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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猪瘟疫苗和病原学诊断技术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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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非洲猪瘟疫情给我国养猪业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因而开发安全高效的疫苗和建立快速可靠的病原学

诊断方法对该病防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综述了当前国内外非洲猪瘟（African swine fever，ASF）疫苗和病原
学诊断技术的研究进展，以期为今后 ASF 疫苗研制和诊断技术选择提供参考。疫苗研究方面，目前仍无安全有
效疫苗上市。灭活疫苗不能提供有效的免疫保护力，已不作为今后研究的重点方向 ；减毒活疫苗存在生物安全

隐患，疫苗接种后的安全性、有效性等有待进一步评估 ；基因工程疫苗与前两种疫苗相比，成本低且安全性高，

但对强毒株攻击的有效保护作用不强。目前认为利用天然分离或敲除非洲猪瘟病毒（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
ASFV）毒力基因的致弱毒株开发重组减毒活疫苗具有较好的利用前景，但其安全性和有效性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目前在没有有效疫苗免疫的前提下，建立快速、可靠的早期病原诊断方法对于 ASF 疫情确认和控制同样至关
重要。近年来，ddPCR、LAMP、RPA、CRISPR/Cas 等新兴诊断技术相继涌现。这些方法具有操作更简单、检
测速度更快、特异性更强等方面的优势，但其检测能力与适用场景尚存在一定不足，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未来
ASFV 病原学检测的研究方向应建立在成本低廉、简单便捷、高效准确、集成化的基础上，或可将多种诊断方
法联合应用，各取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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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huge economic loss has been caused by an outbreak of African swine fever（ASF）to pig industry
in China，it would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evelop a safe and effective vaccine as well as a rapid and reliable

etiological diagnosis method. The advance in vaccines and etiological diagnostic technology against ASF i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was summarized in the paper to support future development of vaccines and selection of an appropriate
diagnostic technology. At present，no eﬀective vaccine had been available. Inactivated vaccine failed to provide eﬀective
immunity，which had been no longer studied as a priority ；for attenuated live vaccines，the safety and eﬀectiveness

after vaccination need to be further evaluated due to its potential biosafety hazards ；compared with the above vaccines，
genetic engineering vaccine was with low cost and high safety，but failed to provide eﬀective protection against virulent

strains. At present，it was prospected to develop a recombinant attenuated live vaccine by use of attenuated strains
收稿日期 ：2021-07-13

修回日期 ：2021-08-06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8YFC0840405）；云南省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对象项目（2018HB076）
通信作者 ：苗海生。E-mail ：miaohaisheng@126.com

93

专 论 综 述

naturally isolated from or knocked out from the virulence gene of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ASFV），but its safety and

eﬀectiveness should be further studied. It would be also important to develop a rapid and reliable early diagnosis method
for conﬁrmation and control of an ASF outbreak although no eﬀective vaccine was available. In recent years，ddPCR，
LAMP，RPA，CRISPR/Cas and other emerging technology were presented，which were characterized by more simple
operation，rapid detection and stronger specificity，but their capacities were not enough for applicable conditions，
which should be further improved. Future studies on ASFV etiology detection should be based on low cost，simple
operation，high efficiency，accuracy and integration，or simultaneous application of several diagnostic methods，
making good use of each strength.
Key words ：ASF ；development of vaccine ；etiological diagnostic technology

非洲猪瘟（African swine fever，ASF）是由非

Emulsigen®-D 研制出的灭活疫苗，虽然能诱导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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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产生针对性的特异抗体，但所有实验动物均无法

