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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伪狂犬病病毒
gE 抗体 ELISA 检测试剂盒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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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比较 3 种品牌（A、B、C）伪狂犬病病毒（PRV）gE 抗体 ELISA 检测试剂盒的临床使用效果，应用

中和试验来标定伪狂犬病非免疫猪场的 180 份临床血清样品，同时用 3 种试剂盒进行检测，并对试剂盒的重复性、
3 种试剂盒的批内稳定性均较好，
敏感性、
特异性以及与中和试验结果的符合度等指标进行测定与分析。结果显示：
变异系数均小于 10% ；批间重复性差异较大，变异系数最小者为 8.09%，最大者高达 21.31% ；3 种试剂盒的诊断
特性良好，
敏感性为 95.56%~97.78%，
特异性为94.44%~100%；
各试剂盒检测结果与中和试验结果均完全相符
（Kappa
值为 0.91~0.96）
。比较结果表明，3 种试剂盒均适用于临床样品的 PRV gE 抗体检测，其中稳定性及敏感性俱佳的
试剂盒 C 更适用于 PRV 的持续监测、早期发现、引种检疫及净化效果评估，而特异性与准确性最高的试剂盒 B
更适用于贵重病畜的诊断淘汰。因此，生产实践中应根据诊断目的合理选择最适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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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compare the clinical using effects from three brands of commercial ELISA test kits for Pseudorabies
virus（PRV）gE antibodies，180 sera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swine farms without PRV vaccination. The sera was
determined by virus neutralization test（VN）and was tested by the three ELISA kits at the same tim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ree kits were determined and analyzed，including the repeatability，diagnostic sensitivity，specificity and
coincidence with VN.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all the three kits had good stability in the inter-assay test with
coefﬁcient of variation（CV）below 10%，whereas they were quite different in the intra-assay test with CV，which
ranged from 6.90% to 28.87%. And all of the three kits performed well in their sensitivity（from 95.56% to 97.78%）
and speciﬁcity（from 94.44% to 100%）. Besides，test results of the three kits were completely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VN，with the Kappa value from 0.91 to 0.96.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ndicated that all the three brands of ELISA kits
were applicable for detection of PRV gE antibodies. Kit C was suitable for continuous surveillance，early detection，
introduction quarantine and evaluation on eradication effect because of its best stability and sensitivity ；while kit B could
be used to diagnose culling expensive animals based on its best speciﬁcity and accuracy. Therefore，the optimum reagent
kit should be chosen reasonably according to the purpose of diagnosis in production practice.
Key words ：Pseudorabies virus ；gE antibody ；ELISA test kits ；comparison

伪狂犬病（Pseudorabies，PR）又称Aujeszky

触性传染病。其病原为伪狂犬病病毒（Pseudorabies

氏病，是发生于猪及多种家畜和野生动物的高度接

virus，PRV）。动物感染后会出现发热、奇痒及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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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将该病列为须报告动物疫病 。我国将其列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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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年）》优
先防治疫病及重点净化考核疫病，并将到2020年全
[3]

ELISA检测及结果判定

1.5

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对血清样品进行检测，

国所有种猪场达到PR净化标准列为控制目标 。为

在指定波长下测定样品的OD值。按公式进行换

配合猪场做好PR的净化工作，快速准确鉴定PRV野

算，并判定结果（表1）。
表1

毒感染尤为必要。
当前我国主要通过疫苗免疫进行PR防
控。PRV基因缺失疫苗的广泛使用不但可以
有效控制PR，还可以通过gE抗体检测来鉴定

试剂
盒

成立条件

转换值计算公式

A NC x - PC x >0.30
NC x >0.70
且 PC x <0.25

猪只是否感染PRV野毒。随着PRV gE基因缺

B

失疫苗的广泛应用，针对该基因建立的抗体

C 0.8≤NC x ≤1.6
且ODP（阳性对照）<30

ELISA检测方法已被普遍用于PRV野毒感染
的检测。目前，市场上PRV gE抗体ELISA检

各试剂盒检测方法及判定条件

注：

测试剂盒品牌众多。如何合理选择诊断试剂盒是基

S/N≤0.60为阳性；
0.60<S/N≤0.70为可疑；
S/N>0.70为阴性
S/N≤0.60为阳性；
S/N>0.60为阴性

S/N=
S/N=

ODP≤50为阳性；
50<ODP≤60为可疑；
ODP>60为阴性

ODP=

为阴性对照平均OD值；

1.6

判定标准

为阳性对照平均OD值

敏感性、特异性、与中和试验的符合度测定

层检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本研究选择3个应用较广

对3种试剂盒各取1个批次，对180份临床血

的进口品牌试剂盒，从敏感性、特异性、稳定性、

清样品同时进行检测，结果填入表2。按公式敏

准确性等方面进行比较，以期为实践中PRV gE抗体

感性Se=a/（a+c），特异性Sp=d/（b+d）

ELISA检测试剂盒的合理选择提供依据，也为PR净

算各试剂盒的Se和Sp。按照公式Kappa12=2（ad-

化提供一定的技术保障。

bc）/（p1q2+p2q1），计算试剂盒与金标方法结

1

果间的Kappa值，比较试剂盒与金标的符合程度。

1.1

材料与方法

[4-5]

