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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PRRS）给世界养猪生产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对 PRRS 的精准检测以及疫苗的

科学使用是临床 PRRS 防控的重中之重。为此，本文综述了 PRRS 检测技术和疫苗研发进展，以期为临床 PRRS
综合防控提供依据。目前临床上检测 PRRS 的主要技术包括血清抗体 ELISA 检测以及各种类型的 RT-PCR 检测
技术。ELISA 检测以评价疫苗免疫效果或野毒感染情况为主要目的，RT-PCR 检测以临床诊断及调查野毒株类
型为主要目的。在疫苗方面，目前市场上主要有活疫苗、灭活苗、亚单位疫苗、DNA 疫苗以及载体疫苗等不同
类型的单苗以及联苗。其中 ：活疫苗保护效果较好，但交叉保护不强 ；灭活苗安全性较高，但免疫效力较差 ；
亚单位疫苗可用于妊娠晚期 ；DNA 疫苗可增强活疫苗的保护效果 ；载体疫苗虽具有部分保护力，但未进行实际
应用。目前依旧没有完全符合国际新一代标准的 PRRS 疫苗上市。因此，通过科学检测以及将生物安全和合理
的疫苗接种结合起来，进行田间毒株的检测和基因分析，进而选择相应基因型毒株疫苗进行免疫，对控制农场
以及地区的 PRRS 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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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rcine reproductive and respiratory syndrome（PRRS）has brought huge economic losses to pig
production in the world，which should be prevented and controlled with the top priority of accurate detection and
scientiﬁc application of vaccines. At present，the main techniques to diagnose PRRS included serum antibody ELISA
assay and various RT-PCR assays. The former aims to evaluate the immune effect of vaccines or wild virus infection，
while the latter focuses on clinical diagnosis and investigation of wild virus strains. For vaccines，all kinds of single and
combined vaccines are available in markets，including live vaccines，inactivated vaccines，subunit vaccines，DNA
vaccines，vector vaccines，etc.，speciﬁcally，live vaccines are with good effect but poor cross protective immunity ；
inactivated vaccines are with high safety but poor immune effect ；subunit vaccines can be used in late pregnancy ；
DNA vaccines can increase the protection effect of live vaccines ；and vector vaccines have not been applied in practice
although they are with partial protective immunity. No any vaccines against PRRS that fully meet the new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have been available till now. Therefore，it will be very crucial to control PRRS in farms or regions through
scientiﬁc diagnosis and combination of bio-safety and reasonable vaccination to detect ﬁeld strains and analyze their
genes，and then to vaccinate with corresponding vacc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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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PRRS），俗称“猪蓝

以繁殖障碍为主，主要表现怀孕母猪出现大批量流

耳病”，由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PRRSV）

产或早产，产死胎、木乃伊胎以及弱仔增多；后备

引起，主要表现为不同年龄段猪只的呼吸道综合

母猪表现发情率低、屡配不孕、空怀比例高等。除

征、发热、出血，以及母猪流产和产弱仔、死胎

繁殖障碍外，母猪也会出现呼吸道症状及发热，表

或木乃伊胎为特征的繁殖障碍。PRRS 在美国已流

现为体温升高、呼吸困难、咳嗽，同时表现厌食等，

行 30 多年，在我国已流行 20 多年，长期以来一直

阴唇和耳部等末梢部位呈蓝色或蓝紫色。仔猪表现

[1]

是一种经济意义重大的流行疾病 。PRRSV 基因

为严重的呼吸道疾病，主要为呼吸困难、咳嗽、同

组长约 15 kb，包含 11 个开放阅读框（ORF），至

时表现食欲废绝、高烧，严重的还会出现运动失调，

少有 14 种非结构蛋白（NSP）。NSP2 区 30 个氨

其中哺乳仔猪死亡率较高，可高达 80% 左右。育

基酸的不连续缺失被认为是我国高致病性 PRRSV

肥猪主要表现为一过性厌食、轻度呼吸困难、咳嗽、

（HP-PRRSV）毒株的分子特征。目前 PRRSV 普

发热、皮肤发红等 [5-7]。但很多时候 PRRSV 的感

遍存在于国内猪场。Peng 等 [2] 的调查结果显示，

染过程是亚临床的，因此有必要通过实验室技术来

2012—2015 年我国 29 个省 PRRSV 检出率分别为

检测病毒或特异性抗体。加之我国境内已存在多种

45.67%、55.99%、56.91% 和 59.07%。Xie 等

[3]

