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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了解河南省兽医系统实验室检测能力和水平，科学评价各级实验室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能力，

2018—2020 年河南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全省 18 个省辖市、10 个省直管县 / 市和 117 个县 / 区级兽医实
验室组织开展了各省辖市、直管县 / 市和各县 / 区兽医实验室检测能力比对。结果显示 ：2018—2020 年各省辖
市检测结果平均正确率分别为 97.30%、96.98%、95.28%，各直管县县 / 市检测结果平均正确率分别为 93.05%、
95.37%、84.57%，各县 / 区检测结果平均正确率分别为 91.51%、91.26%、88.54%。结果表明全省大部分兽医实
验室均已具备相应的检测能力，能够为河南省动物疫情风险评估及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体系提供有力支撑，但市
县两级实验室检测水平存在一定差距。这提示基层实验室应完善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强化生物安全管理体系
建设，加强检测设备的补充升级，提升技术队伍专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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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detection capacity and performance of veterinary laboratories in Henan Province，
and scientiﬁcally evaluate the capacities of monitoring，early warning and risk assessment of laboratories at all levels，
the detection capacity of these laboratories was compared by Henan Center for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during 2018 to 2020，covering those at the levels of 18 provincial municipalities，10 provincial counties/cities and
117 counties/distric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during 2018 to 2019，the average accuracy rates of the laboratories
at provincial municipality level were 97.30%，96.98% and 95.28%，successively，those at provincial county/city
level were 93.05%，95.37% and 84.57%，successively，and those at county/district level were 91.51%，91.26%
and 88.54%，successively. It was concluded that most veterinary laboratories had been equipped with corresponding
detection capabilities，which could strongly support the risk assessment of animal diseases as well as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In addition，the detection level of the laboratories at municipality and county levels was uneven，which
indicated that，for grassroots laboratories，the laboratory management system of quality and bio-safety should be
improved，test instruments should be supplemented or upgraded，and the professional skills of technical team should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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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检测能力比对是农业农村部加强兽医

表1

系统实验室管理的主要抓手，也是科学评价和提高
[1]

实验室管理水平和检测能力的重要手段 。为进一
步加强河南省兽医系统实验室管理，提高全省兽医
系统实验室检测诊断能力，建立省、市、县三级动
物疫情监测预警机制和风险评估模型，实施定点、
[2]

定量、跟踪监测模式 ，河南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中心（以下称省中心）2018—2020 年均组织开展
了全省兽医系统实验室检测能力比对。全省共有
18 个省辖市、10 个省直管县 / 市和 117 个县 / 区级

实验室比对项目、方法和标准

项目

方法

标准

HI 试验

GB/T 18936—2003

布鲁氏菌抗体检测

试管凝集试验

GB/T 18646—2018

PRV-gB 抗体检测

ELISA 方法

参照试剂盒说明书

液相阻断 ELISA

参照试剂盒说明书

FMDV 核酸检测

荧光 RT-PCR 方法

参照试剂盒说明书

H7 亚型 AIV 核酸检测

荧光 RT-PCR 方法

参照试剂盒说明书

荧光 PCR 方法

参照试剂盒说明书

荧光 RT-PCR 方法

参照试剂盒说明书

H7 亚型 AIV 抗体检测

A 型 FMDV 抗体检测

ASFV 核酸检测
SVA 核酸检测

1.3

比对样品

兽医实验室参加，均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比对盲样

比对样品由省中心实验室制备、验证、编号

领取、实验室检测、报告出具和结果上报。比对结

和分装，每个检测项目设 5 份盲样，各参考值样品

果客观地反映了河南省兽医系统实验室的技术水平
和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完善兽医系统实验室管理
体系，健全动物疫情监测预警机制和风险评估模型
提供政策建议。
1

材料与方法

1.1

比对项目
按照河南省兽医系统实验室检测能力比对方

案的有关要求，2018—2020 年涉及的比对项目共
有 8 个，分别是禽流感病毒（AIV）抗体检测、H7
亚型 AIV 抗体检测（HI 试验）、布鲁氏菌抗体检
测（试管凝集试验）、猪伪狂犬病病毒（PRV）gB
抗体检测（ELISA）、A 型口蹄疫病毒（FMDV）

数目不定。
1.3.1

H7 亚型 AIV 抗体检测样品

由哈尔滨维

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购入该项目标准阴性血清、阳
性血清，稀释得到鸡血清样品 5 份，标定参考值分
别为 6log2、3log2、0log2。
1.3.2

布鲁氏菌抗体检测样品

由中国兽医药品

监察所购入该项目标准阴性血清、阳性血清，稀
释得到牛血清样品 5 份，标定参考值分别为强阳性
（1:400）、阳性（1:100）、阴性（＜ 1:50）。
1.3.3

