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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非洲猪瘟病毒荧光 PCR 检测试剂盒
在检测猪肉及猪肉制品中的比较
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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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了解不同非洲猪瘟病毒荧光 PCR 检测试剂盒在检测猪肉及猪肉制品中的特征，采用国内外 6 种商品

化非洲猪瘟病毒实时荧光 PCR 检测试剂盒，分别对同一样本开展稳定性试验，对相同非洲猪瘟强阳性、中阳性
及弱阳性样本开展敏感性试验。结果显示：6 种试剂盒扩增稳定性良好；对强阳性样本，所有商品化试剂盒均
能检出；对中阳性及弱阳性样本，特别是弱阳性样本，不同试剂盒的检出情况不尽相同。因此在实际应用中，
应根据具体需求选择合适检测试剂盒。本试验为一线工作者选择使用不同商品化非洲猪瘟检测试剂盒提供了一
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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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ﬀerent ﬂuorescent PCR kits for detection of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ASFV）in pork and its products，stability test was conducted for the same samples by 6 domestic and foreign
PCR kits and sensitivity test for the samples with strong，medium and weak positive ASFV.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ll
the 6 kits were with good stability；for sensitivity test，the strong positive samples could be detected out by all 6 kits，
but medium positive and weak positive samples，especially the latter，the results were quite diﬀerent depending on
diﬀerent kits. Therefore，an appropriate kit should be selected according to speciﬁc need in practice. Some reference
was thereby provided for ﬁeld workers to select various kits.
Key words：African swine fever；ﬂuorescent PCR；commercial kit；pork and its product；comparative analysis

非 洲 猪 瘟（African swine fever，ASF） 是 由

效监控和防控病毒传播 [2]。商品化检测试剂盒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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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捷性在实验室 ASFV 快速检测中被广泛应用 [3]。

引起的一种急性、出血性、烈性传染病。世界动

本试验拟通过实时荧光 PCR 反应，对国内外不同

物卫生组织（OIE）将其列为须通报动物疫病。该

厂家生产的 6 种 ASFV 检测试剂盒性能进行比较，

病也是我国重点防范的一类动物疫病。目前国内

从而进一步了解不同生产厂家试剂对试验结果的影

[1]

外 ASF 疫情防控形势复杂多变 。ASF 在我国暴

响，以期为同行今后开展 ASFV 核酸检测提供参考。

发以来，海关系统迅速反应，对边境口岸截获的猪

1

肉及猪肉制品实行 100% ASFV 核酸检测，旨在有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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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样品
参考 OIE 推荐的 ASFV 荧光定量 PCR 方法 [4]

合成引物和探针，对口岸截获的不同类型猪肉及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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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制品进行检测。这些猪肉及猪肉制品经多次验证

测试剂名单，另外 2 种为国外试剂盒。根据试剂盒

确定为 ASFV 强阳性、中阳性及弱阳性样本，即为

产地分别将试剂盒编号为 A（美国）、B（法国）、

本试验样本。将检测 Ct 值稳定在 18~21 的样品划

C—F（国产）。不同试剂盒适用样品范围、反应体系、

定为强阳性样本，Ct 值稳定在 27~30 的样品划定

扩增程序、反应时长、结果判定均各有特点，详情

为中阳性样本，Ct 值稳定在 32~35 的样品划定为

见表 1~3。其中，4 种国产试剂盒已经过中国动物

弱阳性样本。将这些不同类型的样本充分均质确保

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比对评价，结果如表 4。

均一性。用全自动核酸提取仪，对不同样本进行核
酸提取。最终获得较为稳定的强阳性、中阳性及弱
阳性 3 种 ASFV 阳性核酸样本。另 1 份不同于上
述强阳性、中阳性、弱阳性样品的 ASFV 阳性核酸，
由本实验室之前保存备用。
1.2 试剂
6 种 ASFV 荧光 PCR 检测试剂盒分别购自国
内外不同生产厂家，均在效期内。其中国产试剂盒
4 种，均选自农业农村部公布的 ASFV 现场快速检
表2
试剂 体系 /µL 模板 /µL

表1

不同试剂盒适用样品范围

试剂
A
B

样品种类
抗凝血、血浆、血清、口腔黏液、肺、淋巴结、
肾脏、骨髓和扁桃体
全血、血清、器官或组织匀浆（脾脏、淋巴结、扁桃体、
骨髓、肾脏），可检测独立样本或最多 20 个混合样