于

毒株，各种年龄的猪均可发病，且病情、症状差异

2017—2018 年在我国 27 个省 2 428 个猪场的流行

较大，极易与猪附红细胞体病、猪瘟、猪支原体肺

病学调查显示，不同地区的 PRRSV 检测阳性率为

炎等混淆 [8]。除此之外，持续监测 PRRSV 流行株

8.12%~29.33%。Guo 等 [4] 从分子流行病学角度，

的流行病学和遗传特征，有利于预防和控制其感染。

系统分析了我国 PRRSV 流行状况，发现 PRRSV-1

所以对 PRRSV 进行实验室检测越来越至关重要。

和 PRRSV-2 都 在 传 播， 约 80% 以 上 的 猪 场 存 在

PRRSV 的实验室检测技术最主要的有血清学和分

PRRSV 血清阳性。其中 PRRSV-2 有 4 个谱系（谱

子生物学两种。

系 1、3、5、8）在田间循环。

1.1

血清学检测

PRRS 检测和疫苗免疫在其临床防控中起着重

尽管国内规模化猪场普遍使用灭活疫苗和弱

要作用。PRRS 检测技术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

毒活疫苗来预防 PRRS，但疫苗免疫后的抗体水平

血清抗体 ELISA 以及各种类型的 PCR 检测技术。

参差不齐。抗体水平是反映群体 PRRSV 感染与否

每种检测技术的目的有所不同，涉及调查疫苗免疫

或免疫是否合格的重要指标。目前，PRRSV 的血

效率、野毒感染情况、野毒类型以及诊断病例等，

清抗体检测技术相对比较成熟，已经有很多商品化

市场上的疫苗也有不同类型的单苗及联苗可供选

试剂盒，比如美国的 IDEXX、韩国的金诺以及国

择，因此如何选择合适的检测技术以及合适的疫苗

内的科前、维德维康等。但各家的试剂盒在敏感性

进行 PRRS 综合防控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就 PRRS

和特异性上都有一些差别。Biernacka 等 [9] 对比了

检测技术和疫苗研发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

IDEXX（美国）、Hipra（西班牙）、Ingenasa（西

PRRS 综合防控提供依据。

班牙）、Qiagen（德国）、BioNote（韩国）以及

1

ThermoFisher（美国）等 6 个商品化 PRRSV 抗体

实验室检测技术
近年来，PRRS 疫苗免疫以及 PRRSV 感染十

检测试剂盒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发现各试剂盒间存

分普遍。诊断 PRRS 首先要看流行病学特点和临床

在显著差异。Sattler 等 [10] 用 6 种 ELISA 方法，在

症状。猪群感染 PRRSV 后，由于毒株不同、日龄

接种灭活 PRRSV-1 型疫苗和随后感染 HP-PRRSV

不同、环境差别等，表现出不同的临床症状：母猪

野毒株后，检测猪血清中 PRRSV 特异性抗体，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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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发现在大多数的 ELISA 检测中，PRRSV 感染后

疫苗株与 GD 野毒株的双重荧光定量 RT-PCR 方法，

的 S/P 值均高于未接种组，只有一种 ELISA 方法

可用于 PRRSV GDrl80 疫苗株与野毒株的鉴别检测。

能够在接种 PRRSV 灭活疫苗的猪中检测到可靠的

在鉴别不同类型毒株方面，Qiu 等 [14] 根据经典毒株、

PRRSV 抗体。因此，在进行 PRRSV 血清抗体检

高致病性毒株和类 NADC30 毒株（C-PRRSV）等

测时，选择合适的检测试剂盒非常重要。

3 个不同 PRRSV 的 Nsp2 靶基因序列，建立了可同

以上 ELISA 检测试剂盒均可检测血清 IgG 抗

时快速、准确检测和区分上述 3 种毒株的多重实时

体，但在幼龄仔猪中，ELISA 检测阳性既可能是

PCR。Yang 等 [15] 建 立 的 PRRSV 多 重 RT-PCR 检

母源抗体也可能是感染抗体所致。为解决这个问题，

测技术，能快速鉴别疫苗株 JXA1-R、HP-PRRSV

Rotolo 等

[11]

和 C-PRRSV，其检测灵敏度为 24 拷贝 /μL。

开发了检测唾液中的 IgM-IgA PRRSV

ELISA 检测方法，并评估了在母源抗体存在下检

值得注意的是分子生物学检测体现的是样品

测 猪 源 PRRSV 抗 体 的 能 力， 结 果 确 定 IgM-IgA

中是否存在目标核酸片段。有时虽然存在目标核酸

ELISA 能够检测出野生型 PRRSV 感染产生的抗体。

片段，但因引物、反应体系或敏感度等问题，导致

[12]

