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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2017 年 3 月山东省莱芜市某猪场保育猪群发生以高热（40.8~41.5 ℃）、精神高度沉郁、食欲不振、皮

肤出血潮红及耳尖发绀为主要症状的急性热性传染病。为明确引起此次疫情的致病因素，对患病猪进行了病理
剖检、组织病理学检查、分子生物学检测、病毒分离与鉴定，对分离病毒进行了 E2 基因的分子克隆测序及同
源性比对，最终确定该病由猪瘟病毒感染引起，并分离到 1 株猪瘟病毒（SDLW2017）。该病毒株 E2 基因全长 1
119 个碱基（nt），共编码 373 个氨基酸（aa）；相似性分析表明，SDLW2017 分离株与其它参考株的核苷酸相似
性介于 82.1%~96.3%，氨基酸相似性介于 88.5%~97.6%，与 1.1 亚群 HCLV 株的核苷酸和氨基酸相似性最低，分
别为 82.1% 和 88.5%，而与 2.1 亚群参考株的核苷酸和氨基酸相似性较高，分别为 91.8%~96.3% 和 95.2%~97.6%，
其中与 2.1b 亚型参考株（GXWZ02）的相似性最高，分别为 96.3% 和 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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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acute febrile infectious disease occurred in a swine farm，with high fever（40.8-41.5 ℃），depressed
spirit，inappetence，the skin ﬂushing and cyanosed tip of ear，and so on，in March 2017 in Laiwu City of Shandong
Province. To identify the infective pathogen，pathological examination，histopathological examination，molecular
biology detection，virus 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were carried out，and molecular cloning，sequencing and
homology comparison of E2 gene were performed on the isolated virus. It's diagnized as CSFV infection ﬁnally，and a
strain named SDLW2017 was isolated.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E2 gene of SDLW2017 was 1 119 nucleotide（nt）
in length and coded 373 amino acids（aa）. The similarity analysis of nucleotide and amino acid sequences revealed
that SDLW2017 strain shared a nucleotide similarity of 82.1%-96.3% and an amino acid similarity of 88.5%-97.6% with
other reference strains. The nucleotide and amino acid similarity of the HCLV strain with the 1.1 subpopulation were
82.1% and 88.5%，respectively. When compared with the subgenotype 2.1 strains，SDLW2017 strain shared higher
nucleotide（91.8%-96.3%）and amino acid（95.2%-97.6%）similarities. The newly isolated strain shared the highest
nucleotide（96.3%）and amino acid（97.6%）similarity with subgenotype 2.1b strain（GXWZ02）.
Key words ：Classical swine fever virus ；virus separation and identiﬁcation ；homology comparisons

猪瘟（Classical swine fever，CSF）是一种由

大损失的高度接触性传染病。当前在临床上，根据

猪瘟病毒（CSFV）引起的，可以对养猪业造成重

其表现症状不同，CSF 可分为 6 种病型：最急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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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型、亚急性型、慢性型、持续感染型和复杂感

通讯作者 ：刘思当

染型 。不同病型的临床表现各异。目前，CSF 临

8

[1]

２０１７ 年第 ３４ 卷第 １１ 期

床病例以非典型性症状为主。母猪不表现明显临床

1.3

症状，但会因繁殖障碍造成新生仔猪的慢性死亡或
[2]

继发其他疾病 。
目 前 CSF 的 诊 断 方 法 主 要 有 临 床 病 理 学 诊

样品采集
在对病猪进行系统的临床症状观察和病史调

查后，初步怀疑为 CSF，随后对患病猪进行了病理
剖检和病料采集。采集大脑、脾脏、淋巴结、扁桃体、

断、中和试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

肾脏、肺脏及肝脏等组织，将每头猪的组织病料分

免疫荧光抗体试验和分子生物学诊断。当前最常

开保存，并将各组织分成两份：一份冻存于 -80 ℃

用的分子生物学检测方法是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
（PCR）、逆转录 PCR 或者称反转录 PCR（Reverse
transcription-PCR，RT-PCR）。RT-PCR 技 术 能 够
根据不同病原基因序列设计的相应特异性引物，区
分常见猪病中的多种病原，已被广泛应用于 CSFV
的实验室检测。为进一步提高检测效率，多重 RTPCR 技术应运而生。多重 RT-PCR 是一种快速、高
效、高敏的实验室检测手段，只需进行 1 次试验就
可以检测多种病毒，为实验室检测的开展提供了很
大便利