C

抗凝血、血清、脾脏、肝脏、淋巴结、扁桃体以及软蜱

D

血液、血清、分泌物、脾脏、扁桃体、肾脏、淋巴结等

E

全血、血清、淋巴结、脾脏、肾脏、肾脏、扁桃体、
肺、肌肉、粪便、饲料、污水、环境样品等

F

全血、血清、淋巴结、脾脏、扁桃体等

不同试剂盒反应体系及时长
扩增程序

反应时
长 /min

备注

A

20.0

5.0

50 ℃ 15 min，1 个循环；95 ℃ 1 min，1 个循环；95 ℃ 15 s，
60 ℃ 30 s，45 个循环

50

有内参

B

8.0

5.0

95 ℃ 10 min，1 个循环；95 ℃ 15 s，60 ℃ 30 s，40 个循环

60

有内参，有快速程序，约 29 min

C

20.0

5.0

50 ℃ 2 min，95 ℃ 3 min，1 个循环；95 ℃ 8 s，55 ℃ 8 s，
5 个循环；95 ℃ 8 s，55 ℃ 8 s，40 个循环

30

有快速程序，约 17 min

D

15.0

5.0

95 ℃ 10 min，1 个循环；95 ℃ 15 s，60 ℃ 45 s，40 个循环

50

E

18.0

2.0

37 ℃ 2 min，95 ℃ 5 min，1 个循环；95 ℃ 15 s，58 ℃ 60 s，45 个循环

64

F

17.5

2.5

95 ℃ 30 s，1 个循环；95 ℃ 5 s，60 ℃ 40 s，40 个循环

表3
试剂盒
A
B
C
D
E

F

100

试剂盒有效性成立条件

31

不同试剂盒结果判定标准
结果判定标准

阴性对照无特定的扩增曲线，阳性对照有明显扩增
有 Ct 和特异的扩增曲线，内参质控有或无扩增曲线，判为阳性；
曲线，检测和内参通道 Ct 均＜ 38
检测通道无扩增曲线，内参通道形成扩增曲线，判为阴性
阳性对照存在特异曲线，阴性对照无曲线。每个样
单个样本有 Ct 和特异的扩增曲线，内参质控有或无扩增曲线，判为阳性。
本内参通道都存在特征曲线（用病毒阴性样本做阴
检测通道无扩增曲线，内参质控有或无扩增曲线，判为阴性
性对照时内参通道有曲线，用水则无特征曲线）
阴性对照无特定的扩增曲线，Ct ＞ 38 或无，
荧光信号有指数型增加，Ct ＜ 35，判为阳性；35 ≤ Ct ≤ 38，复检一次，复检
阳性对照有明显扩增曲线，且 Ct ≤ 30
结果为阳性判为阳性，否则判为阴性；Ct ＞ 38 或无明显扩增曲线，判为为阴性
Ct ≤ 35，判为阳性；Ct ＞ 40 或无明显扩增曲线，判为为阴性；35 ＜ Ct ≤ 40，
阴性对照不产生任何的扩增曲线，
如扩增曲线为对数扩增曲线，判为可疑；可疑样本重新抽提复检一次，复检
阳性对照产生扩增曲线
扩增曲线为对数扩增曲线判为阳性，否则判为阴性
Ct ＜ 40 且出现特意扩增曲线，判为阳性；
阴性对照 Ct ≥ 40 或无，阳性对照，
Ct ＜ 30 且出现明显扩增曲线
Ct ≥ 40 或无，判为阴性
Ct ≤ 35，有明显指数增长，判为阳性；
阴性对照 Ct ＞ 38 或无，线形为直线或轻微倾斜，
Ct ＞ 38 或无，判为为阴性
无明显指数增长期和平台期，阳性对照 Ct ≤ 30，
35 ＜ Ct ＜ 38，判为可疑；重新抽提复检一次，
有明显指数增长，呈典型的 S 型曲线
若仍在 35~38 范围，有明显指数增长，判为阳性，否则判为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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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4 种国产试剂盒经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6]
%
比对评价结果

试剂

敏感性

特异性

C

100

100

D

100

100

E

100

100

F

96.67

100

仪器设备

1.3

核酸提取仪，购自西安天隆科技有限公司；
高速冷冻离心机，购自长沙湘仪检测设备有限公
司；冷冻研磨仪，购自上海净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数显恒温水箱，购自常州普天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荧光定量 PCR 仪，购自美国应用生物系统（ABI）
公司。
2

图1

不同类型 ASFV 阳性模板验证结果

验证试剂盒敏感性。按每个检测试剂盒说明书标识
的反应体系配制反应液，并分别加入已提取的模板
DNA，同时设置试剂盒阴阳性对照和空白对照。
使用荧光定量 PCR 仪进行扩增，各试剂盒反应程