对唾液中 PRRSV 抗体检测技术

检测不出或出现假阴性结果；有时虽然样品中不存

进行了改进，并在 31 个商业猪场进行了应用，结

在目标核酸片段，但如果猪群中存在，那么采样不

果准确率达到了 98.5%。

合理（方法、数量、猪群选择等）就会产生误导。所以，

1.2

实验室检测结果必须与临床和病理结合进行综合诊断。

最近，Croft 等

分子生物学检测
荧 光 定 量 PCR 敏 感 性 和 特 异 性 高， 逐 渐 成

2

疫苗研究进展

为 PRRSV 精准检测的主要方法。目前已经建立

2007 年，国际上制定了下一代 PRRSV 疫苗

了基于 Nsp2 ﹑ ORF5 和 ORF7 等基因的荧光定量

新标准，包括快速诱导免疫，对 PRRSV 流行毒株

PCR。但由于 PRRS 毒株间的多样性以及共感染等

提供保护，对猪健康没有不利影响以及可鉴别诊断

问题，很多猪场均通过 RT-PCR 检测，回收目的条

免疫动物与感染动物等 [16]。目前研制的 PRRSV 疫

带，再送生物公司测序比对，来调查猪场的 PRRS

苗包括活疫苗、灭活疫苗、亚单位疫苗、DNA 疫

毒株类型，这种做法费时费力。近些年，不同毒株

苗以及载体疫苗（表 1），但依旧没有符合上述所

的多重 PCR 检测在临床诊断和检测中发挥着越来

有标准的 PRRSV 疫苗上市。

越重要的作用。在鉴别疫苗株和野毒株方面，张文

2.1

[13]

活疫苗

针对 PPRSV 的 Nsp2 和 ORF7 基因区域，

目前已经由很多 PRRSV-1 和 PRRSV-2 的商品

分别设计不同荧光标记的 MGB 探针及特异性引

化活疫苗（MLV），比如勃林格、硕腾、海博莱

物，建立了一种能够快速鉴别检测 PRRSV GDr180

等公司的产品 [17]。Jeong 等 [18] 评价了 PRRSV-2 活

利等

表1
疫苗种类
活疫苗（MLV）
灭活疫苗
亚单位疫苗

PRRSV 疫苗或正在开发的疫苗清单

举例
ReproCyc R PRRS EU（PRRSV-1）
Ingelvac PRRSR MLV（PRRSV-2）KV/ADJ、
Progressis R（PRRSV-1）
PRRomiSe R（PRRSV-2）杆状病毒表达的
PRRSV 蛋白、口服亚单位疫苗

优缺点
对异源毒株仅提供部分保护或没有保护，可持续感染和排毒，毒力容易
返强，易出现 MLV 与野生型毒株间的重组；同源保护性高
缺乏可检测的 PRRSV 特异性抗体，缺乏细胞免疫应答，
中和抗体滴度低，需要多次免疫；可用于治疗
只有部分保护

DNA 疫苗

质粒 DNA 表达的 PRRSV 蛋白

与亚单位疫苗缺陷相同，但可增强 MLV 疫苗的保护性

载体疫苗

痘病毒载体、腺病毒载体

攻毒试验有保护，但不是完全保护，未在猪身上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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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对韩国 PRRSV-1 和 PRRSV-2 异种单独攻毒和

