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 行 病 学

2020 年第 37 卷第 5 期

2019 年我国部分地区屠宰生猪
旋毛虫和弓形虫检测
王

琳 1，赵
刘

格 1，赵建梅 1，高玉斌 1，颜世敢 2，李月华 1，

娜 1，张青青 1，黄秀梅 1，刘俊辉 1，王君玮 1
266032 ；

（1.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山东青岛
2. 齐鲁工业大学生物工程学院，山东济南
摘

250353）

要：为了解我国部分地区屠宰生猪旋毛虫和弓形虫感染情况，2019 年在广东（5 个）、山东（4 个）、云南（6 个）

等省份的 15 个大型、中小型生猪屠宰场，采集猪膈肌样品 315 份，用 PCR 方法进行旋毛虫和弓形虫病原学检
测 ；在以上 3 省 15 个大型、中小型生猪屠宰场（每省 5 个），采集血清样品 254 份，用 ELISA 方法进行旋毛虫
和弓形虫血清学检测。结果显示 ：经 PCR 检测，采样地区所有膈肌样品均为旋毛虫阴性，仅在云南省 120 份膈
肌样品中检出 1 份弓形虫阳性 ；经 ELISA 检测，采样地区血清样品的旋毛虫和弓形虫抗体阳性率分别为 1.97%
和 2.36%，不同省份的阳性率分布不一致，中小型屠宰场阳性率均高于大型屠宰场。结果表明，广东、山东、
云南等省份屠宰生猪的旋毛虫和弓形虫携带率极低，基本可以保证猪肉的产品安全 ；部分地区屠宰生猪存在一
定的弓形虫感染抗体，尤其是中小型屠宰场，表明此类猪群需要加强饲养环节的弓形虫感染控制。本研究为保
障猪肉食品安全及饲养环节的猪旋毛虫和弓形虫感染控制提供了依据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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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ake clear the prevalence of Trichinella spiralis（T. spiralis）and Toxoplasma gondii
（T. gondii）in pigs for slaughtering in some regions of China，in 2019，315 diaphragmatic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15 large or small and medium slaughterhouses in Yunan（5 farms），Shandong（4 farms）and Guangdong（5
farms）provinces for etiological detection by PCR ；and 254 serum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slaughterhouses
in the above three provinces（5 slaughterhouses per province）for serological test by ELIS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or PCR detection，all the diaphragmatic samples were negative for T. spiralis，and only one out of 120 samples from
Yunnan was positive for T. gondii ；for ELISA detection，the positive rates of antibodies against T. spiralis
and T. gondii were 1.97% and 2.36%，respectively，with different distribution in different provinces，that was，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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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rate of small and medium slaughterhouse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large ones. In short，the carrying rate of T.
spiralis and T. gondii in the pigs for slaughtering in the above provinces was extremely low，which could ensure the
safety of pork products ；infection of T. gondii were presented in some regions in certain degree，especially in small and
medium slaughterhouses，indicating that T. gondii should be controlled in the feeding process of such pig population.
Some basis and guidance were hereby provided to safeguard the safety of pig products and to control infection of T.
spiralis and T. gondii in feeding process.
Key words ：T. spiralis ；T. gondii ；pig ；slaughtering process

旋毛虫病是由人和动物食入生的或未完全加

1.1.2

猪血清

从广东、山东、云南 3 省 15 个大

工熟制的寄生有旋毛虫（Trichinella spiralis）的肉

型（日屠宰量＞ 1 000 头）、中小型（日屠宰量＜

类而引起的一种人兽共患病。饮食习惯是造成人感

1 000 头）屠宰场（每省份 5 个），随机采取外观

染旋毛虫的主要风险因素

[1-3]

。1964—2009 年我国

有记录的旋毛虫病暴发流行已达 850 余起，其中猪
[4]

肉是人旋毛虫病的主要风险来源 。因此，旋毛虫

健康猪血清 254 份，每份血清样品 3 mL，-20 ℃
存储备用。
1.2

[5]

主要试剂

一直是我国屠宰检疫中肉类的首检和必检病原 。

PCR 方 法 所 用 的 血 液 / 细 胞 / 组 织 基 因 组

刚地弓形虫（Toxoplasma gondii）也是一种能引发

DNA 提取试剂盒（离心柱型）（货号 DP304），

人兽共患病的食源性寄生虫。据文献 [6-8] 报道，

购 于 天 根 生 化 科 技（ 北 京） 有 限 公 司；Master

我国部分区域猪弓形虫感染率在 5.34%~75.95% 之

Mix，购于美国 Promega 公司；琼脂糖，购于西班

间，地区差异性较大，严重危害公共卫生和养殖业

牙 Biowest 公司；Marker-1000，购于宝生物工程（大

安全。我国是猪肉消费大国，检测屠宰环节猪肉中

连）有限公司。
ELISA 方法所用的猪用旋毛虫抗体检测试剂

的旋毛虫和弓形虫，对猪肉食品安全至关重要。
近年来，以 PCR 为基础的分子生物学检测

盒（货号 212321）和猪用弓形虫抗体检测试剂盒（货

方法和以 ELISA 为例的血清学检测方法，在检测

号 212221），均购于深圳市康百得生物科技有限

猪旋毛虫和弓形虫方面具有稳定的敏感性和特异

公司。

性

[8-12]