染家猪和野猪引起的一种急性、热性和高度致死

抵御 ASFV 攻击，不能提供有效的免疫保护作用。

性传染病。该病发病快、病程短，病死率可高达

因此，该类疫苗当前已不作为研究的重点方向。

100%，为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规定的须通报

1.2

减毒活疫苗

动物疫病，也是我国重点防范的一类动物疫病。

减毒活疫苗是通过分离鉴定天然致弱毒株或

2018 年 8 月首次发现 ASF 疫情后，我国采取了扑

使用人工手段产生致弱毒株，经特殊培养后所制备

杀疫区内生猪等一系列紧急防控措施，截至 2021

的活疫苗。与灭活疫苗相比，减毒活疫苗能够诱导

年 5 月底，全国报告发生 ASF 疫情共 191 起，累

强烈持久的免疫应答，同源保护率高，但毒力有自

计扑杀生猪 121.01 万头，给我国生猪养殖业造成

然返强的可能，存在诸多生物安全隐患。根据毒株

了巨大损失 [1-3]。由于 ASFV 具有庞大的基因组结

来源不同，可将 ASFV 弱毒活疫苗的研制分为传

构和复杂的免疫逃逸机制，使得疫苗开发极具挑战

统减毒活疫苗和重组减毒活疫苗两类。

性，至今仍无安全有效疫苗上市 [4]。在猪群没有进

1.2.1

行有效疫苗接种的前提下，ASFV 抗体产生存在一

牙和葡萄牙暴发 ASF 疫情后，有研究者进行了田

定的滞后性，抗体检测易出现假阳性且无法判定现

间试验，发现弱毒活疫苗能为猪只提供同源保护及

[5]

传统减毒活疫苗 20 世纪 60 年代，西班

症感染 。因此，建立快速、可靠的病原学诊断方

部分异源保护，但接种猪出现了肺炎、流产等多重

法对于该病早期的防控和扑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

感染，且增加了 ASFV 再次感染的风险 [8-9]。后有

综述了当前国内外 ASF 疫苗和病原学诊断技术的

学者利用天然分离的致弱毒株（OURT88/3 或 NH/

研究进展，以期为今后 ASF 疫苗研制和诊断技术

P68）制备减毒活疫苗。这类疫苗能对同源 ASFV

选择提供参考。

产生有效的免疫保护，但对异源 ASFV 保护率低

1

甚至没有保护，且存在毒力自然返强、临床副作用

1.1

疫苗研究

严重等问题 [10-11]。近年来，随着新分子生物学技术

灭活疫苗
灭活疫苗是通过物理或化学过程使病原微生

的进步，尤其是基因编辑技术的突破性进展，这种

物丧失感染性与毒性，但仍保留免疫原性的一类疫

基于自然毒株弱化的方式已逐渐被淘汰。

苗。ASF 刚被发现时，研究人员就以灭活疫苗为

1.2.2

主要研制方向，但迄今为止，所研制的各种灭活

辑、同源重组等分子生物学技术将 ASFV 毒力基

疫苗均不能抵御 ASF 强毒株的攻击，不能提供有

因敲除，以降低 ASFV 毒力，致力于研制安全有

[6]

效保护 。Blome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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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M

