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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面质量管理
提升实验室非洲猪瘟病毒检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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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非洲猪瘟已经成为我国养猪业防控的头号疫病，而荧光 PCR 方法是广泛用于各实验室非洲猪瘟病毒检

测的首选方法。为提高相关实验室非洲猪瘟病毒荧光 PCR 检测的准确性，针对非洲猪瘟病毒荧光 PCR 检测过
程可能存在的“假阳性”和“假阴性”现象，从全面质量管理理论的“人、机、料、法、环”等具体方面，详
细阐述了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及改进措施或解决方案，从而为我国各级兽医实验室、屠宰场、养殖场、第三方
检测机构等开展非洲猪瘟病毒检测提供参考，同时也为其他疫病病原的荧光 PCR 检测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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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rican swine fever（ASF）has become the No. 1 animal disease that is urgent to be prevented and
controlled in pig industry in China. Fluorescent PCR assay has been widely used for ASFV detection in various
laboratori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ﬂuorescent PCR in related laboratories，aiming at the possible“false
positive”and“false negative”symptoms during the detection process，relevant causes and improvement measures
or solutions were discussed in terms of“operators，instruments，materials，methods and environment”speciﬁed by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TQM）theory. Therefore，all levels of veterinary laboratories，slaughterhouses，farms
and third-party testing institutions were provided with some references for detection of ASFV and other pathog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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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猪瘟（African swine fever，ASF）是由非

既可通过猪与猪、猪与蜱的直接接触传播，也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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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食物、粪便、运输工具、人员等间接传播。猪

起的一种家猪和野猪烈性传染病。世界动物卫生组

感染 ASFV 后很难产生有效的中和保护抗体，且

织（OIE）将其列为须通报动物疫病，我国将其列

目前尚无有效的疫苗可用，因此 ASFV 核酸检测

为一类动物疫病 [1]。ASF 病程短，发病率和死亡率

是防控 ASF 的主要措施之一。我国自 2018 年首次

高，病死率可达 100%，给养猪业带来严重威胁。

暴发 ASF 以来，养猪业损失重大，各地纷纷加强

ASFV 在外界环境中存活能力较强，传播途径多样，

了 ASFV 核酸检测。一些检测方法如荧光 PCR、

收稿日期 ：2020-09-03

LAMP、 试 纸 条 等 也 开 始 用 于 ASFV 检 测 [2]。 其

修回日期 ：20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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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针对 ASFV 核酸检测的荧光 PCR 方法，以其
敏感、特异、快速、稳定的优点，在我国各级兽医

2

仪器设备
ASFV 荧光 PCR 检测涉及的仪器有荧光 PCR

检测实验室、养猪场、屠宰场、第三方检测机构等

仪、组织匀浆机、离心机、移液器、生物安全柜等。

广泛应用。与此同时，随着 ASFV 检测强度增大

在处理样品和加样过程中，这些仪器都存在一定的

和频率增多，很多检测实验室陆续出现荧光 PCR

污染或交叉感染风险。这些仪器设备在使用过程中

检测结果“假阳性、假阴性”问题，严重干扰了正

可能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常的检测工作。这些问题或多或少与检测实验室的

一是荧光 PCR 仪的精确性问题。荧光 PCR 仪

质量管理有关。本文根据全面质量管理理论 [3] 和

是检测的最关键仪器，其精度高、仪器元件精细，

《ISO/IEC17025 校准和检测实验室管理体系》，

但出现问题的类型复杂多样，既有硬件问题，也有

结合部分 ASF 检测实验室的实际情况，总结了目

软件问题。硬件问题有：荧光 PCR 仪滤镜污渍导

前 ASFV 荧光 PCR 检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从全

致光路强度下降、灯源效能降低，加热槽个别孔污

面质量管理理论的“人、机、料、法、环”[4] 等环节，
进行了详细阐述和剖析，并逐项提出了相应的改进
措施或解决方案，以期为相关从业部门开展 ASFV
检测提供参考。
1

人员
在影响 ASFV 检测结果的所有因素中，人是

最关键的，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ASFV 检测
的任何环节，不管是样品采集、运输、灭活、预处理、
核酸提取，还是荧光 PCR 扩增体系配制、反应程
序设置、结果判定和分析等，都离不开检测人员的
参与。检测人员的基本素质和操作技能直接决定了
检测质量。检测人员在任何环节出现失误，都有可
能导致检测失败，因此对检测人员提出了较高的要
求：一是在思想上要树立“规范操作、防止污染”
的理念，深刻认识“操作不规范，核酸就会无处不在”

