进行抗体检测分析，可知生产公
猪和生产母猪抗体阳性率均为 100%，抗体平均值

试纸条和 ELISA 试剂盒检测结果符合情况
ELISA 试剂盒

试纸条

符合率 /%

阴性 / 份

阳性 / 份

阴性 / 份

阳性 / 份

特异性

181

0

181

0

100

灵敏度

71

0

3

68

95.77

（0.3~1.5）较高，离散度（＜ 40%）整齐；各周
龄仔猪的抗体阳性率均为 100%，抗体平均值（＞
0.15）较高，离散度（＜ 40%）较整齐。具体结果
见表 2 和图 3。
表2

猪场样品 CSFV 抗体检测数据分析结果
样 品
数/份

阳 性
数/份

生产公猪

8

8

0.45

100

28.06

生产母猪

6

6

0.52

100

33.63

2 周龄

8

8

0.42

100

18.59

5 周龄

13

13

0.31

100

35.47

15 周龄

8

8

0.42

100

38.42

组别

仔
猪

3

抗体平均 抗体阳性 离 散
值（T/C） 率 /%
率 /%

讨论
CSF 是一种比较古老的疫病，被我国列为一类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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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性血清分布

[8]

传染病 。猪场发生 CSF 疫情后，会在很短时间

高剂量组的抗体水平曲线下降比较平缓，保持较高
抗体水平的时间较长，说明试验用疫苗均能在短期
内刺激机体产生抗体，可有效保护仔猪免受 CSFV
感染。
对 252 份 猪 临 床 血 清 进 行 检 测， 可 以 看 出
本 试 纸 条 的 阳 性 符 合 率 为 95.77%， 阴 性 符 合 率
为 100%，Kappa 系 数 为 0.97， 说 明 实 测 结 果 与
ELISA 试剂盒检测结果一致性良好。对不同免疫
时间的仔猪血清进行检测，可以看出存在母源抗体
的仔猪，按免疫程序进行免疫后，其抗体滴度变化
图3

CSFV 抗体离散度分析结果

与理论上的抗体衰减变化呈正相关；不同阶段猪群

内蔓延至全场，而急性感染的猪只通常会在 1 周内

的抗体检测结果与规模化养猪场合理免疫程序产生

死亡，给养殖业带来巨大经济损失。1954 年我国

的理论结果相吻合。

成功研制了 CSFV 兔化弱毒苗（C 株）。此疫苗株

影响猪场免疫效果的因素较多，如猪群的健康

接种大耳白兔后发展成稳定的毒株，对 CSF 控制

状况、疫苗的种类和品质、接种的时间与剂量等。

和我国养殖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9-10]

。目前已

经定位的 CSFV 蛋白有 5 种，即 Npro、c、Erns（E0）、
E1 和 E2。在结构蛋白中，最具有免疫防治研究

不同的免疫因素会导致抗体维持时间和母源性抗体
的消长规律不同，所以想维持猪群不受 CSFV 侵害，
需要定期检测猪群抗体水平，制定合理的免疫程序。

价值的是 E0 和 E2。其中，E2 蛋白是 CSFV 的主

因此，在临床实践中，需要快捷方便的现场实时抗

要抗原蛋白，可诱导猪机体产生中和抗体，因此

体检测方法，以便及时检测抗体变化，确定合理有

疫苗的免疫效果，主要通过检测 E2 蛋白产生的中

效的免疫程序，使猪只免受 CSFV 感染威胁。

和抗体量进行评价。目前市面上基于 E2 蛋白检测

4

结论

CSFV 中和抗体的方法有酶免法、胶体金法、荧光

研究显示，本研究试纸条检测结果与 ELISA

法等。本研究采用的是荧光法。CSFV 抗体纳米荧

试剂盒检测结果一致，与仔猪血清抗体消长规律相

光检测试纸条基于双抗原夹心法原理，结合高灵敏

符，与规模化养猪场合理免疫程序的抗体状态相吻

的纳米荧光检测系统，能更高效率地检出低浓度物

合，表明本研究试纸条的临床应用效果较好，可用

质的含量，相比胶体金方法，其检测数据被量化，

于实时监控猪群的 CSFV 抗体变化，适用于基层规

因而避免了肉眼观察的差异性；相对于胶体金方

模化猪场 CSFV 抗体的现场快速检测。

法，其检测的线性范围更宽，对阴性和阳性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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