利用新型佐剂 Polygen

或

重组减毒活疫苗

科研人员利用基因编

效的重组致弱活毒株疫苗。Borca 等 [12] 发现：从

专 论 综 述

2021 年第 38 卷第 11 期

Georgia07 分离株（ASFV-G）中删除一个先前未经

以诱导产生高滴度的抗 ASFV 中和抗体。与其他疫

鉴定的基因 I177L 会导致其毒力完全衰减。肌肉注

苗相比，亚单位疫苗较安全，但保护性不强，目前已

射缺失 I177L 基因 ASFV-G-ΔI177L 毒株的动物，

研发的亚单位疫苗还无法抵御强毒株的攻击 [14-15]。研

在 28 d 的观察期内临床症状正常，且病毒血症滴

究表明，针对 p72 和 p54 基因所表达的蛋白对病毒

度低，没有病毒脱落，并出现强烈的特异性抗体反

吸附具有抑制作用，而针对 p30 所表达的蛋白则对

应；重要的是，当与强毒力亲本菌株 ASFV-G 竞争

病毒内化具有抑制效果，说明这些功能性蛋白在针

时，即使在低剂量免疫的情况下，它们也能提供保

对感染所产生的体液免疫应答中起着关键作用，但

护，在安全候选疫苗中极具潜力，为 ASFV 减毒

经 p30 或 p54 基因疫苗免疫的猪在面对急性 ASF

活疫苗的研制提供了新的技术和研究思路。Chen

时均没有保护作用 [16]。Netherton 等 [17] 利用腺病毒

等 [13] 以我国第一株 ASFV 分离株 HLJ/2018 为骨架，

和痘苗病毒作为载体，表达 18 种能被 ASFV 特异

利用同源重组技术构建了一系列不同基因缺失的重

性淋巴细胞识别的抗原，结果发现未能提供有效保

组病毒，通过在猪体内进行系统的致病力、免疫原

护，但接种猪血液中的病毒滴度明显低于未免疫猪。

性和免疫保护性试验，遴选出一株 7 个基因缺失的

Jancovich 等 [18] 通过干扰素 -γ 酶联免疫吸附点试

病毒（HLJ/18-7GD）；通过对其安全性、有效性

验测定了猪免疫淋巴细胞对单个重组蛋白和 ASFV

进行试验研究发现，该毒株可对强毒的致死性攻击

的反应。利用 DNA 抗原病毒将 47 种 ASFV 蛋白

提供有效免疫保护，不产生病毒血症，且不存在毒

的重组痘苗病毒疫苗免疫猪后筛选 ASFV 的保护

力返强风险；该毒株对育肥猪生长发育和接种母猪

性抗原，结果筛选出 p30 和 p72 蛋白能有效刺激机

繁殖性能无不良影响，对田间商品猪存活保护率在

体体液免疫及细胞免疫应答；虽然免疫猪出现了与

80% 以上，是当前所研发的疫苗中保护性和安全

急性 ASF 一致的临床和病理体征，但与未免疫猪

性兼具的疫苗，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但鉴于能繁

相比，其血液和一些淋巴组织中的病毒基因组水平

母猪生产利用周期长，该疫苗接种后的安全性、有

显著降低。因此，研究和开发更多的 ASFV 保护

效性等有待进一步观测、评估。

性抗原或新型免疫佐剂，刺激机体产生免疫应答

1.3

效力是当前研制 ASFV 亚单位疫苗的关键。

基因工程疫苗
基因工程疫苗是基于选择合适的 ASFV 抗原

1.3.2

DNA 疫苗

DNA 疫苗是通过将编码病毒

基因进行开发的，与传统灭活疫苗和减毒疫苗相比，

主要抗原的基因克隆入真核表达载体后，直接导

基因工程疫苗成本低且安全性高，可以诱导产生

入机体内，在宿主细胞内完成转录翻译后产生抗

ASFV 特异性抗体及相应的细胞免疫反应，但面对

原蛋白，从而激活宿主特异性的体液免疫和细胞

强毒株攻击的有效保护作用不强。目前基因工程疫

免疫。DNA 疫苗制备简单、成本低廉，可同时表

苗研究主要集中在 p72、p30、p54、CD2v 等抗原

达多 种 抗 原 且 无 毒 力 逆 转 危 险， 但 其 中 和 病 毒

基因及其编码蛋白，包括亚单位疫苗、DNA 疫苗、

能 力 不 强， 面 对 ASFV 强 毒 株 的 攻 击 不 能 提 供

病毒活载体疫苗。

有效保护

[19]

。Argilaguet 等 [20] 将 CD8+T 细胞作为

亚单位疫苗是利用特异性

ASFV 保护的关键元件，设计了一个新的质粒结构

ASFV 基因和蛋白的表达来产生特异性免疫应答的

pCMV-UbsHAPQ，编码 3 种病毒决定因子（sHA、

一类疫苗。其研究策略主要是将具有中和表位的

p54 和 p30）与泛素融合，旨在改善Ⅰ类抗原，并

ASFV 保护性抗原基因在原核或真核细胞中表达，

增强诱导 CTL 的效应。结果显示，在不存在抗体

然后将产生的蛋白质或多肽递呈给抗原递呈细胞，

的情况下，该质粒结构能成功诱导免疫猪特异性的

1.3.1

亚单位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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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细胞反应，且可保护一部分免疫猪免受 ASFV 的
致命挑战。Sunwoo 等

[21]

用 ASFV 质粒 DNA（CD2v，

诱导产生的抗体反应较弱，但约 56% 猪能够抵抗
强毒株 Georgia2007 的攻击，在攻毒后 17 d 内表现

p72，p32，+/−p17） 和 重 组 蛋 白（p15，p35，

的临床症状轻微，且无病毒血症。ASFV 活载体疫

p54，+/−p17）混合后对猪进行 3 次接种，以测试

苗的研究还在持续进行中，载体毒株的选择，保护

联 合 DNA- 蛋 白 疫 苗 是 否 能 抵 抗 ASFV Armenia

性抗原的选择和设定以及佐剂的优化是该类疫苗的

2007 株的攻击，结果发现免疫猪虽然产生了特异

重点研究方向。

性抗体，但缺乏中和病毒的能力，而且被观察到在

2

目前没有商品化的疫苗可用于 ASF 疫情防控，

体外 ASFV 感染力增强。因此，DNA 疫苗要达到
有效免疫保护的目标仍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病原学诊断技术

