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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虎红平板凝集试验检测
羊布鲁氏菌病效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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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比较常规和改良虎红平板凝集试验（RBPT）的羊布鲁氏菌病检测效果，对 239 份免疫、非免疫场绵

羊和阴性绵羊血清进行检测，并通过竞争 ELISA 试验（cELISA）和试管凝集试验（SAT）进行确诊。结果显示：
常规 RBPT 检测非免疫血清的敏感性为 68.85%，特异性为 93.55%，与 cELISA 的符合率为 77.17% ；检测免疫
羊血清的敏感性为 75.81%，特异性为 73.33%，与 cELISA 的符合率为 75.00%。改良 RBPT 检测非免疫羊血清
的敏感性为 91.80%，特异性为 70.97%，与 cELISA 的符合率为 84.78% ；检测免疫羊血清的敏感性为 98.39%，
特异性为 10%，与 cELISA 的符合率为 69.57%。两种 RBPT 和 cELISA 的阴性血清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符合
率为 100%。结果表明 ：改良 RBPT 法的敏感性要高于常规 RBPT 法，可以在阳性羊群中筛选到更多抗体效价较
低的早期感染动物。但其特异性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必须结合 SAT、cELISA 等特异性高的方法进行确诊。本研
究为羊布鲁氏菌病检测方法的选择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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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ompare the effect of two kinds of rose bengal plate agglutination test（RBPT）methods for
sheep brucellosis，239 serum samples collected from immunized and non-immunized farm and negative sheep were
tested and subsequently confirmed by cELISA and serum agglutination test（SA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for
the conventional RBPT，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ﬁcity for non-immunized serum samples were 68.85% and 93.55%，
respectively，and the coincidence rate with cELISA was 77.17%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ﬁcity for immunized serum
samples were 75.81% and 73.33%，respectively，and the coincidence rate with cELISA was 75.00%. For the modiﬁ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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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PT，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for non-immunized serum samples were 91.80% and 70.97%，respectively，
and the coincidence rate with cELISA was 84.78%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ﬁcity for immunized serum samples were
98.39% and 10%，respectively，and the coincidence rate with cELISA was 69.57%. All test results of the above
methods for negative serum were negative，with the coincidence rate of 100%. In conclusion，the modiﬁed RBPT was
more sensitive than the conventional one，and could detect more infected animals at early stage with lower antibody
titer from positive sheep population. But its speciﬁcity was reduced to a certain extent，so it should be used to conﬁrm
a case in combination with SAT，cELISA and other methods with high speciﬁcity. Some references were provided for
choosing a detection method for sheep brucellosis.
Key words ：brucellosis ；RBPT ；cELISA ；sensitivity ；speciﬁcity ；coincidence rate

布鲁氏菌病（以下简称布病）是由布鲁氏菌

进行检测。为评价这两种 RBPT 方法对羊血清的布

属细菌引起牛、羊、猪、鹿、犬等多种哺乳动物和

病检测效果，采用两种 RBPT 方法，对来自免疫羊

人类共患的一种传染病，为我国二类动物疫病。布

场、非免疫羊场和布病阴性羊群的 239 份血清样品

病全球流行，已有 170 多个国家有人间和畜间布病

进行了检测，同时以 cELISA 和 SAT 进行符合检测。

[1]

病例的报道 。动物布病以母畜流产和公畜睾丸炎

1

为主要特征；人布病以发热、乏力、流产、睾丸炎

1.1

材料与方法
血清样品

等为主要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甚至丧

免疫场、非免疫场的绵羊血清各 92 份，采自

失劳动能力和生育能力。该病严重影响畜牧业发展

内蒙古自治区，其中免疫场血清为 S2 疫苗注射免

和人类健康。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统

疫 10 个月后采集。阴性绵羊血清 55 份，采自辽宁

计数据，2019 年我国人间布病新增病例 44 036 例，

省和河北省的阴性羊群。

发病率高达 3.1/（10 万），同 2018 年的新增病例

1.2

试剂
布鲁氏菌 RBPT 抗原、SAT 抗原、cELISA 试

数相比增加了 16%。
我 国 现 行 的 动 物 布 病 诊 断 技 术 标 准（GB/T
18646—2018）规定了多种布病血清学检测方法，

剂盒，均购自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
1.3

方法

如虎红平板凝集（RBPT）、试管凝集（SAT）、

常规 RBPT、SAT（微量法）和 cELISA 试验，

间 接 ELISA（iELISA）、 竞 争 ELISA（cELISA）

均按照我国动物布病诊断技术标准（GB/T 18646—

[2]

和补体结合（CFT）等试验方法 。其中，RBPT

2018） 进 行。 改 良 RBPT 试 验， 按 照 OIE《 陆 生

操作简单、试剂便宜、试验耗时短，在基层兽医实

动物诊断试验和疫苗手册》中检测小反刍兽疫的

验室的动物布病检测中应用非常广泛。但该方法

RBPT 方法，使用 75 μL 羊血清和 25 μL RBPT 抗

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敏感性低于 ELISA、荧光偏

原混合 4 min 后观察结果。
对免疫、非免疫和阴性绵羊血清的两种 RBPT

振（FPA）、CFT 和胶体金；特异性也不高，需用
[3]

SAT、ELISA 或 CFT 等进行确诊 。世界动物卫

检测结果进行敏感性和特异性对比，并以 cELISA

生组织（OIE）在发布的《陆生动物诊断试验和疫

为“ 金 标 准” 进 行 符 合 率 对 比。 同 时， 对 常 规

[4]