物过多导致受热不均或出现边缘效应等；软件问题
有：吸光值不高、扩增曲线不典型、出现非特异性
扩增、样品全部为阴性等 [5]。为确保 PCR 仪检测
结果准确可靠，必须定期对荧光 PCR 进行校准；
检测实验室可以根据发布的《聚合酶链反应分析仪
校准规范》（JJF1527—2015）[6]，对实验室的实时
荧光 PCR 仪温度和光学系统定期进行校准 [7]，或
者采用商品化的 PCR 仪校准品试剂进行校准，以
保障荧光 PCR 硬件正常运行。解决荧光 PCR 软件
方面的问题主要注意以下几点：循环段与恒温段起
始温度位置是否正确，各个阶段的温度与时间是否
正确，荧光信号设置的采集点是否合适，所采集的
荧光信号是否与说明书一致，实时荧光 PCR 反应
结束后是否设置了无效基线范围 [8]。这些因素必须
逐项检查，一一排除。
二是生物安全柜、离心机和核酸提取仪操作

的现象，从而在操作上严格要求自己；二是从制度

问题。这些设备如果操作不当，也会形成气溶胶，

上要加强采样和检测人员管理，设立 ASFV 核酸

导致样品之间发生交叉污染。发生气溶胶污染以后，

检测岗位，制定检测规程，提出检测技能操作要求，

要尽快通风，增加通风频次和通风强度，开启紫外

建立岗位和人员考核制度，定期对相关人员开展考

灯，照射时间延至 2 h 以上，同时用 1%~2% 的 84

核，考核合格者方可上岗；三是要对采样和检测人

消毒液进行消毒处理，让机体或腔体中的气溶胶成

员定期开展 ASF 检测培训，强化其试验操作技能，

分充分降解，避免污染不断扩大。

提升其理论水平，规范其操作流程，使其熟悉法律

三是移液器腔体的交叉污染问题。检测人员

法规，能够解决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四是要在

在使用移液器时，移液器的弹簧反复上下移动而吸

不同检测人员甚至实验室之间定期开展检测能力比

取液体，一旦存在阳性样品，就容易在腔体内形成

对，通过不同人员和实验室的检测比对寻找差距，

气溶胶，然后在吸取另外一份样品时造成交叉感染。

从而提高整体检测水平。

因此，应定期开展移液器检测，一旦发现存在污染

66

兽 医 管 理

2021 年第 38 卷第 1 期

就要立即采取 84 消毒液擦洗等相应措施，并用样

侧面采光和底部采光等多种方式，所以应选择与该

品再次进行验证。

仪器匹配的 PCR 管。

3

4

检测物料

检测方法
ASFV 荧光 PCR 检测方法包括 ASFV 核酸提

检测物料包括检测样品（含样品采集和处理）、
耗材以及其他辅助用料。这些物料选择不当，也会

取和荧光 PCR 扩增两个主要步骤。核酸提取方法

引起检测结果的“假阴性”和“假阳性”问题。相

很多，包括浓盐法、阴离子去污剂法、苯酚抽提法、

应的解决方法为：

柱式法和磁珠法等，不同的提取方法对检测结果有

首先，样品的采集和处理要合理。样品采集

显著影响。浓盐法、阴离子去污剂法、苯酚抽提法

尽管不属于实验室检测环节，但样品采集的好坏直

无需特殊仪器，但操作繁琐，且提取核酸的质量不

接影响后续检测试验的进行。检测 ASF 可供采集

高，现在很少使用；柱式提取法和磁珠法的提取效

的样品种类较多，既可以是抗凝血、血浆、血清、

率差别不大，但柱式提取适用于小型实验室或样品

血块，也可以是淋巴结、肝脏、肾脏等组织脏器，

数量不多时使用，磁珠法更适用于自动化操作，还

甚至是口鼻分泌物、粪便样品以及环境样品等。不
管采样时选择哪一种样品，总的原则是选择代表性
样品，且不能在采样中引入影响荧光 PCR 扩增的
物质。如：在采集猪的全血时，抗凝剂就不能用肝
素，因为肝素会强烈抑制 PCR 反应，造成假阴性，
所以可以选择 EDTA 钠盐；采集唾液样品时，要
加入 DNA 酶抑制剂，且样品采集后应迅速冻存，
以免唾液中的酶破坏和降解病毒核酸。
其次，选择的检测耗材要合适。检测中常用
的吸头、离心管、荧光 PCR 管等耗材，材质不同，
质量也参差不齐，有些劣质的吸头上含有 PCR 抑
制剂，可能导致 PCR 出现假阴性，有的吸头表面
粗糙，容易残留液体，移液过程可能导致加样量不
准，影响荧光 PCR 反应。有条件的实验室可以选

