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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0 年四川省兽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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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评估四川省兽医系统实验室检测能力和水平，2018—2020 年四川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全

省 21 个地市（州）级兽医实验室开展了检测能力比对。结果显示 ：2018—2020 年全省整体平均正确率分别为

95.59%、97.09% 和 97.88%，说明四川省地市（州）级兽医实验室检测能力处于较高水平，能满足非洲猪瘟、
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检测需要。同时，部分实验室也反映出一些问题，如设备差、检测水平不高、检测报告
不规范等。建议加大兽医实验室建设力度，更新完善检测设施设备 ；加强实验室技术人员培训，提升其检测能
力和水平 ；同时继续推进兽医系统实验室考核工作，加强比对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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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capacity and level of veterinary system laboratories in Sichuan Province，21

veterinary laboratories at municipal/prefecture level across the province were organized by Sichuan Center for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for proﬁciency tests from 2018 to 2020.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accuracy
rates were 95.59%，97.09% and 97.88% successively for the three years，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capacity of these
laboratories was at a relatively high level，
and could be suﬃcient to detect African swine fever
avian inﬂuenza
（ASF）
，
（AI）
and other major animal diseases，but some problems were also found in some laboratories，such as poor equipment，
low detection level，non-standard test report，etc. It was therefore suggested to further construct veterinary laboratories
through updating and improving test facilities，increase trainings for laboratory technicians to improve their abilities
and level of skills，and continue to evaluate veterinary system laboratories through comparative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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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兽医系统实验室能力建设，提高全省
兽医系统实验室检测能力，四川省动物疫病预防控

共计 6 个项目。
1.2

2018—2020 年四川省地市（州）级兽医实验

制中心按照农业农村部《兽医系统实验室考核管理
[1]

[2]

《兽医系统实验室考核工作实施方案》 、
《关
办法》 、

比对项目采用方法及标准

室比对项目、采用方法和标准，详情见表 1。

于开展兽医系统实验室检测能力比对工作的通知》
以及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开展全省兽医系统实
验室检测能力比对工作的通知要求》等文件有关要
求，于 2018—2020 年组织开展了全省地市（州）

表1
年份

项目
禽流感病毒核酸检测

RT-PCR

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2018

口蹄疫病毒核酸检测

RT-PCR

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猪瘟病毒抗体检测

ELISA

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级兽医实验室检测能力比对工作。全省 21 个地市
（州）级兽医实验室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盲

2019

力比对结果进行了梳理分析，以期提高兽医实验室
检测能力，更好地发挥兽医实验室作用。
1

GB/T 18936—2003

荧光 RT-PCR 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猪瘟病毒抗体检测

ELISA

O 型口蹄疫病毒抗体检测

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荧光 PCR 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2020 禽流感 H5 亚型抗体检测 HA-HI 试验

1.3

检测标准

ELISA

GB/T 18936—2003
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比对样品
2018 年每个比对项目设置 5 份盲样，2019—

2020 年每个比对项目均设置 6 份盲样。样品均由

材料与方法

1.1

口蹄疫病毒核酸检测

非洲猪瘟病毒核酸检测

验室检测能力及水平，也可反映出存在的问题。本
文对 2018—2020 年四川省兽医系统实验室检测能

检测方法

禽流感 H9 亚型抗体检测 HA-HI 试验

样领取、检测、正式报告出具和结果上报等流程。
比对结果既可客观反映四川省地市（州）级兽医实

比对项目、方法及标准

相应国家参考实验室或试剂公司提供，经四川省动

比对项目
四川省历年比对项目为 3 个，包括 1~2 个病

原学检测项目和 1~2 个血清学检测项目。2018—
2020 年涉及的比对项目包括：禽流感病毒核酸检
测（RT-PCR 方法）、口蹄疫病毒核酸检测（RT-PCR/

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验证、编号和封装后，由参与
比对的 21 个地市（州）级兽医实验室派专人在指
定时间统一领取，并要求在 12 h 内送达参与比对
的实验室。
1.4

比对试剂

荧光 RT-PCR 方法）、猪瘟病毒抗体检测（ELISA

参与比对的 21 个地市（州）级兽医实验室采

方法）、禽流感病毒抗体检测（HA/HI 方法）、非

用的试剂均来自同一厂家、同一批次，由四川省动

洲猪瘟病毒核酸检测（荧光 PCR 方法）以及 O 型

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统一采购、验证并发放。比对

口蹄疫病毒抗体检测（固相竞争 ELISA 方法），

试剂厂家及批号见表 2。

表2
年份
2018

201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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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对试剂名称、厂家及批号