PRV-gB 抗体检测样品

由 IDEXX 公司购

入该项目标准阴性血清、阳性血清，稀释得到猪血
清样品 5 份，标定参考值分别为强阳性、弱阳性、
阴性。

抗体检测（液相阻断 ELISA）、FMDV 核酸检测（荧

1.3.4

光 RT-PCR）、H7 亚 型 AIV 核 酸 检 测（ 荧 光 RT-

兽医研究所购入该项目阴性血清、阳性血清，稀

PCR）、塞内卡病毒（SVA）核酸检测（荧光 RT-

释得到血清样品 5 份，标定参考值分别为强阳性

PCR）、非洲猪瘟病毒（ASFV）核酸检测（荧光

（1:720）、阳性（1:360）、阴性（＜ 1:16）。

PCR）。

1.3.5

1.2

究所购入抗原稀释得到样品 5 份，标定参考值分别

比对方法、标准和试剂
2018—2020 年实验室能力比对试验涉及项目

A 型 FMDV 抗 体 检 测 样 品

FMDV 核酸检测样品

由中国兰州

由中国兰州兽医研

为阳性、阴性。
H7 亚型 AIV 核酸检测样品

虽略有调整，但均采用国家兽医参考实验室或专业

1.3.6

实验室推荐的方法，比对试剂为自行准备（表 1）。

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购入该项目标准抗原，稀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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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样品 5 份，标定参考值分别为阳性、阴性。
1.3.7

SVA 核酸检测样品

由 SVA 灭活稀释得到

样品 5 份，标定参考值分别为阳性、阴性。
ASFV 核酸检测样品

95.28%，7 个实验室所有比对项目检测结果全部正
确，1 个比对项次结果正确率低于 60%（表 3）。
2.2

省直管县 / 市兽医系统实验室

由中国动物疫病预

2018—2020 年 10 个省直管县 / 市兽医实验室

防控制中心购入质粒稀释得到样品 5 份，标定参考

参赛率均为 100%，2018 年所有项目平均正确率

值分别为阳性、阴性。

为 93.05%，3 个实验室所有比对项目检测结果全

1.4

部正确，2 个比对项次结果正确率低于 60%；2019

1.3.8

比对样品的保存和传递
为保证比对样品良好的生物学活性，样品均

年所有项目平均正确率为 95.37%，3 个实验室所

存放于 -20 ℃以下的冰柜中。分发时将样品和试剂

有比对项目检测结果全部正确，1 个比对项目结次

放入带有冰袋的泡沫箱中保存，由参加比对的省辖

正确率低于 60%；2020 年所有项目平均正确率为

市实验室派专人在规定时间内统一领取，并在 12 h

84.57%，1 个实验室所有比对项目检测结果全部正

内送达参加比对的实验室。

确，6 个比对项次结果正确率低于 60%（表 3）。

1.5

2.3

评判标准
相关比对项目评判标准见表 2。

2

2018—2020 年 117 个县 / 区兽医实验室参赛
率 分 别 为 100%、100%、95.87%，2018 年 所 有 项

比对结果

2.1

县 / 区级兽医实验室

目 平 均 正 确 率 为 91.51%，50 个 实 验 室 所 有 比 对

省辖市兽医实验室
2018—2020 年 18 个 省 辖 市 兽 医 系 统 实 验 室

项 目 检 测 结 果 全 部 正 确，38 个 比 对 项 次 结 果 正

参赛率均为 100%，2018 年所有项目平均正确率

确 率 低 于 60%；2019 年 所 有 项 目 平 均 正 确 率 为

97.30%，12 个实验室所有比对项目检测结果全部

91.26%，77 个实验室所有比对项目检测结果全部

正确，3 个比对项次结果正确率低于 60%；2019

正确，27 个比对项次结果正确率低于 60%；2020

年所有项目平均正确率为 96.98%，12 个实验室所

年所有项目平均正确率为 88.54%，17 个实验室所

有比对项目检测结果全部正确，1 个比对项次结果

有比对项目检测结果全部正确，58 个比对项次结

正确率低于 60%；2020 年所有项目平均正确率为

果正确率低于 60%（表 3）。

表2
检测项目
H7 亚型 AIV 抗体检测（HI 试验）
布鲁氏菌抗体检测（试管凝集试验）
PRV-gB 抗体检测（ELISA）
A 型 FMDV 抗体检测（液相阻断 ELISA）

比对样品项目判定标准
参考值

阴阳性对照成立，6log2、3log2、0log2 的样品检测结果应分别为 6、3、0，上下浮动不超过
1 个滴度，判为结果正确 ；否则判为错误
阴阳性对照成立，强阳性样品检测结果为 1:400，阳性样品检测结果为 1:100，上下浮动不
超过 1 个滴度，阴性样品检测结果为＜ 1:50，判为结果正确 ；否则判为错误
阴阳性对照成立，报告样品检测 OD 值并判断阴阳性，检测结果与参考值完全一致，判为
结果正确 ；否则判为错误
阴阳性和抗原对照成立，强阳性样品检测结果为 1:720，阳性样品结检测果为 1:360，上下
浮动不超过 1 个滴度，阴性样品检测结果为＜ 1:16，判为正确结果 ；否则判为错误