[3-5]

。

冰箱，以备进行病原分离及病原检测；另一份则固
定于 10% 的福尔马林溶液中，以备进行组织病理
学检查。同时，对发病猪场的经产母猪、断奶前仔
猪及保育仔猪进行前腔静脉采血，分离血清，待检。
1.4

实验室检查

1.4.1

组织病理学检查。将采集的组织病料经

10% 的福尔马林溶液固定后，制作常规石蜡切片，
经苏木素 - 伊红（HE）染色后进行光镜观察。
1.4.2

病原学检查。将冻存于 -80 ℃冰箱中的组

针对 CSF 疫情，目前尚无有效的防治药物，

织病料取出，解冻后取一部分加入适量灭菌磷酸

必须借助实验室进行综合诊断、快速确诊，以便采

盐缓冲液（PBS）并研磨成匀浆，10 000 r/min 离

取针对性的防控措施，减少细菌的继发感染，避免

心 4 min 后取上清，然后用病毒核酸提取试剂盒提

疫情蔓延。抗体检测能够明确猪群的猪瘟免疫状态

取病毒核酸。依据 Genbank 公布的序列分别设计

并指导免疫程序的优化调整，因此需对猪群进行系

CSFV、猪蓝耳病病毒（PRRSV）、猪伪狂犬病病

统的抗体检测，并以此为依据，优化免疫程序，降

毒野毒（PRV gE）及猪圆环病毒 2 型（PCV2）的

低 CSF 的发生风险。现就一临床病例进行 CSF 综
合诊断及病毒的分离鉴定和基因测序。
1
1.1

材料与方法
猪场发病背景及样品采集
疑似病料采自山东省莱芜市某规模化猪场。

特异性引物（表 1）；用 PCR/RT-PCR 方法进行扩
增后，将扩增产物于 1.5% 的琼脂糖凝胶中进行电
泳；电泳结束后在紫外凝胶成像仪下根据条带位置
大小判定病猪的病原感染状况。

该场保育后期猪群发生以高热（40.8~41.5℃）、精

表1

神沉郁、食欲不振、皮肤潮红及耳尖发绀为主要特

病原

征的急性热性传染病，发病率约 20%（75/370），

CSFV

3 d 内病死率为 36%（27/75）。猪场技术人员对发

PRRSV

病猪只肌注退烧药后，未见明显疗效，遂送来 2 头

PRV

病猪，请求进行实验室确诊。
1.2

送检病猪的临床检查
对送检病猪解剖前进行临床检查，发现病猪主

PCV2

1.4.3

PCR/RT-PCR 引物序列

引物序列（5' → 3'）
F-CCAARAGAGCATGAGAAGG
R-TTCTCTATAGTGTTGGTCATTCC
F-CGGTTTTGATGGGCGACA
R-TGCAGGCGTGCGAGGTAA
F-GATGACCTCAACGGCGACCTC
R-GCGAGAAGAGCTGCGAGTGG
F-CCCCAGGAGGGGGCTCAAACC
R-GCCTACGTGGTCTACATTCCC

退火温 扩增大
度 /℃ 小 /bp
57

800

51

550

58

550

52

650

病毒分离及 CSFV E2 基因序列分析。将经

要表现为精神高度沉郁，食欲下降乃至废绝，喜欢

过 RT-PCR 鉴定为 CSFV 阳性且其余病原阴性的病

扎堆，高烧不退（40.8~41.5℃），全身皮肤呈紫红色，

料匀浆液上清过滤（0.22 µm 滤器），将滤液接种

有密集的出血点及出血斑，耳尖及四肢末梢发绀。

于长满单层的猪肾（PK-15）细胞，盲传 3 代后收毒；
9

将细胞及上清按上述方法提取核酸后进行 PCR 鉴
定。另外，设计扩增 CSFV E2 基因全长的特异性
引物，对仅 CSFV 阳性的核酸进行 E2 基因全长的
扩增。将扩增产物进行胶回收纯化，并连接 pMD
18-T 载体，然后转化 DH5α 感受态细胞及挑菌培养；
将经鉴定为 CSFV E2 基因阳性的菌液送至上海生
工生物公司测序。对本研究中分离到的与 GenBank
中录入的 CSFV 的 E2 基因（表 2）进行核苷酸序
列及氨基酸序列比对，分析分离株的序列特征。
表2