可避免柱式提取容易形成气溶胶污染的风险，但需
要购买磁珠法对应的核酸提取仪器。不同的实验室
可根据自身检测目的、样品种类、检测数量、人员
素质、实验室硬件等综合考虑选择适合的提取方
法。除核酸提取方法以外，荧光 PCR 扩增也非常
重要。自 2018 年底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第
一批 ASFV 快速检测试剂盒比对公布以来，国内
已有数十家生产厂商取得比对认可，有的厂家已经
获得农业农村部批准，这些厂家均可以提供 ASFV
荧光 PCR 检测试剂盒。因此，用户在选择检测试
剂盒时绝不能贪图便宜选择一些“三无”产品，特
别要避免使用伪劣、过期或失效试剂盒。另外，荧
光 PCR 方法极其敏感，用户在使用荧光 PCR 检测
试剂盒时要仔细对照试剂盒的说明书操作，每次使
用时应将试剂盒置于冰上，用完后尽快将试剂盒冷

择带滤芯以及无 DNA 酶和 RNA 酶的一次性耗材，

冻保存，试剂盒的冻融次数也不宜过多。

这样可以避免吸取液体时发生气溶胶的交叉污染以

5

及耗材的不均一性对 PCR 检测结果的影响等。

检测环境
检测环境是指开展荧光 PCR 检测的环境，包

最后，选择的辅助用料应不影响检测。如：

括检测实验室的选址布局、分区设计、室内装修、

荧光 PCR 反应管 / 反应板的选择要考虑仪器的匹

通风等。如果实验室选址布局科学合理，出现污染

配性，不同型号荧光 PCR 仪使用的 PCR 管有所差

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PCR 实验室的设计应当遵

异，有使用 100 μL 的，也有 200 μL 的，还有两种

循“各区独立，注意风向，因地制宜，方便工作”

型号都使用的；另外，两种型号 PCR 反应管的反

的十六字方针 [9]。

应盖帽也有差异，如果不能良好配套，就可能导致

“各区独立”是指要将实验室严格分隔成试

PCR 管盖帽多余部分被 105 ℃高温的 PCR 仪热盖

剂配制区、核酸提取区、核酸扩增区等 3 个物理上

[8]

熔化 。除此，荧光 PCR 仪器的光路有顶部采光、

完全独立的功能室，各功能室间不能直接相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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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各区之间的传递采用传递窗，则传递窗应为密封

巨而细致的工作。尽管本文从“人、物、料、法、环”

严实的双开门且带有连锁装置，传递窗内要有紫外

等环节进行了分析，但每一个检测实验室的情况都

灯照射装置，每次打开使用传递窗后都要进行紫外

不同，因此仅能提供一些基础的原则，相关检测实

灯消毒，且物品经传递窗传递的路线应该是单向的，

验室应根据自己实验室的特点，结合“人、物、料、

要特别注意避免不同区之间的直接相通。各区内都

法、环”等环节提供的措施，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实

应有缓冲间，避免直接进入试验区域。

施针对性更强的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把检测实验

“注意风向”是指注意各区的压力和气流的

室中的所有操作都以标准的管理文件表述出来，形

流向是不同的。试剂配制区主要用于配制试验用试

成质量手册、质量体系程序文件及标准操作程序，

剂，如裂解液、提取液、引物探针、PCR 反应液

规范各种操作和管理行为，更好地控制和预防各种

等。这些试剂应保持无污染，远离阳性样品、阳性

污染 [11]。

PCR 产物、阳性对照等污染源，应严格管控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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