因此建立快速、可靠的病原诊断方法，对于该病早

病毒活载体疫苗是利用

期预警和科学防控具有重要意义。病原学诊断技术

基因工程技术，将致病微生物免疫保护性抗原的

是针对病原体本身采取的检测方法，能够在 ASF

基因，导入到载体病毒或细菌的非必须区而构建

暴发早期检测出动物体内是否带毒。相较于血清学

重组病毒，经培养后制备的疫苗。该类疫苗在对

检测，病原学检测能更快速、可靠地确定病原体。

抗人类易感病毒或动物易感病毒中均得到了广泛

检测人员也可根据临床发病情况和实验室诊断条件

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Lokhandwala

选择合适的检测方法。例如，快速鉴别诊断、核

1.3.3

[22-23]

病毒活载体疫苗

评估了多种腺病毒载体新型 ASFV 抗原的

酸定量可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qPCR）和微滴

免疫原性，将重组腺病毒配制在佐剂中混合免疫商

数字 PCR（ddPCR）类核酸检测技术，基层现场

品猪，发现免疫猪大多数能够诱导安全强特异性抗

快速检测可使用环介导恒温扩增技术（LAMP）、

体和 IFN-γ 细胞分泌。但是，这些研究还未涉及免

重组酶聚合酶扩增技术（RPA）类等温扩增检测技

疫保护试验和安全性评估，其保护效力和安全性仍

术，或成簇规律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相关蛋白技术

等

[24]

利用 α 病毒载体平

（CRISPR/Cas）等。具体适用场景可根据自身的

台传递表达 ASFV 抗原的复制粒子（RPs）抗原，

人员情况、仪器设备和试验条件选择合适的检测

分 别 构 建 了 表 达 ASFVp30（RP-30）、p54（RP-

方法。

54）和 pHA-72（RP-sHA-p72）的抗原载体，并且

2.1

有待进一步验证。Murgia 等

qPCR

测试了 3 种载体抗原在 Vero 细胞中的表达和在猪

qPCR 方法是将光谱技术引入到 PCR 反应中，

身上的免疫原性。结果显示，RP-30 在 Vero 细胞

通过荧光信号的强弱变化定量测定特异性扩增产物

中表达最高，在猪中免疫原性最高，其次是 RP-54

的量，最后通过标准曲线对未知模板进行定量分析

和 RP-sHA-p72。该研究通过用 ASFV 天然减毒株

的一种核酸定量检测技术。该技术与常规 PCR 相

OURT88/3 增强免疫 RP-30 接种猪，证实了将减毒

比，去掉了琼脂糖凝胶电泳，速度更快，具有特异

活病毒增强策略和载体表达抗原构建相结合可扩大

灵敏、定量准确、操作简便以及样品污染小和自动

再次使

化程度高等优点 [26]。OIE 及国家 ASF 参考实验室

用 BioMize 和 ZTS-01 两种佐剂对猪进行鼻内刺激

均公布了标准检测方法，为 ASF 诊断提供了技术

免疫，通过该方法来评估两种不同“鸡尾酒”佐剂

支撑。此外，崔贝贝等 [27] 以 ASFV K196R 基因为

的保护效果。结果显示：BioMize 佐剂可诱导猪产

靶标，建立了快速检测 ASFV 的 TaqMan qPCR 检

生强烈的抗体反应，但 80% 疫苗接种猪死于强毒

测方法，证实该方法特异性强、灵敏度高，对检

株 Georgia2007 的 攻 击； 相 比 之 下，ZTS-01 佐 剂

测样品和环境要求相对较低，且与其他多种猪病病

对 ASFV 表 位 的 识 别。Lokhandwala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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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不存在交叉反应，适合大批量样品检测。吴亚楠
等

[28]