Gen Bank 中 27 株参考毒株 E2 基因的序列信息

编号 登录号 亚型
1 AF091507 1.1
2 AF091661 1.1
3 AF092448 1.1
4 AY027672 2.1a
5 AY367767 2.1b
6 AY554397 2.1a
7 AY578688 1.2
8 AY646427 3.4
9 DQ907714 2.1d

编号 登录号 亚型
10 DQ907717 2.2
11 EF683612 2.1b
12 FJ529205 2.1d
13 GQ923951 2.1a
14 GU233734 2.3
15 GU592790 2.1b
16 HQ148061 2.3
17 HQ697223 2.1c
18 HQ697226 2.1c

编号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登录号
亚型
HQ697227 2.1c
JQ001834 2.1d
JQ411570 1.3
JX028200 1.3
JX028201 1.4
JX028203 1.4
KC851953 2.2
L49347
3.4
M31768
1.2

A. 病猪全身皮肤潮红；B. 耳朵发绀。C. 全身淋巴结肿大出血，切面呈
大理石样变化；D. 脾脏边缘有出血性梗死灶；E. 肾脏表面弥漫分布针
尖大至斑点大出血点；F. 心外膜出血；G. 剖开结肠可见肠黏膜覆盖一
层糠麸样物质，剥离后可见结肠黏膜充血、溃疡；
H. 膀胱黏膜可见大小不等的出血斑点；I. 喉头出血

图1

病猪的剖检病变

量淋巴细胞和单核细胞浸润形成“脑血管袖套现象”
（图 2-A）；变性坏死的神经元被胶质细胞吞噬，
出现“噬神经现象”及“卫星现象”（图 2-B）。
淋巴结表现出血性坏死性淋巴结炎病变，淋巴细胞

1.4.4

血清学检查。为进一步明确致病原因，同

时监测该场的 CSFV 免疫状态。经前腔静脉无菌采
集该猪场经产母猪血液 10 份、哺乳仔猪血液 10 份、
45 日龄保育猪血液 10 份，分离血清后使用 CSF 抗
体检测试剂盒检测猪群抗体水平及其离散度。
2
2.1

结果
患病猪临床剖检结果
临床检查可见病猪全身皮肤潮红（图 1-A）、

耳朵发绀（图 1-B）。剖检可见其全身淋巴结肿大、

大量崩解坏死，细胞核浓缩深染、崩解破碎、溶解
消失（图 2-C）。心肌出血，肌纤维间散在红细胞（图
2-D）。肾小球充血、出血，肾小管上皮细胞变性、
坏死，肾间质充血、出血（图 2-E）。脾脏出现出
血性梗死区，并充满红细胞（图 2-F）。
2.3