试剂名称

厂家

批号

禽流感病毒 RT-PCR 检测试剂盒

哈尔滨元亨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AIV20180322P

口蹄疫病毒 RT-PCR 检测试剂盒

哈尔滨元亨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FMD20180619P

猪瘟抗体检测 ELISA 试剂盒

哈尔滨元亨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CSFV20180605E

禽流感 H9 亚型血凝素抗原 / 阳性血清

哈尔滨维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018005/2018002

口蹄疫病毒荧光 RT-PCR 检测试剂盒

哈尔滨元亨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FMD20190527P

猪瘟抗体检测 ELISA 试剂盒

哈尔滨元亨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CSFV20181120E

非洲猪瘟病毒荧光 PCR 检测试剂盒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20200615422

禽流感 H5 亚型血凝素抗原 / 阳性对照

哈尔滨维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019009/2019005

O 型口蹄疫竞争 ELISA 检测试剂盒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20200723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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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等重大动物疫病检测需要；就各年整体正确率来

结果判定标准

1.5

比对项目结果的参考值及判定标准见表 3。
2

看，2019 年全省平均正确率（97.09%）较 2018 年
（95.59%）上升了 1.50 个百分点，2020 年（97.88%）

比对结果
2018 年全省整体平均正确率为 95.59%，其中

较 2019 年上升了 0.79 个百分点，正确率总体呈逐

禽流感病毒核酸检测 16 个市（州）结果完全正确，

年上升趋势。

口蹄疫病毒核酸检测 19 个市（州）结果完全正确，

3.2

就检测方法而言

猪瘟病毒抗体检测 21 个市（州）结果完全正确；

对于核酸检测，在检测禽流感和口蹄疫病毒

2019 年全省整体平均正确率为 97.09%，其中禽流

核酸时，2019 年采用的荧光 RT-PCR 正确率高于

感 H9 亚型抗体检测 17 个市（州）结果完全正确，

2018 年 的 普 通 RT-PCR， 同 时 2020 年 采 用 荧 光

口蹄疫病毒核酸检测 21 个市（州）结果完全正确，

PCR 开展非洲猪瘟病毒核酸检测比对时正确率也

猪瘟抗体检测 19 个市（州）结果完全正确；2020

高达 98.41%，这与荧光 RT-PCR/PCR 的特异性、

年全省整体平均正确率为 97.88%，其中禽流感 H5

灵敏度、自动化程度高于普通 RT-PCR/PCR 有关。

亚型抗体检测 17 个市（州）结果完全正确，非洲

对于抗体检测，ELISA 方法和 HA-HI 试验都是兽

猪瘟病毒核酸检测 19 个市（州）结果完全正确，

医实验室常见的血清学检测方法，ELISA 因为采用

口蹄疫抗体检测 21 个市（州）结果完全正确。具

商品化试剂盒且结果判定使用仪器读数，而 HA-HI

体结果见表 4。

试验因红细胞需自备且结果判定受人为主观因素影

3

响，因此 ELISA 方法正确率略高于 HA-HI 试验。

3.1

分析与讨论
就总体水平而言

4

2018—2020 年连续 3 年的比对结果正确率都

4.1

存在问题
部分实验室设备条件差

在 95% 以上，说明四川省地市（州）级兽医实验

2018 年有 2 个市（州）因兽医实验室条件限

室检测能力处于较高水平，能满足非洲猪瘟、禽流

制而无法开展病原学检测，另外有个别实验室因凝

表3
检测项目

比对结果参考值、判定标准

参考值

判定标准

禽流感病毒核酸检测

阳性、阴性

对照成立，比对样品结果与参考值完全一致，判定为正确，否则为错误

口蹄疫病毒核酸检测

阳性、阴性

对照成立，比对样品结果与参考值完全一致，判定为正确，否则为错误

猪瘟病毒抗体检测
禽流感 H9 亚型抗体检测