参照 GenBank 登录的 ASFV P72 相关基因序

别实验室使用，尚未能在基层实验室推广应用。
2.3

LAMP
LAMP 是日本 Notomi[33] 发明的一种基于链置

列，设计合成 1 对特异性引物与１个 TaqMan 探针，
通过反应条件和反应体系优化，建立了快速检测

换 DNA 聚合酶的恒温核酸扩增方法。该方法不需

ASFV 的 TaqMan qPCR 方法。验证结果显示，该

要 PCR 中的热变性、温度循环、电泳成像等过程，

试验所建立的方法具有很好的灵敏性、特异性和重

只需简单的恒温设备即可完成基因扩增和产物检

复性。目前 qPCR 方法是筛查和确诊 ASFV 感染的

测，且整个扩增反应时间一般少于 60 min。田纯见

主要方法，许多县市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屠

等 [34] 利用高度保守的非结构 DNA 聚合酶 G1211R

宰场均配备了相应的仪器设备，具备了检测 ASFV

基因，制备质粒标准品，建立了实时荧光 LAMP

的能力。但是，qPCR 产物易污染环境和试剂，需

方法，检测 ASFV 核酸灵敏度达到 10-5 以上，相当

要严格划分样品处理、试剂配制和扩增区域，一旦

于每个反应体系可以检出 21 pg 病毒 DNA，优于

操作不当就会出现假阳性，必要时还需进行普通

qPCR 检测结果（10-3），且重复性和特异性良好，

PCR 验证和序列测定。

与猪瘟病毒、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及昆虫核酸

2.2

ddPCR

等无交叉反应，有利于不同基因型毒株检测和出入

ddPCR 结合了液滴微流控芯片与数字 PCR 技

境快速筛查。王林等 [35] 根据 ASFV P72 基因保守

术，是一种新的绝对定量技术。该技术不仅继承了

区域设计特异性引物，优化引物浓度、反应温度、

数字 PCR 技术高通量、高灵敏度、低消耗等优点，

反应时间，建立了一种基于 SYTO9 荧光染料的实

而且解决了传统数字 PCR 芯片结构复杂、加工困

时荧光 LAMP 快速检测方法。该方法可在 40 min

难、成本高等问题。它不依赖于标准曲线，在低浓

内完成检测反应。LAMP 技术与常规 PCR 方法相

度的核酸含量下也可高度灵敏和准确地对核酸拷贝

比具有敏感性高，操作简单、快速，对仪器设备要

数进行绝对定量，在核酸分子的绝对定量领域具有

求低，可实现现场、可视化检测等优点，但常因操

[29-30]

[31]

建立的 ddPCR 方法，最

作不当造成产物污染试剂，再次检测时易出现假阳

低检测限可达 0.8 copies/μL，检测结果与 qPCR 相

性，并且单份样品检测成本较高，因而目前尚未大

符，且敏感性高于 qPCR，因此更加适用于 ASFV

面积推广。

的早期检测以及泔水、饲料、猪肉产品中微量核酸

2.4

极大潜力

。原霖等

的检测，对于防控和开展流行病学溯源工作都具有
重要意义。严礼等

[32]

根据 ASFV 核酸的 2 段保守

RPA
RPA 是一种由重组酶、单链 DNA 结合蛋白和

链置换 Bsu 聚合酶参与的恒温扩增新技术。该技术

序列（VP72 和 K205 基因），合成 3 对引物和探针，

在体外进行核酸扩增时不需要加热，在 23~45 ℃下

在摸索条件、优化方法后，比较方法的线性、特异

即可完成对双链 DNA 的解链处理并进行循环扩增，

性、灵敏性和重复性。结果表明，这 3 种方法重复

不需要昂贵的控温设备，反应时间只需 5~20 min，

性好、特异性强，能满足快速定量检测的要求，且

特异性强、灵敏度高，与 qPCR 相比更简单、经济、

不与常见的 2 种猪病毒发生交叉反应，适用于猪肉

快速，适用于实验室外及资源匮乏地区的现场检

及其制品中的 ASFV 检测，有利于在源头、食品

测 [36]。张皓淳等 [37] 选择 pcDNA12L 和 pcDNA13L

加工、食品销售等各个环节，加强对生鲜猪肉及各

作为标准质粒，建立了 RPA 等温检测方法，检测

类猪肉制品的检测，切实降低潜在风险。由于该检

结果体现出 RPA 具有较好的特异性和敏感性，与

测方法所需要仪器设备价格高昂，目前主要在高级

PCR 检测方法相比检测下限提高程度明显，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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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运用优势。吴映彤等 [38] 基于 MGF360-12L 基