方法

序按说明书要求设定。

样品性能验证

2.1

+. 弱阳性样本 ；++. 中阳性样本 ；+++. 强阳性样本 ；+C. 阳性对
照 ；-. DEPC 水（反应体系配置阴性对照，验证体系配制过程是否
；
。
污染）
-C. DEPC 水（核酸抽提阴性对照，验证抽提过程是否污染）

以 OIE 推荐的 ASFV 荧光定量 PCR 方法合成
引物和探针，对获得的 ASFV 阳性核酸样本再次验
证，发现 Ct 值大小与预期相符。为验证模板 DNA
稳定性，4 名实验员（G—J）分别随机以抽提好的
不同类型 ASFV 阳性模板和阴性对照上机验证。
验证结果如表 5，上机曲线如图 1。Ct 值大小与预
期相符。
表5

3 类不同强度 ASFV 阳性核酸由不同
实验员验证结果（Ct 值）

实验员 强阳（+++） 中强阳（++） 弱阳（+） 阴性对照（﹣）

2.3 数据分析
观察不同试剂盒扩增情况，分析不同试剂盒
对相同核酸样品以及强阳性、中阳性及弱阳性 3 种
ASFV 核酸样品检测 Ct 值差异。
3

结果与分析
荧光 PCR 试验结果均经仪器自动分析获得。

各试剂盒阴阳性对照均符合说明书标示范围，试验
阴阳性质控符合要求，有效性成立。
3.1 稳定性试验
如图 2 所示，使用不同试剂盒对同 1 份 ASFV

G

20.89

27.65

35.64

UND.

H

18.86

27.97

34.21

UND.

阳性核酸样本进行 6 个平行孔扩增，得到的扩增曲

I

19.23

28.60

34.51

UND.

线轮廓大致相同，表明所用的 6 种试剂盒（A—F）

J

20.27

28.59

32.88

UND.

重复性均较好。此外，6 种试剂盒检测 Ct 值统计

均值

19.81

28.20

34.31

UND.

结果（表 6）显示，虽然不同试剂盒检测 Ct 值均

2.2

注：“UND.”表示未检出。

值存在差异，但同一试剂盒在重复（6 个平行孔）

荧光定量 PCR 检测

检测同 1 份样品时 Ct 值差异较小。这同样说明此

以实验室留存的 1 份 ASFV 阳性核酸分别验

6 种试剂盒扩增稳定性良好。其中 D 试剂盒标准差

证 6 种试剂盒稳定性，每个试剂盒做 6 个平行孔。

最小，样品间差异最小。

然后以强阳性、中阳性及弱阳性 3 种 ASFV 核酸

3.2

样品分别验证试剂盒检测情况，再将弱阳性核酸
样品按 1:2、1:4、1:8 稀释，设置平行孔，进一步

敏感性试验
以强阳性、中阳性及弱阳性 3 种 ASFV 样品

分别验证试剂盒检测情况。结果（图 3）显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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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 分别代表检测试剂盒 A—F。

图2
表6
试剂盒

即对数期出现的时间和对数增长曲线的斜率不同。

相同阳性核酸不同试剂盒检测 Ct 值
平行孔

1

6 种试剂盒稳定性试验结果

2

3

4

5

6

平均值 标准差

其中 F 试剂盒仅对强阳性样本有扩增曲线。就本
次试验扩增情况而言，A—E 试剂盒结果较为理想。

A

30.35 29.89 30.01 30.20 29.79 29.90

30.02

0.21

B

28.88 28.76 29.23 29.12 29.16 28.84

29.00

0.20

C

25.79 25.51 25.46 25.36 25.84 25.74

25.62

0.20

所有试剂盒均可检出，检测 Ct 值为 17.93~28.86，

D

28.61 28.49 28.42 28.63 28.78 28.73

28.61

0.14

平 均 值 为 22.81； 对 于 中 强 阳 性 样 品，Ct 值 为

E

30.54 30.56 30.20 31.06 30.48 30.73

30.60

0.29

F

29.92 29.55 29.72 29.94 30.03 30.40

29.93

0.29

23.86~28.85，均值为 27.38；对于弱阳性样品，Ct

同试剂盒扩增不同强弱的 ASFV 核酸样品得到的

Ct 值统计结果（表 7）显示：对于强阳性样品，

值为 28.77~32.95，均值为 31.87。F 试剂盒仅成功
检出强阳性样品，对中阳性和弱阳性样品均未检

扩增曲线轮廓大致相同，扩增曲线均呈现对数增长

出，且强阳性样品检测 Ct 值为 28.86，与其他试剂

后趋于平稳。但不同试剂盒扩增曲线呈现不同特征，

盒差异极显著（P ＜ 0.01）。E、F 试剂盒模板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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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 分别代表检测试剂盒 A—F ；+. 弱阳性样本 ；++. 中阳性样本 ；+++. 强阳性样本 ；
+KIT. 试剂盒阳性对照 ；-KIT. 试剂盒阴性对照 ；-. 抽提阴性对照 ；CK. 空白对照。