FMDV 核酸检测（荧光 RT-PCR）
H7 亚型 AIV 病毒核酸检测（荧光 RT-PCR） 阴阳性对照成立，报告样品检测 Ct 值并判断阴阳性，检测结果与参考值完全一致判为正确；
否则判为错误
SVA 核酸检测（荧光 RT-PCR）
ASFV 核酸检测（荧光 P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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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0 年各省辖市、直管县 / 市、县 / 区级
实验室比对结果

表3
实验室
级 别

2019 年

2020 年

93.33

92.00

83.33

布鲁氏菌抗体检测

100

97.78

94.44

PRV-gB 抗体检测

100

98.00

100

A 型 FMDV 抗体检测

100

98.89

98.89

FMDV 核酸检测

95.56

100

97.78

H7 亚型 AIV 核酸检测

95.56

94.44

94.44

SVA 核酸检测

96.67

—

97.78

—

97.78

95.56

于液相阻断 ELISA 结果，表明全省兽医系统实验

97.30

96.98

95.28

室技术人员需进一步提升操作水平，同时要加强仪

86.00

88.00

72.00

器设备的更新和维护，确保结果的准确性 [3]。

布鲁氏菌抗体检测

100

92.00

94.00

PRV-gB 抗体检测

98.00

100

92.00

94.00

96.00

72.00

80.00

96.00

88.00

当前疫情形势，加大病原学项目的比对力度。2018

100

95.56

90.00

年省辖市和 5 个（50%）省直管县 / 市兽医实验室

93.33

—

—

—

100

84.00

93.05

95.37

84.57

H7 亚型 AIV 抗体检测

83.13

91.00

76.40

布鲁氏菌抗体检测

93.85

90.33

91.71

原学项目；2020 年全部省辖市、直管县市和 96 个

PRV-gB 抗体检测

95.56

91.67

97.33

（82.05%）县 / 区级兽医实验室参加所有病原学比

93.50

90.52

86.43

FMDV 核酸检测

—

—

84.66

H7 亚型 AIV 核酸检测

—

—

90.13

ASFV 核酸检测

—

92.78

93.14

109 个县区级实验室具备非洲猪瘟检测资质，其余

91.51

91.26

88.54

县 / 区级实验室也在有序筹备中。但各级要意识到

ASFV 核酸检测
平均
H7 亚型 AIV 抗体检测

省直管 A 型 FMDV 抗体检测
县 / 市 FMDV 核酸检测
H7 亚型 AIV 核酸检测
SVA 核酸检测
ASFV 核酸检测
平均

县 / 区 A 型 FMDV 抗体检测

平均

注：
“—”表示未参加该比对项目。

3

讨论

3.1

在直管县 / 市和各县 / 区级广泛开展病原学检测项

2018 年

检测项目
H7 亚型 AIV 抗体检测

省辖市

了市县两级实验室检测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

从总体比对结果来看

目比对后，差距更为明显，部分实验室尤其是县 /
区级实验室检测能力有待提高。
3.2

从不同项目检测结果来看
就省辖市、省直管县 / 市、县 / 区级兽医实验

室各项检测结果的稳定性而言，定性检测结果高于
定量检测结果，普通 ELISA、固相 ELISA 结果高

3.3

从参加比对项目设置来看
参赛项目按照国家兽医工作要点要求，紧跟

参加病原学比对项目；2019 年省辖市、9 个（90%）
省直管县 / 市和 67 个（57.26%）县 / 区级兽医实
验室参加病原学比对项目，但县区级仅比对一个病

对项目。加上后续继续开展的非洲猪瘟项目比对，
目前全省共有 18 个省辖市、10 个省直管县 / 市和

具备病原学检测能力和实际工作需求的差距，积极
提升自身检测能力和实验室管理水平 [4]。
3.4

从检测试剂来看

省辖市兽医实验室 2018—2020 年所有项目比

比对试验所用检测试剂从开始的全部由省中

对结果正确率超过 95%，省直管县 / 市和县 / 区级

心派发到部分自行准备再到现在的全部自行准备。

实验室 2018—2019 年所有项目比对结果正确率超

虽然试剂完全一致化会减少试剂盒厂家和批次之间

过 90%，2020 年开展加大病原学比对项目后，所

差异造成的误差，但逐步实行自行准备试剂以来，

有项目比对结果正确率超过 80%。这表明全省大

全省比对结果并无明显差异，表明河南多数实验室

部分兽医实验室能够为河南省动物疫情风险评估及

日常使用的试剂稳定性较好，能满足动物疫病检测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同时也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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