。本研究结合本实验室近几年生猪旋毛虫和

1.3

样品制备及组织 DNA 提取

弓形虫检测数据，选取广东、山东、云南 3 省，采

使用无菌剪刀，随机剪取 5 处猪膈肌组织置

集猪膈肌和猪血清样品，利用分子生物学方法和血

于无菌离心管中，加入无菌钢珠和适量 PBS 缓冲

清学方法，对部分屠宰场屠宰环节猪旋毛虫和弓形

液，于全自动样品快速研磨仪（Tissuelyser-48）中

虫的感染情况进行检测，以期为我国生猪屠宰环节

研磨充分，参照天根基因组 DNA 提取试剂盒说明

寄生虫监测管理以及猪肉食品安全提供依据。

书提取 DNA。提取的 DNA 于 -20 ℃保存。

1

1.4

材料与方法

1.1

引物合成
参 照 文 献 [13-14]， 由 生 工 生 物 工 程

样品
从广东、山东、云南 3 省 15 个大

（ 上 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合 成 旋 毛 虫 和 弓 形

型（日屠宰量＞ 1 000 头）和中小型（日屠宰量＜

虫 引 物。 旋 毛 虫 PCR 扩 增 上 游 引 物 为：

1 000 头）猪屠宰场（广东 5 个、山东 4 个、云南 6 个），

5'-GTTCCATGTGAACAGCAGT-3'，

随机采取外观健康猪膈肌 315 份，每份 100 g，-20 ℃

物

存储备用，其中广东 114 份、山东 81 份、云南 120 份。

弓 形 虫 第 1 轮 PCR 扩 增 上 游 引 物 为：5'-

1.1.1

2

猪膈肌

下

游

引

为 5'-CGAAAACATACGACAACTG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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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CGGAAGGATCATTCACG-3'， 下 游 引 物
为 5'-CCGTTACTAAGGGAATCATAGTT-3'；
第 2 轮 PCR 扩 增 上 游 引 物 为：5'-GATTTGCAT
TCAAGAAGCTGATAGTAT-3'， 下 游 引 物 为 5'AGTTAGGAAGCAATCTGAAAGCACATC-3'。
PCR 扩增

1.5

以 ESV 序列为旋毛虫目的基因

[13]

进行 PCR

M. DL 1 000 bp DNA Marker ；1~4. 检测样品 ；
5. 阳性对照 ；6. 阴性对照。

扩 增； 以 333 bp 的 ITS1 序 列 为 弓 形 虫 目 的 基
因

[14]

进行巢式 PCR 扩增。反应体系为：2×PCR

Mixture 10 μL，20 μmol/L 上下游引物各 0.5 μL，
ddH 2O 8 μL，样品 DNA 1 μL。反应条件参照文
献 [13-14]，扩增产物用 1.0% 的琼脂糖凝胶进行电
泳检测。
猪弓形虫和旋毛虫的 ELISA 检测参照试剂盒
说明书进行，试验结果用酶标仪于 450 nm 波长读
取 OD 值。
2

旋毛虫和弓形虫血清抗体阳性率分别为 1.97% 和
2.36%（表 1），提示这些屠宰猪群在饲养环节可
能感染过旋毛虫和弓形虫。不同地区阳性率存在一
定差异：就旋毛虫而言，山东省检测阳性率较高
东省检测阳性率较高（4.21%），而山东省未检出。
这表明猪旋毛虫和弓形虫在不同地区的分布并不
一致。