扑杀疫点内生猪等一系列紧急防控措施，但疫情仍

因序列，设计并合成引物，建立了 RPA 等温检测

时有发生，给我国生猪养殖业造成了巨大损失。要

方法。结果显示：该方法 35 ℃恒温反应 30 min 即

阻断疫病的传播，除了做好生物安全防控措施外，

3

可实现对目的片段的稳定扩增；检测限可达到 10

疫苗和准确的早期诊断是亟需的防控手段。近年来，

个拷贝，同普通 PCR 方法检测限一致，但反应时

ASF 疫苗的研究虽取得了较大进展，但由于 ASFV

间仅为普通 PCR 的 1/4；与其他猪病毒无交叉反

具有庞大的基因组结构和复杂的免疫逃逸机制，使

应，特异性较强；操作简单、反应快速、检测成

得当前所研发的疫苗株接种猪后普遍存在免疫保护

本低，可满足疫病快速现场检测的需求。目前该检

效果不佳、毒力返强、副反应严重等问题。基于以

测方法在推广中面临的瓶颈问题主要是需要进行专

上对疫苗研究现状的分析，在众多的疫苗研发策略

门的核酸提取，导致反应快速的突出优势并未完全

中，目前只有利用天然分离或敲除 ASFV 毒力基

展示，另外还存在检测成本较高和稳定性差的问题。

因的致弱毒株开发重组减毒活疫苗具有较好的利用

2.5

前景，尤其是 ASFV-G-ΔI177L 与 HLJ/-18-7GD 候

CRISPR/Cas
CRISPR/Cas 核酸检测技术是近年来发展起来

选疫苗株，被认为是短期内保护效果最理想的疫苗

的一项新的检测技术，一经问世便得到了广泛关注。

株，但安全性和有效性仍有待进一步研究。随着对

该技术由 CRISPR RNA（cr RNA）和 Cas 蛋白组成，

ASFV 基因组结构、免疫逃逸机制的深入研究和

是原核生物的“免疫系统”，其中 crRNA 与靶序

CRISPR/Cas9 等新型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兴起，相信

列互补，可引导 Cas 蛋白进行序列特异性识别和切

安全、高效、特异性强的 ASF 疫苗面世将指日可待。

割，对入侵的核酸分子进行切割使其降解，从而释

目前在没有有效疫苗免疫的前提下，建立快

放出信号达到检测效果。CRISPR/Cas 核酸检测技

速、可靠的早期病原诊断方法对于 ASF 疫情确认

术可提供快速、灵敏、现场、特异的定量分析与多

和控制同样至关重要。近年来，ASFV 检测技术发

重分析，不需要繁琐的操作处理及昂贵的辅助仪器，

展迅速，ddPCR、LAMP、RPA、CRISPR/Cas 等新

仅通过荧光、电化学及可视化等方法进行信号读

兴诊断技术相继建立，与传统检测方法相比，这些

取，就可实现病原微生物的精准检测、监测与控制，

新的检测技术操作更简单，检测速度更快，特异性

是目前 ASFV 检测的热门方向

[39]

[40]

开

更强，但其检测能力与适用场景尚存在一定不足，

发了一种基于 CRISPR/Cas12a 技术和横向流检测

还需要进一步完善。随着生物学研究的不断发展，

（CRISPR/Cas12a-LFD）的快速、敏感、无仪器的

未来 ASFV 检测的研究方向应建立在成本低廉、

ASFV 检测方法。该方法所检测样本结果与 qPCR

简单便捷、高效准确、集成化的基础上，或可将多

检测一致，但检测时间比 qPCR 更短，且与其他猪

种诊断方法联合应用，各取所长。

DNA 病毒无交叉反应，比较适用于现场诊断。He

参考文献：

。Wang 等

等 [41] 将 CRISPR-Cas 检测技术与基于荧光的护理
点（POC）系统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高通量、全

[1]

液相的等温检测系统。该方法易操作、特异性强、
敏感度高，且不需要专家指导。目前该技术仍然处
于实验室研发阶段，未见有商品化的产品推出。
3

展望
面对 ASF 疫情，我国虽然采取了封锁隔离、

98

GALLARDO M C，REOYO A D，FERNÁNDEZPINERO J，et al. African swine fever：a global view of
the current challenge[J]. Porcine health management，
2015（1）：1-14.

[2]

张志，康京丽，李晓成 . 非洲猪瘟的流行特征和传播
路线 [J]. 中国动物检疫，2018，35（11）：48-51.