病原学检查结果
对 采 集 的 病 料 进 行 了 CSFV、PRRSV、PRV

gE、PCV2 检测，仅在病料样品中检出了 CSFV，

出血，切面呈典型“大理石样”变化（图 1-C）；

未检出其它病毒（图 3）。

脾脏边缘可见出血性梗死灶（图 1-D）；肾脏表

2.4

病毒接种细胞后的分离与鉴定结果

面可见呈弥漫性分布的针尖至斑点大出血点（图

将经 RT-PCR 鉴定为 CSFV 阳性且其它病原

1-E）；心外膜出血（图 1-F）；结肠肠黏膜表面覆

均为阴性的病料匀浆液，用 0.22 µm 滤膜过滤，然

盖一层糠麸样物质，剥离后可见结肠黏膜充血、溃

后接种到长满单层的 PK-15 细胞，置于 37 ℃、5%

疡（图 1-G）；膀胱黏膜表面可见大小不等的出血

CO2 的条件下培养。在 PK15 细胞接种病料 40 h 后，

斑点（图 1-H）；喉头出血（图 1-I）。

在显微镜下观察，可见明显的细胞病变，以细胞圆

2.2

缩、聚集和脱落为主要特征。继续培养至 48 h，此

病理组织学检查结果
将固定于 10% 福尔马林溶液中的组织器官病

时细胞病变达 70%，收毒；将细胞瓶置于 -20 ℃冰

料，经常规石蜡切片、HE 染色后镜检，能够见到

箱中进行反复冻融 3 次后，10 000 r/min，5 min 离心；

典型的病毒性脑炎病变：大脑毛细血管周围可见大

用细胞上清提取核酸进行 PCR/RT-PCR 检测，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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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为 1 119 bp，共编码 373 个氨基酸。相似性分析
结果表明，该分离毒株与其它参考毒株的核苷酸相
似性在 82.1%~96.3% 之间（图 4），氨基酸相似性
在 88.5%~97.6% 之间（图 5）。该分离株与其它 8
个基因亚型的参考毒株相比（表 3），与 1.1 亚型
的 HCLV 株核苷酸和氨基酸相似性最低，分别为
82.1% 和 88.5%，而与 2.1 亚型的参考毒株具有较
高的核苷酸和氨基酸相似性，分别为 91.8%~96.3%
和 95.2%~97.6%。 其 中，SDLW2017 与 2.1b 亚 型
参考毒株（GXWZ02）的同源性最高，核苷酸和氨
基酸相似性分别为 96.3% 和 97.6%。此外，新分离
株与 2.1d 亚型的同源性要高于 2.1a 及 2.1c。这表
明 2.1b 亚型和 2.1d 亚型具有较高的相似度。这与
之前的报道相吻合。
A. 典型的病毒性脑炎病变，大脑小动脉充血，周围有大量淋巴细胞和
单核细胞浸润形成“脑血管袖套现象”，400×；B. 神经元变性坏死，
可见“噬神经现象”及“卫星现象”，400×；C. 淋巴结内淋巴细胞崩
解坏死，核浓缩深染、崩解破碎、溶解消失，200×；D. 心肌纤维间散
在红细胞，200×；E. 肾小球充血、出血，肾小管上皮细胞变性、坏死，
肾间质充血、出血，200×；F. 脾脏出血性梗死区充满红细胞，200×

图2

2.6

分离毒株与 CSFV 参考株 E2 基因系统发育

进化树分析结果
将 新 分 离 株 SDLW2017 与 27 株 参 考 毒 株 构
建进化树（图 6）。结果表明，这 28 株序列被分
到了 3 个基因群（1、2、3）中，其中包括 8 个基

病猪的组织病理学变化

因亚群（1.1~1.4、2.1~2.3、3.4）。2.1 亚群在进化
树中被突出显示，并被进一步划分为 2.1a、2.1b、
2.1c 及 1 个被新定义的 2.1d 基因亚群。本次分离
得到的 CSFV 在进化树中处于 2.1b 亚群，与传统
M. DL2 000 DNA Marker；+. 阳性对照；-. 阴性对照；S. 样品

图3

病料样品中相关病原的检测结果

的石门毒株（1.1）或兔化弱毒疫苗毒株（HCLV，
1.1）相比，具有较大差异。

仅有 CSFV 被检出，未检出
PRRSV、PRV 或 PCV2， 从
而成功分离出 CSFV。
2.5

分离毒株与参考株 E2

基因核苷酸及氨基酸序列相
似性分析结果
将分离到的病毒命名
为 SDLW2017。 对 该 毒 株
的 E2 全基因扩增后进行测
序， 发 现 扩 增 片 段 大 小 为
1 402 bp，其中 E2 基因全

图4 SDLW2017与27个参考毒株E2基因核苷酸序列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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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CSF 作为我国畜牧

业四大疫病之一，至今
流行已超过 70 年。我国
虽然于 1956 年就提出了
消灭 CSF 计划，并在一
定程度上控制了其暴发
和大范围流行，但并未
杜绝其流行，而且其流
行特点和发病特征还发
生了很大变化，呈现为
[6]