，计

Kappa值在0.81~1，说明两个方法间完全符合；

ELISA试剂盒
3 种 P RV g E 抗 体 E L I S A 检 测 试 剂 盒 ， 每

在0.61~0.8，为高度符合；在0.41~0.6，为中度符

种试剂盒各3个批次：A品牌试剂盒（批号

合；在0.21~0.4，为比较符合；0.2以下为轻度符

CL456、BL680、BL524）、B品牌试剂盒（批号

合；0以下为不符合

[6-7]

MAE100633、MAE100640、MAE100652）、C品
牌试剂盒（批号P-01024、P-01118、P-1211）。3
种试剂盒的原理均为阻断ELISA。
1.2

病毒与细胞

表2

。

敏感性、特异性计算数据统计

ELISA
试剂盒结果

阳性

检测阳性

a（真阳性）

b（假阳性）

p1=a+b

检测阴性

c（假阴性）

d（真阴性）

q1=c+d

总计

p2=a+c

q2=b+d

PRV闽A株，猪肾细胞传代细胞系PK-15，均

中和试验结果
阴性

总计

由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畜病监测室保存。
1.3

参考血清

1.7

重复性试验

PR抗体阳性参考血清，中和抗体效价为

选取经中和试验判定的PR抗体阳性血清和阴

1 : （ 1 6 5 1 ± 8 3 9 ） ， PR抗体阴性参考血清，均

性血清各20份，进行重复性试验。在以下两个试

购自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

验结束后，对每份样品的3个结果（OD值）计算变

1.4

异系数（CV=平均值/标准差），再计算所有样品

临床血清样本的定性
背景清楚的临床猪血清样品180份，均来源于

的平均变异系数；以批内重复平均变异系数和批间

PR非免疫场。用病毒中和试验对其进行检测，最终

重复平均变异系数的大小，来衡量3种试剂盒的批

得到90份PR抗体阳性血清和90份PR抗体阴性血清将

内、批间稳定性。

[4]

其用于试剂盒各项指标的测定。具体操作见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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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批内重复性测定。每种试剂盒随机抽取1个批

２０１７ 年第 ３４ 卷第 １１ 期

次，用不同盒的3块板，对以上血清同时进行检测。

用试剂盒对同一批临床血清样品的检测结果，计算

1.7.2

批间重复性测定。每种试剂盒随机抽取3个

两两试剂盒结果间的相关性、符合率和Kappa值，

批次，每批各抽1块板，对以上血清同时进行检测。

发现3种试剂盒具有极显著的相关性以及极强或高

2

度的一致性；通过比较各试剂盒的阳性率高低，直

结果与分析

2.1

敏感性、特异性、与中和试验结果的符合度

测定结果

接得出三者敏感性的高低顺序。该研究在计算敏感
性时，没有考虑到试剂盒检测出的阳性结果并不一

各试剂盒敏感性较高，均在95%以上，其中试

定全是真阳性。而本研究在评价试剂盒的敏感性、

剂盒C敏感性最高，达到97.78%；各试剂盒特异性

特异性时，应用了“金标准”方法——病毒中和试

均在94%以上，其中试剂盒B的特异性达到100%。

验，来标定血清样品的阴、阳性，以此为标准来衡

各试剂盒检测结果与中和试验结果间的Kappa值均
大于0.9。这说明3个品牌试剂盒的测定结果与中和

量待检验试剂盒的特性。这样更加科学。杨涛等
应用Kappa检验来比较两种PRV gE抗体ELISA检测

试验结果均完全符合。符合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试

试剂盒，得出二者结果高度一致，均可应用于临床
检测。该文献只侧重于评价两两试剂盒间的一致

剂盒B、C、A。
表3
ELISA 检测
试剂盒 结果
A
B
C

2.2

阳性
阴性
阳性
阴性
阳性
阴性

[9]

性，而对诊断试验的特性——敏感性、特异性以及

各试剂盒诊断特性统计结果

中和试验结果
敏感性
阳性 阴性
（Se）/%
（90份）
（90 份）
87
5
96.67
3
85
86
0
95.56
4
90
88
4
97.78
2
86