[3]

VERGNE T，CAO C F，LI S，et al. Pig empire under
infectious threat：risk of African swine fever introduction

专 论 综 述

2021 年第 38 卷第 11 期

in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 Veterinary record，
[4]

2017，181（5）：117.

Development of vaccines against African swine fever

雷建林，曹宏，杨丽霞，等 . 非洲猪瘟病毒的生物学

virus[J].Virus research，2019，265：150-155.

特性与疫苗研制的难点 [J]. 生物工程学报，2020，36
[5]
[6]

[7]

[8]

（1）：13-24.

[16] GOMEZ-PUERTAS P，RODRIGUEZ F，OVIEDO J
M，et al.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to difffferent proteins

李天芝，于新友 . 非洲猪瘟病毒分子生物学检测方法

of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 inhibit both virus attachment

研究进展 [J]. 饲料博览，2020（1）：47-55.

and internalization[J]. Journal of virology，1996，70（8）：

STONE S S，HESS W R. Antibody response to

5689-5694.

inactivated preparations of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 in

[17] NETHERTON C L，GOATLEY L C，REIS A L，et al.

pigs[J]. American journal of veterinary research，1967，

Identifification and immunogenicity of African swine

28（123）：475-481.

fever virus antigens[J]. Frontiers in immunology，2019，

BLOME S，GABRIEL C，BEER M. Modern adjuvants

10：1318.

do not enhance the efficacy of an inactivated African

[18] JANKOVICH J K，CHAPMAN D，HANSEN D T，et al.

swine fever virus vaccine preparation[J]. Vaccines，

Immunisation of pigs by DNA prime and recombinant

2014，32（31）：3879-3882.

vaccinia virus boost to identify and rank African swine

ARIAS M，DE LA TORRE A，DIXON L，et al.

fever virus immunogenic and protective proteins [J].

Approaches and perspectives for development of African

Journal of virology，2018，92（8）：2219-2217.

swine fever virus vaccines [J]. Vaccines，2017，35（5）：

[19] 郗 永 义， 林 艳 丽， 王 友 亮 . 非 洲 猪 瘟 研 究 进 展 [J].

1-20.
[9]

[15] SÁNCHEZ E G，PÉREZ-NÚÑEZ D，REVILLA Y.

生物技术通讯，2019，30：449-454.

S T O N E S S ， D E L AY P D ， S H A R M A N E C .

[20] A R G I L A G U E T J M ， P É R E Z - M A R T I N E ，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J]. Canadian journal of

protects against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 lethal challenge

comparative medicine revue canadienne de medecine

in the absence of antibodies[J]. Plos one，2012，7（9）：

Theantibody response in pigs inoculated with Attenuated

comparee，1968，32（3）：455-460.

NOFRARIAS M，et al. DNA vaccination partially

e40942.

[10] SÁNCHEZ-CORDÓN P J，CHAPMAN D，JABBAR

[21] SUNWOO S Y，PÉREZ-NÚÑEZ D，MOROZOV I，

T，et al. Diﬀerent routes and doses inﬂuence protection

et al. DNA-protein vaccination strategy does not protect

in pigs immunised with the naturally attenuated African

from challenge with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 Armenia

swine fever virus isolate OURT88/3[J]. Antiviral
research，2017，138：1-8.

2007 strain[J]. Vaccines，2019，37（12）：1-18.
[22] LOKHANDWALA S，WAGHELA S D，BRAY J，et al.

[11] GALLARDO C，SÁNCHEZ E G，PÉREZ-NÚÑEZ

Induction of robust immune responses in swine by using a

D，et al.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ASFV）protection

cocktail of adenovirus-vectored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

mediated by NH/P68 and NH/P68 recombinant live-

antigens[J]. Clinical and vaccine immunology，2016，

attenuated viruses[J]. Vaccines，2018，36（19）：

23：888-900.

2694-2704.

[23] LOKHANDWALA S，WAGHELA S D，BRAY J，et

[12] BORCA M V，RAMIREZ-MEDINA E，SILVA E，

al. Adenovirus-vectored novel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

et al. Development of a highly effective African swine

antigens elicit robust immune responses in swine[J]. Plos

fever virus vaccine by deletion of the I177L gene results

one，2017，12（5）：e0177007.

in sterile immunity against the current epidemic Eurasia
strain[J]. Journal of virology，2020，94（7）：e02017-19.