灭活苗可作为治疗用，而不仅用于预防。虽然多数

联合攻毒时的保护力，结果发现接种疫苗后，均能

PRRSV 灭活疫苗的保护效率不高，但加上特异性

产生较好的抗体，PRRSV 病毒血症均有所下降；

佐剂，如山药多糖和黄芪多糖 [28-29]，就可以提高灭

PRRSV 特异性 IFN-γ 分泌细胞水平较高，且与攻

活苗的保护率。最新研究还表明，PRRSV 活疫苗

毒对照相比，疫苗免疫后单一攻毒和联合攻毒后

和灭活苗一起使用，可以增强其免疫效果 [30-31]。

的肺损伤和损伤肺的 PRRSV 核酸均显著减少。以

2.3

上说明猪接种 PRRSV-2 疫苗对保护猪免受呼吸道

除 了 改 良 活 疫 苗 和 灭 活 苗 外， 亚 单 位 疫

对比了活疫苗 VR2332

苗 和 核 酸 疫 苗 等 也 在 研 发 中。Oh 等 [32] 用 商 品

MLV 和 HuN4-F112 对 PRRS 强毒株 ZJnb16-2 的保

化 PRRSV 亚 单 位 疫 苗， 对 晚 期 妊 娠 母 猪 异 种

护效率，结果发现在攻毒前未检测到抗 ZJnb16-2

PRRSV-1 和 PRRSV-2 的保护效果进行了评价，将

的交叉中和抗体，而攻毒后则能检测到，只是抗体

母猪在产前 56、35 d（妊娠 58、79 d）分别肌内接种，

效价较低。从临床观察的日增重等指标以及其他指

在产前 21 d（妊娠 93 d）用 PRRSV-1 或 PRRSV-2

标确定，上述两种疫苗对强毒株 ZJnb16-2 感染只

进行鼻内攻毒。结果显示：接种疫苗的母猪在妊

有部分保护作用。在免疫时间上，一般认为母源抗

娠 114~115 d 之间产仔，但所有未接种疫苗的母猪

体对活疫苗存在一定的干扰，但最新的研究发现，

在妊娠 105~110 d 流产；与未接种的母猪相比，

PRRSV-1 和 PRRSV-2 活疫苗在 1 日龄免疫后，也

接种的母猪 PRRSV 病毒血症水平显著降低（P ＜

能产生较好的保护，且 PRRSV-1 相比 PRRSV-2 的

0.05），病毒中和抗体和干扰素 γ 分泌细胞水平显

疾病是有效的。Han 等

疫苗保护力更好

[20]

[19]

亚单位疫苗和 DNA 疫苗

著升高（P ＜ 0.05）。这一结果表明，PRRSV 亚

。

活疫苗在免疫效力上的缺点是某些疫苗的交

单位疫苗用于妊娠晚期的预防是有效的。在 DNA

发现 PRRSV-1 活疫

疫苗方面，Cui 等 [33] 的研究发现，GP5 嵌合 DNA

苗不能保护 PRRSV-2 的攻击。在国内，针对普遍

疫苗对 VR2332 和 MN184C-PRRSV 株均产生细胞

存在的类 NADC30 毒株，目前的活疫苗保护力有

反应性和较高水平的中和抗体，但重组 GP5-WT 疫

叉保护效果不好。Jeong 等

限

[22]

[21]

，但也有报道称，部分活疫苗对类 NADC30

毒株存在部分或完全保护

[23-24]

。最近，两个诱导 I

型干扰素产生的 PRRS 毒株已经被测试作为候选疫
[25]

苗只对 VR2332 产生免疫应答反应，说明 GP5 嵌合
DNA 疫苗对异种 PRRSV 具有保护作用。
2.4

联苗

。其中 PRRSV-A2MC2 是一株中等毒力毒株，

目前，越来越多的猪病种类促进了 PRRSV 与

与 VR-2332 原始毒株的同源性为 99.8%，具有很

其他病原的联苗研究。Oh 等 [34] 在研究 PRRSV、

高的核苷酸同源性 [26]。

圆环病毒 2 型（PCV2）和猪肺炎支原体（Mhp）

2.2

三价疫苗的免疫效力时，发现三价疫苗能有效抵抗

苗

灭活苗
与活疫苗相比，灭活疫苗具有更高的安全性。

Mhp、PCV2 和 PRRSV 的三重攻击，但与单苗相比，

但由于其免疫效力差，市场占有率不高。2018年，

免疫保护率有所差别。在国内，华威特和硕腾等公

浙江美保龙高效 PRRSV 灭活疫苗上市。该灭活苗

司已经有了商品化的 PRRSV 和 CSFV 二联苗，可

通过高抗原含量和肿瘤免疫技术，提高抗原“交叉

以同时防控 PRRS 以及 CSF。

递呈”效率，确保免疫后能够快速产生 PRRSV 抗

3

体，迅速诱导机体产生细胞免疫，快速降低血液和
组织中的 PRRSV 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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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Nan 等

[25]

表示 PRRSV

结语
我国 PRRS 毒株呈多亚群共存，不同亚群毒

株毒力及中和保护位点存在差异，同一亚群毒株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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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及保护位点也有差异等特点，为该病防疫带来了

Comparison of six commercial ELISAs for the detection

较大压力。因此，通过科学检测以及将严格的生物

of antibodies against porcine reproductive and respiratory

安全和合理设计的疫苗接种方案结合起来，进行田

syndrome virus（PRRSV）in field serum samples[J].
Research in veterinary science，2018，121：40-45.

间毒株检测和基因分析，然后选择相应基因型毒株

[10] SATTLER T，PIKALO J，WODAK E，et al. Ability of

疫苗进行免疫，对控制农场以及地区的 PRRS 具有

ELISAs to detect antibodies against porcine respiratory

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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