大范围的散发流行 。

SDLW2017与27个参考毒株E2基因推导氨基酸序列的相似性

图5
表3

分离株与8个CSFV参考毒株的核苷酸及氨基酸相似性

HCLV
分离
毒株
（1.1）
SDLW 氨基酸（aa） 88.5
2017 核苷酸（nt） 82.1

96TD GXWZ02 HN2010
SDQS
LAL290
（2.1a） （2.1b） （2.1c） （2.1d） （2.2）
96.2
97.6
96.2
95.7
90.6
94.1
96.3
91.8
93.7
86.3

单位：%
Novska
（2.3）
92.5
87.4

TWN
（3.4）
89.3
82.3

目前大多数 CSF 病例都
是亚临床性的非典型病
例，主要引起妊娠母猪
生殖障碍、新生仔猪成
活率低及保育猪的慢性

感染和发病。此外，分子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
我国流行的 CSFV 的基因型也在逐渐发生变化。中
国兽医药品监察所等单位对 1979—2008 年间从我
国近 60 免疫 CSF 疫苗的猪场发生了疑似 CSF 疫情，
[8]

且发病率较高 。2015 年初，相似疫情也发生在山
东省的一些常规免疫猪场，并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经
[9]

济损失 。为查找引起该疫情的病原，明确其发病
图6

2.7

分离株与参考毒株的进化树分析结果

血清中 CSF 抗体水平检测结果
抗体检测结果显示，经产母猪整体阳性率偏

机制，在山东省莱芜市某疑似发生 CSF 的猪场采
集病料并进行了系统的实验室检测，最终确认疫情
系 CSFV 感染所致。

低，且离散度大，因而哺乳仔猪得不到有效的母源

本研究利用 CSFV E2 基因全长序列，构建了

抗体保护，极易受到外界野毒的感染。而保育猪平

系统发育进化树，发现该 CSFV 分离株与参考毒

均抗体阻断率偏高，不符合一免之后的抗体消长规

株（1.1、2.1、2.2、2.3 和 3.4） 相 比， 处 于 2.1 亚

律，怀疑有 CSFV 野毒感染。CSFV 抗体水平检测

型，而且与其中的 2.1b 基因亚型具有最高的相似

结果见下表 4。
表4
猪群类别
经产母猪
哺乳仔猪
保育猪

不同阶段猪群的猪瘟抗体水平

血清数
／份
１０
１０
１０

阳性数
／份
６
４
１０

阳性率
／％
６０
４０
１００

平均阻断率 离散度
／
／％
％
５６．１７
４３．０１
３５．８３
４０．２３
９１．２９
４４．１６

注：离散度 ＝ 标准方差 ／ 抗体平均值 ×１００％。该值反映猪群抗体
水平的离散度，变异系数越大表示抗体水平越不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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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因而判定造成该场 CSF 疫情发生和流行的病
毒株属于 2.1b 亚型。文献资料表明，该基因亚型
的 CSFV 能够导致易感猪群发生疫情并造成较大经
济损失，而传统的 C 株疫苗免疫难以有效阻止该
毒株的流行和致病。由于本研究的局限性，未能对
该病毒株的分子生物学特性、抗原性及病毒毒力等
（下转第 16 页）

养羊户受利益驱使，不时从内蒙古、新疆等外地购

（街）的分布位置，对于进一步控制本市的布病具

入羊只，以及从本省其他地区购入未经检疫的低价

有重要作用。今后应重点加强对阳性镇街的监测和

羊只，进行短期饲养育肥，待节日期间或高价时集

监视，对于布病阳性的羊只，及时采取了扑杀及无

中出售。这增加了布病传入的风险。此外，相邻自

害化处理措施。同时加大布病的培训和宣传工作，

然村或镇街存在共用种羊和放牧区现象。一旦有布

让全社会认识布病，营造控制布病的良好氛围。对

病阳性羊只流入，恨容易导致布病的水平传播。

羊群的布病免疫和检疫，应强化监督管理，防止养

二是以往开展布病调查时，在计算样本量和

殖户免疫布病疫苗及布病阳性羊只的调入，通过监

随机选择羊群和羊只时，由于对兽医流行病学知识

测有序开展布病净化，最终消灭布病。

了解不足，存在样本量不足和便利抽样的情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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