[24] M U R G I A M V ， M O G L E R M ， C E RTO M A A ，
et al. Evaluation of an African swine fever（ASF）

[13] CHEN W Y，ZHAO D M，HE X J，et al. A seven-gene-

vaccine strategy incorporating priming with an

deleted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 is safe and eﬀective as

alphavirus-expressed antigen followed by boosting with

a live attenuated vaccine in pigs[J]. Science China life

attenuated ASF virus[J]. Archives of virology，2019，

sciences，2020，63（5）：1-12.

164（2）：359-370.

[14] GAUDREAULT N N，RICHT J A. Subunit vaccine

[25] LOKHANDWALA S，PETROVAN V，POPESCU

approaches for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J]. Vaccines，

L，et al. Adenovirus-vectored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

2019，56（7）：1-20.

antigen cocktails are immunogenic but not protective

99

专 论 综 述

against intranasal challenge with Georgia 2007/1
isolate[J].Veterinary microbiology，2019，235：10-20 .
[26] 王梓莹，但琨，施远国，等 . 非洲猪瘟病毒的快速检测
方法研究进展 [J].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2020，11
（10）：3215-3220.

[27] 崔贝贝，仇松寅，梅琳，等 . 非洲猪瘟病毒 K196R 基因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方法的建立 [J]. 中国兽医杂志，
2019，55（5）：3-8.
[28] 吴亚楠，朱潇静，周博伦，等 . 非洲猪瘟病毒 TaqMan
荧光定量 PCR 检测方法的建立 [J]. 中国兽医学报，
2020，40（5）：888-896.

Nucleic acids research，2000，28（12）：e63.
[34] 田纯见，杨舒展，段喻燕，等 . 非洲猪瘟病毒非结构
基因实时荧光 LAMP 检测方法的建立 [J]. 动物医学进展，
2017，38（11）：1-5.
[35] 王林，高晓龙，吴迪，等 . 非洲猪瘟病毒实时荧光
LAMP 检 测 方 法 的 建 立 与 应 用 [J]. 中 国 兽 药 杂 志，
2020，54（8）：1-8.
[36] 石美奕，杨发龙 . RPA 技术及其在动物病原检测中的
应用 [J]. 中国畜牧兽医，2021，48（2）：467-476.
[37] 张皓淳，魏园园，杨作丰，等 . 非洲猪瘟病毒 RPA 等温
检测方法的建立 [J]. 现代畜牧兽医，2019，11：13-16.

[29] 黎海文，刘聪，蒋克明，等 . 微滴技术的数字 PCR 研究

[38] 吴映彤，王西西，吴竞，等 . 非洲猪瘟病毒多基因家族

现状及发展趋势 [J]. 化学研究与应用，2018，30（7）：

成员 MGF360-12L RPA 检测方法的建立 [J]. 中国动物

1041-1047.
[30] WU X L，XIAO L，LIN H，et al. Development and

传染病学报，2020，28（2）：20-25.
[39] 周桓，邵艳娜，王涓，等 . 基于 CRISPR/Cas 技术的核酸

application of a droplet digital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检测研究进展 [J]. 微生物学报，2021（6）：1-18.

（ddPCR）for detect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African

[40] WANG X，JI P，FAN H，et al. CRISPR/Cas12a

swine fever virus[J]. Canadian journal of veterinary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immunochromatographic strips

research，2018，82（1）：70-74.

for portable detection of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J].

[31] 原霖，董浩，倪建强，等 . 非洲猪瘟病毒微滴数字

Communications biology，2020（3）：1-8.

PCR 检测方法的建立 [J]. 畜牧与兽医，2019，51（7）：

[41] HE Q，YU D，BAO M，et al. High-throughput and

[32] 严礼，宋晟，张继红，等 . 非洲猪瘟病毒微滴式数

detection using CRISPR-Cas12a and fluorescence based

字 PCR 检测方法的建立与应用 [J]. 激光生物学报，

point-of-care system[J]. Biosensors and bioelectronics，

2020，29（4）：344-351.

2020，154：1-22.

81-84.

[33] NOTOMI T，OKAYAMA H，MASUBUCHI H，et al.
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of DNA[J].

100

all-solution phase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ASFV）

（责任编辑：侯文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