结果与分析

2.1

表1

不同地区检测情况

2.1.1

PCR 检测

猪膈肌样品弓形虫 PCR 鉴定结果

（4.82%），而云南省未检出；就弓形虫而言，广

ELISA 检测

1.6

图2

省份

对 3 个省份采集的 315 份屠宰

猪血清样品寄生虫 ELISA 抗体检测情况

旋毛虫
弓形虫
采样量 / 份 检测阳性 检测阳性 检测阳性 检测阳性
数/份
率 /%
数/份
率 /%

生猪膈肌样品进行旋毛虫和弓形虫 PCR 检测，结

广东

95

1

1.05

4

4.21

果所有样品均为旋毛虫阴性（图 1），仅在云南省

山东

83

4

4.82

0

0

120 份样品中检出的 1 份弓形虫阳性（图 2），检

云南

76

0

0

2

2.63

出率为 0.83%，表明广东、山东、云南 3 省屠宰生

合计

254

5

1.97

6

2.36

猪猪旋毛虫和弓形虫携带率极低。

2.2

不同规模屠宰场检测情况
对不同规模屠宰场来源的血清样品进行寄生

虫抗体检测，发现中小型屠宰场屠宰生猪的阳性
率均高于大型屠宰场（图 3）。其中：中小型屠宰
场旋毛虫检测阳性率为 2.67%（4/145），大型屠
宰场为 0.92%（1/109）；中小型屠宰场弓形虫检
M. DL 1 000 bp DNA Marker ；1~4. 检测样品 ；
5. 阳性对照 ；6. 阴性对照。

图1

猪膈肌样品旋毛虫 PCR 鉴定结果

测阳性率为 2.76%（4/145），大型屠宰场为 1.83%
（2/109）。这表明中小型屠宰场屠宰猪群在饲养
环节感染寄生虫的风险较高。

2.1.2

ELISA 检测

利用 ELISA 方法，对屠宰生

猪血清样品进行旋毛虫和弓形虫抗体检测，发现

3

讨论
旋毛虫病曾在家猪中广泛传播，现在许多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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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至 2019 年的 1.97%，弓形虫抗体阳性率由 2015
年的 17.21% 降至 2019 年的 2.36%。究其原因，可
能是因为我国生猪养殖不断趋于规模化、规范化和
科学化，与啮齿动物和猫的接触基本杜绝，饲料、
饮水及养殖环境日益优化；且因非洲猪瘟暴发，各
生猪养殖场更是加大了清洗消毒频次和强度，从而
更加净化了养殖环境。本研究检测发现，不同地区
生猪寄生虫感染率不同，这可能与不同地区生猪养
殖场环境、养殖方式和养殖模式有关，也可能与屠
宰场生猪来源有关。本研究从山东、广东、云南 3
图3

不同规模屠宰场生猪寄生虫感染情况对比

省屠宰场采集的样品也可能来自其他省份，结果的

家通过禁止给猪饲喂生泔水和开展肉类检测等措施

真实性存在偏倚。研究还发现，中小型屠宰场屠宰

来控制旋毛虫病。随着生猪饲养管理不断趋于严格

生猪旋毛虫和弓形虫感染率高于大型屠宰场，这可

和规范，饲养条件得到大大改善，生猪的旋毛虫和

能是因为中小型屠宰场的猪只来源较复杂，饲养条

弓形虫感染率已经大大降低。采样时调研发现，各

件和规范化程度参差不齐，而大型屠宰场屠宰猪群

屠宰场均通过压片镜检法对旋毛虫进行检测，检出

大多来自规模化养殖场。

率均为 0，但未对弓形虫进行规模化检测。镜检法

4

本研究采用 PCR 法和 ELISA 法，对我国 3 个

检测成本低，但敏感性和特异性低，对操作人员要
求高，容易出现误诊和漏诊

[15-16]

。由于猪感染寄生

虫前期临床症状不明显，但有寄生虫感染史的猪只
可在血清中产生抗体，因此 ELISA 法受采样方法
影响小，敏感性高，为目前国内外较常用的检测方
法。但该方法不能检测猪肉中是否携带寄生虫，且
受特异性低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假阳性

[12]

。PCR 法

能够直接检测出猪肉中的寄生虫，特异性高，但仅

省份进行了屠宰环节猪肉和血清中旋毛虫和弓形虫
检测，发现采样地区屠宰生猪旋毛虫和弓形虫感
染率较低，基本能够保证猪肉的食品安全；部分省
份，特别是中小型屠宰场屠宰生猪存在一定的感染
抗体，需要进一步加强此类猪群饲养环节的寄生虫
感染控制。本研究对保障猪肉食品安全及寄生虫感
染控制提供了依据。
致谢：

在检测样品中含有病原体时才能检出阳性，其敏感
性受采样方法、样品提取 DNA 质量及效率的影响
较大

[10]

。本研究应用 PCR 和 ELISA 两种方法，对

旋毛虫和弓形虫同时进行病原学和免疫学检测，敏
感性和特异性相对稳定

[8-12]

。两种方法同时检测，

云南省畜牧兽医科学院朱建波研究员、云南
省动物卫生监督所李波研究员和青岛农业大学邹明
教授在本次检测中协助采集部分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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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等成年猪虽有腹泻病例及个别死亡，但症状轻缓。

主要原因。调查提示，加强饲养管理，减少寒冷、

因此综合分析推断，此次暴发中成年猪病例大部分

缺水引起的应激，保持清洁饮水是预防猪群腹泻的

属于应激性腹泻，哺乳仔猪、保育猪及少部分成年

必要措施。

猪则是由以上多种原因综合引起细菌性腹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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