特异性
（Sp）/%

与中和试
验间的
Kappa 值

94.44

0.91

100.00

0.96

95.56

0.93

重复性测定结果

试验结果的稳定性（重复性）和准确性未作评价。
本研究应用来自PR非免疫场的180份临床猪血清样
品，先用病毒中和试验对血清进行定性，然后以此
结果作为标准，对3种商品化试剂盒的敏感性、特
异性和准确度进行了评价；同时随机抽取同批中不
同反应板以及不同批次的反应板，来评价3种试剂
盒的批内、批间重复性，创新地对3种试剂盒的各
项特性进行了全面测定与比较。

试剂盒A、B、C的批内平均变异系数均小于

国际推荐的检测PR抗体的方法有病毒中和

10%，由此说明3种试剂盒的批内重复性均良好；

试验（VN）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

试剂盒C变异系数最小说明其批内板间稳定性最

其中，前者一直被认为是检测PR抗体的“金标

好；试剂盒C的批间平均变异系数小于10%，说明

准”，后来因其操作复杂、耗时长，在大量检测中

其批间重复性良好；试剂盒B的批间平均变异系数

往往被ELISA试验所取代 。因目前国内使用的PR

为11.02%，说明其批间重复性一般；试剂盒A批间

疫苗均为gE基因缺失苗，故非免疫场中，抗体阳

平均变异系数大于20%，说明其批间重复性较差。

性血清必为感染抗体阳性，即gE抗体阳性。

综合批内、批间重复试验结果，试剂盒稳定性由高
到低依次为C、B、A。
表4
试剂盒
A
B
C

各试剂盒批内、批间变异系数的比较
批内重复
CV/%
SD/%
8.60
11.60
5.23
8.21
4.45
3.98

批间重复
CV/%
SD/%
21.31
12.60
11.02
12.52
8.09
11.21

[10]

本研究结果表明，3种试剂盒检测结果与中
和试验结果的符合度极高。因此，这3种试剂盒
可以保证结果的准确性，均适用于临床PRV gE
抗体检测。从稳定性来讲，3种试剂盒的批内稳
定性均较好，批内重复平均变异系数均在10%以
内 （C<B<A） ； 但 批 间 稳 定 性 差 异 较 大，A、
B、C的批间重复平均变异系数分别为21.31%、
11.02%、8.09%。可见，若要对PRV野毒抗体进行

3

讨论

持续监测，就需试剂盒具备较好的稳定性，以保

目前对PRV gE抗体ELISA检测试剂盒的比较
[8]

与评价的研究并不多。陈伟杰等 通过分析3种商

证监测数据的可靠性和纵向可比性。这时应选择
（下转第 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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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因此，本试验设计的剂量梯度是建立在疫苗

Dromedaries（Camelus dromedarius）are of low susceptibility

说明书基础上的（牛羊免疫剂量为 1.0 mL）。最

to inoculation with foot-and-mouth disease virus serotype O[J].

小免疫剂量试验结果显示，免疫剂量为 2.0 mL 时，
能达到 70% 的免疫抗体群体保护率。疫苗免疫剂
量过量，既造成浪费，也会引起免疫抑制剂、免疫
[8]

迟缓等现象 。但是考虑到骆驼绒皮较牛羊厚，性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athology，2008，13（4）：187-193.
[4] 叶尔江·色尔哈孜，赛力克·库鲁西，努尔兰·木合买提，
等 . 乌鲁木齐市骆驼养殖现状与发展建议 [J]. 新疆畜牧业，
2016（8）：10-14.
[5] 陈文贤，范玉芳 . 骆驼注射口蹄疫 O 型 - 亚洲 I 型二价

情没有牛温顺，易出现吐胃液、甩脖子等现象，且

灭活疫苗免疫抗体消长检测报告 [J]. 中国动物检疫，2010，

在注射过程中存在沾壁、漏液等多种因素，为确保

17（1）：54-55.

注入骆驼体内疫苗的含量达到 2 mL，建议将该疫

[6] 王志刚 . 骆驼注射口蹄疫疫苗后不良反应的处置 [J]. 当代

苗的最佳免疫剂量定为 3.0 mL/ 头份。

畜牧，2009（12）：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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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淘汰贵重病畜、出口贸易时，则要求诊断试验的特

57-59.

异性越高越好，即假阳性结果越少越好，不错杀1例

[9] 杨涛，李谓娟. Kappa 检验比较2种猪伪狂犬 gE 抗体 ELISA

或错判1份样品，此时最好使用试剂盒B。临床实践

检测试剂盒[J]. 福建畜牧兽医，2015，37（6）：11-13.

中，应综合分析试剂盒的各项性能指标，并根据工作
需求合理选择最合适的诊断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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