苗手册》 中推荐了一种改良的 RBPT 方法，用于

RBPT、改良 RBPT 和 cELISA 检测结果不一致的

对小反刍兽血清样品检测，即使用 3 倍血清与 1 倍

样品，采用 SAT（微量法）进行验证。

虎红平板凝集抗原混合进行检测。而我国现行的诊

2

断技术标准（GB/T 18646—2018）中的 RBPT 方法，

2.1

则是使用等量的动物血清与虎红平板凝集抗原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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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RBPT 检测
在 239 份羊血清检测中，用常规 RBPT 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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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份非免疫场、55 份免疫场阳性血清，而用改良

RBPT 和 cELISA 检测均为阳性的样品，采用 SAT

RBPT 分别检出 65、88 份。55 份阴性血清均为阴

法（微量法）进行验证，结果可疑的 16 份，阳性

性（表 1）。

的 5 份（表 3）。

两种 RBPT 检测羊血清样品结果

表1
样品类型

数量

非免疫场血清

常规 RBPT

单位 ：份

阳性

阴性

阳性

阴性

92

44

48

65

27

免疫场血清

92

55

37

88

4

阴性血清

55

0

55

0

55

2.2

表3

单位 ：份
样品类型

样品数

非免疫场血清
免疫场血清

不同凝集反应程度样品数
+

++

+++

++++

-

19

10

0

0

0

9

14

6

4

1

0

3

注：+. 阳性；-. 阴性。

cELISA 检测
采 用 cELISA 检 测 239 份 羊 血 清， 结 果 检 出

61 份非免疫场、62 份免疫场阳性血清，55 份阴性

3

讨论
20 世纪 50 年代，布病曾在我国广泛流行。随

着防控力度的不断增强，20 世纪 80—90 年代，我国

血清全部为阴性（表 2）。
表2

试管凝集试验对两种检测方法结果的验证

改良 RBPT

cELISA 试验检测羊血清样品结果

单位 ：份

布病疫情降至历史最低水平。然而，2000 年以来，
随着我国家畜饲养量不断增加，动物及其产品流通

样品类型

数量

阳性

阴性

非免疫场血清

92

61

31

免疫场血清

92

62

30

威胁了畜牧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2013—

阴性血清

55

0

55

2017 年，国家动物布病参考实验室对有流产症状

频繁，部分地区布病暴发呈持续上升势头，严重

的布病非免疫牛场采集血清样品进行检测，结果布
2.3

对比分析
在检测非免疫场羊血清样品时，常规 RBPT 的

鲁氏菌血清抗体平均个体阳性率高达 44.2%[5]。
根 据《 国 家 布 鲁 氏 菌 病 防 治 计 划（2016—

敏感性为 68.85%（42/61），特异性为 93.55%（29/31），

2020 年）》的相关要求，实验室检测也是畜间布病

与 cELISA 的符合率为 77.17%（71/92）；在检测

防治的重要技术措施，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

免疫场羊血清样品时，敏感性为 75.81%（47/62），

应具备开展布病血清学检测能力，省级动物疫病预

特异性为 73.33%（22/30），与 cELISA 的符合率

防控制机构应能有效开展布病病原学检测工作 [1]。

为 75.00%（69/92）。

因此，家畜布病诊断技术研究对于布病防控具有重

在检测非免疫场羊血清样品时，改良 RBPT

要意义。

的 敏 感 性 为 91.80%（56/61）， 特 异 性 为 70.97%

本研究比较了常规 RBPT 和改良 RBPT 对羊

（22/31），与 cELISA 的符合率为 84.78%（78/92）；

血清样品的检测情况，同时按照我国现行动物布

在 检 测 免 疫 场 羊 血 清 样 品 时， 敏 感 性 为 98.39%

病 的 诊 断 技 术 标 准（GB/T 18646—2018）， 采 用

（61/62），特异性为 10%（3/30），与 cELISA 试

cELISA 和 SAT 进行确诊，结果改良 RBPT 比常规

验的符合率为 69.57%（64/92）。

RBPT 多检测出 33 份 cELISA 检测阳性样品，其中

在 检 测 55 份 阴 性 血 清 时， 两 种 RBPT 和
cELISA 检测全部为阴性，符合率为 100%。
2.4

SAT 验证
对 33 份 常 规 RBPT 检 测 为 阴 性， 而 改 良

16 份经 SAT 判定为可疑，5 份判定为阳性，没有
出现 RBPT 检测为阴性而常规 RBPT 检测为阳性的
样品，说明改良 RBPT 在检测羊血清样品时的敏感
性要高于常规 RBPT。因此，用改良 RBPT 在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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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动物的羊群中开展检测，更容易筛选到抗体滴

RBPT，可以在阳性羊群中筛选到更多抗体效价较

度较低的阳性动物，从而减少漏检率。

低的早期感染动物。但改良 RBTP 特异性有一定程

特异性方面，在检测非免疫场和免疫场血清

度的降低，必须结合 SAT、cELISA 等特异性高的

样品时，改良 RBPT 都低于常规 RBPT。值得注意

方法进行确诊，以避免对假阳性动物的“误杀”。

的是，当使用改良 RBPT 检测免疫场的羊血清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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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综上所述，改良 RBTP 的敏感性要高于常规

（责任编辑：侯文婷）

（上接第 39 页）

能评估指标体系，并通过培训进一步提高专家团队

物学检测与分析、兽医实验室质量管理、动物卫生

的评估水平。二是开展单病种动物疫病高风险地区

执法办案等能力。三是针对多数能力处于基本具备

兽医体系效能专项评估，以及应地方要求开展评估，

水平以下的第三类县区，由国家和所在省市县共同

培训指导地方开展评估。

开展改进工作。根据效能评估结果进一步开展差距
分析，制定补短板计划，设定能力提升目标，分出
轻重缓急，从政策、规划、资金、人才、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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