非洲猪瘟病毒核酸检测
禽流感 H5 亚型抗体检测
O 型口蹄疫病毒抗体检测

阳性、阴性

对照成立，比对样品结果与参考值完全一致，判定为正确，否则为错误

0log2、6log2、9log2

对照成立，比对样品结果与参考值一致或上下浮动 1 个滴度，判定为正确，否则为错误

阳性、阴性

对照成立，比对样品结果与参考值完全一致，判定为正确，否则为错误

0log2、6log2、8log2 对照成立，比对样品结果与参考值一致或上下浮动 1 个滴度，判定为正确，否则为错误
阳性（效价 1:180）、
对照成立，阳性样品检测结果为 1:180 或上下浮动 1 个滴度，
阴性（效价＜ 1:8）
阴性样品检测结果应＜ 1:8，判定为正确，否则为错误

表4
年份
2018

2018—2020 年全省各地市（州）级兽医实验室比对结果

检测项目

正确率 /%（正确数 / 检测数）

禽流感病毒核酸检测

91.58（87/95）

口蹄疫病毒核酸检测

94.74（90/95）

猪瘟病毒抗体检测
禽流感 H9 亚型抗体检测
2019

2020

口蹄疫病毒核酸检测

整体正确率 /%（总正确数 / 总检测数）
95.59（282/295）

100（105/105）
92.86（117/126）
100（126/126）

猪瘟病毒抗体检测

98.41（124/126）

非洲猪瘟病毒核酸检测

98.41（124/126）

禽流感 H5 亚型抗体检测

95.24（120/126）

O 型口蹄疫病毒抗体检测

100（126/126）

97.09（367/378）

97.88（370/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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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成像系统故障无法显示电泳结果。2019 年个别

规范化建设，完善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和生物安全

市（州）因实验室设备配置太低无法开展多重荧光

管理体系，提升实验室能力和管理水平。建议进一

病原学检测，也有实验室因设备配套设施不完善而

步稳定和强化兽医实验室人员队伍和能力建设 [4]，

影响检测结果。
部分实验人员对某些检测方法不熟悉，检测

4.2

能力有待提高
2020 年口蹄疫抗体检测采用固相竞争 ELISA
方法。该方法是 OIE 在国际贸易中口蹄疫血清学
检测指定方法之一，既可定性又可测定效价。检测
结果显示：只有 6 个实验室能将阴阳性对照和被检
样品的效价完全判定正确，而部分实验室仅能正确
判定阴阳性，但对说明书中效价判定方法理解不到
位；另有个别实验室只作了定性检测，未按要求进
行效价测定。2020 年虽然大部分市（州）非洲猪
瘟病毒核酸检测正确率能达到 100%，但仍然有个
别市（州）实验室出现假阴性（漏检）结果或 / 和
Ct 值偏差较大的情况。
部分检测结果报告不规范

4.3

加强与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其他市（州）
级单位之间的交流、培训，稳步推进实验室管理体
系更上新台阶。
5.3

继续推进兽医系统实验室考核工作，加强比

对考核
全省兽医实验室考核是在农业农村部统一组
织下的兽医行业实验室检测能力认可工作 [5]。同时，
市（州）级实验室检测能力是全省动物疫病监测工
作的重要技术支撑。截至目前，四川省大部分市（州）
级实验室通过了全省兽医实验室考核，仍未通过实
验室考核的市（州）、县（区）需抓紧进行实验室
条件建设，完善仪器设备和技术人员配置。比对项
目涉及的疫病（禽流感、口蹄疫、猪瘟、非洲猪瘟）
均属于一类动物疫病，因此围绕这几类动物疫病开

四川省历年比对均要求各市（州）实验室不

展的实验室比对工作紧紧抓住了当前重大动物疫病

仅报送检测结果，也要求提交检测原始记录及检测

防控的重点。比对结果正确率未达到 100% 的地方

报告。但从检测报告和原始记录上看，连续 3 年均
有部分实验室存在记录和报告不详尽、不完整、不
规范的问题。比如凝胶电泳图清晰度差或未标注泳
道，HA 试验报告中数据填写不规范，未填写阴、
阳性对照结果以及缺少 ELISA 试验的 OD 值。
5

建议

5.1 加强兽医实验室建设，更新完善检测设施设备
目前，各地高度重视兽医实验室建设工作，

需认真总结，及时查找和纠正问题，做到持续改进，
不断提升。建议继续推进动物疫病防控系统兽医实
验室考核工作，稳步推进生物安全监管，定期开展
比对核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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