图3

不同试剂盒对不同强弱 ASFV 核酸样品扩增结果

入量差异最小，分别为 2、2.5 µL，但对不同强弱

不同试剂盒对不同强弱 ASFV 核酸样品检测 Ct 值

表7

的阳性样本试验结果差异明显。A、B、D 试剂盒

试剂

强阳（+++）

中强阳（++）

弱阳（+）

模板加入量均为 5 µL，对不同强弱的阳性样本试

A

23.04

28.85

32.63

B

21.60

27.17

32.63

C

17.93

23.86

28.77

验结果数值接近，这 3 种试剂盒检测 Ct 值与 OIE
推荐的 ASFV 荧光定量 PCR 方法检测 Ct 值（表 5）

D

22.56

28.60

32.95

在中阳性、弱阳性样本的检测中无显著差异（P ＞

E

22.89

28.41

32.36

F

28.86

UND.

UND.

均值

22.81

27.38

31.87

0.05）。C 试剂盒模板加入量也为 5 µL，对不同强
弱的阳性样本检测 Ct 值在本次比对试验中最小，
其对强阳性、中阳性、弱阳性样品检测 Ct 值分别
为 17.93、23.86、28.77，均小于 OIE 推荐的 ASFV
荧光定量 PCR 方法。由此可见，不同试剂盒的敏

注：“UND.”表示未检出。

感性存在不同差异。
将弱阳性核酸样品按 1:2、1:4、1:8 进行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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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设置 2 个平行孔，进一步验证不同试剂盒的

室检测需求进行选择。A、B 为进口试剂盒，检测

敏感性。结果（表 8）显示，除了 F 试剂盒，其他

结果稳定，且可同时扩增病毒 DNA 和猪内参基因。

试剂盒均能检出稀释后的 ASFV 弱阳性样本。

检测内参基因既可验证被检测样本猪源细胞的存

表8

不同试剂盒在不同稀释度下对弱阳性
ASFV 核酸检测 Ct 值
稀释度

试剂盒

证荧光 PCR 扩增过程中抑制因子存在与否。实际
工作中如果对实验室质控要求较高，可以考虑选择

1:2

1:4

1:8

A

33.57，33.51

34.79，34.03

36.27，35.79

这些进口试剂盒。C 试剂盒对 3 种强弱的 ASFV 阳

B

32.12，33.34

33.60，34.35

35.14，34.39

性样本检测 Ct 值都低于理论值和其他试剂盒检测

C

27.56，27.75

29.54，29.06

29.55，31.02

均值，究其原因可能与试剂盒反应液中相关酶扩增

D

32.26，31.42

32.92，33.17

35.41，33.61

E

30.83，31.50

33.35，32.57

32.94，33.17

效率和离子含量和活性有关，其在相同浓度 DNA

F

UND.

UND.

UND.

注：“UND.”表示未检出。

4

在，辨别样本处理和提取是否存在问题，同时可验

讨论

模板情况下扩增效率最高。该试剂盒理论反应时间
较短，在仪器允许条件下可以设置快速程序。如果
想以最快速度得到定性检测结果可以选择该试剂
盒，但是其多次验证比对样本的 Ct 值均低于理论

通过试验比对，发现大部分试剂盒均能较好

值，所以不能单凭该试剂盒检测结果判定检测样本

检测出猪肉及猪肉制品中不同强弱 ASFV 阳性核

中实际模板浓度大小，同时，也要注意预防假阳性

酸样本，能满足实验室检测基本需求。本次试验使

结果。在实际检测工作中，ASFV 样本的定性检测

用的不同强弱 ASFV 阳性 DNA 模板来自口岸截获

需要在实验室质量控制条件下多试剂盒比对或多方

的猪肉及猪肉制品混样，且样品灭活后经过多轮试

法比对，才能较为准确地给出判定结果。

验验证。试验发现，F 试剂盒虽然扩增时间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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