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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20 年广西部分猪场送检血清
猪伪狂犬病抗体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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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了解广西猪场伪狂犬病毒（PRV）感染和免疫状况，2017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对部分猪场随机

采样送检的血清样品，应用 ELISA 方法开展 PRV 血清抗体检测，并对检测结果进行不同年份、不同季节、不

同地区、不同生长阶段猪群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从时间分布上看，2018 年 PRV gE 抗体场阳性率（57.71%）
和个体阳性率（24.75%）均最高，此后呈逐年下降趋势，其中个体阳性率下降明显（P ＜ 0.05），2020 年下降至 6.14%；

各年间的 PRV gB 抗体场合格率差异不显著（P ＞ 0.05），均在 90% 以上，而 2019 年的个体阳性率（88.71%）
最低，与其他年份差异显著（P ＜ 0.05）。冬季 PRV gE 和 gB 抗体个体阳性率最低，分别为 14.96% 和 89.35%，

与其他季节差异明显（P ＜ 0.05）；冬季 gE 抗体场阳性率（42.97%）最低，与春季、秋季差异不显著（P ＞ 0.05），
但显著低于夏季（P ＜ 0.05），而 gB 抗体场合格率一年四季差异不显著（P ＞ 0.05），均在 95% 以上。从空间

分布上看，广西 14 个地市猪场均存在不同程度的 PRV 野毒感染，其中玉林市最严重，场阳性率和个体阳性率

分别为 69.51% 和 35.86%，而钦州市最轻，分别为 16.67% 和 4.07% ；PRV gB 抗体个体合格率普遍较高，均在

84% 以上。从不同生长阶段猪群上看，后备母猪、育肥猪 PRV gE 和 gB 抗体个体阳性率均显著低于其他生长阶

段猪群（P ＜ 0.05），其中 gE 抗体个体阳性率在 13% 以下，而 gB 抗体个体阳性率不足 80%。结果表明，近年

广西规模猪场 PRV 野毒感染率较高，而疫苗免疫并不能完全阻止野毒株感染。建议通过 PRV 净化和提高规模
猪场生物安全水平等措施来控制其流行。本研究为制定合理的猪伪狂犬病防控与净化策略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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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infection and immune of porcine pseudorabies virus（PRV）in swine

farms in Guangxi，serum samples randomly collected from some farms during January 2017 to December 2020 were

detected for antibodies against PRV by ELISA，the results wer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according to diﬀerent years，
seasons，regions and pig populations at diﬀerent ag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ositive rates of antibodies against
PRV gE at farm level（57.71%）and individual level（24.75%）were highest in 2018，then trended to decrease
year by year，especially the individual one that even decreased to 6.14% in 2020（P ＜ 0.05）；the qualiﬁcation rates of

antibodies against PRV gB at farm level were above 90% and the diﬀerence was not signiﬁcant in all these years
（P ＞ 0.05）
，

but the positive rate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was lowest in 2019（88.71%），and signiﬁcantly diﬀerent from those in
other years（P ＜ 0.05）. The individual positive rates of antibodies against PRV gE and gB were 14.96% and 89.35%

respectively，lowest in winter，and obviously diﬀerent from those in other seasons（P ＜ 0.05）；the positive rates of

antibodies against gE at farm level were lowest in winter（42.97%），and not signiﬁcantly diﬀerent from those in spring

and fall（P ＞ 0.05），but signiﬁ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summer（P ＜ 0.05），while those of antibodies against gB

were above 95% and the diﬀerence throughout the year was not signiﬁcant（P ＞ 0.05）. For spatial distribution，PRV
wild virus was present in all the farms to diﬀerent extent，most serious in Yulin City where the positive rates at farm and

individual level were 69.51% and 35.86%，respectively，and lightest in Qinzhou City where were 16.67% and 4.07%，
respectively ；The individual qualiﬁcation rates of antibodies against gB were all above 84% and generally higher. For
pig populations at diﬀerent ages，the individual positive rates of antibodies against gE and gB in reserved sows and

ﬁnishing pigs were signiﬁcantly lower than those at other stages（P ＜ 0.05），speciﬁcally，the individual positive rate

of antibodies against gE was less than 13%，while that of antibodies against gB was less than 80%. In conclusion，the
infection rate of PRV wild virus was relatively high in large-scale farms in Guangxi，which could not be fully controlled
by vaccination，so PRV puriﬁc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bio-safety level in the farms were recommended. A basis was
thereby provided for developing reasonable measures for PRV prevention，control and puriﬁcation.
Key words ：pseudorabies ；antibodies against gE ；antibodies against gB ；serological test

伪狂犬病（pseudorabies，PR）是由伪狂犬病

病毒囊膜与细胞膜融合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可诱

病毒（pseudorabies virus，PRV）引起的一种高度

导机体产生中和抗体 [8]，因而在 gE 抗体阴性的情

接触性传染病，以妊娠母猪繁殖障碍，新生仔猪神

况下，gB 抗体可以用来评价猪场的 PR 免疫效果。

经紊乱、腹泻与高死亡率，育肥猪呼吸障碍和生长

PRV gE 基因缺失疫苗对预防和控制猪 PR 起到了

缓慢为主要特征，各年龄段猪对其均易感，其中成

重要作用，使得 PR 在我国得到有效控制。但自

年猪多表现为隐性感染，可长期带毒、排毒，因而

2011 年以来，我国出现了 PRV 新型变异毒株，而

给 PR 防制和根除带来了巨大困难

[1-3]

PRV gE 基因缺失弱毒疫苗对其不能提供足够保护，

。

gE 基因是 PRV 主要毒力基因之一，其编码蛋

导致免疫猪群仍感染发病，因此加强猪场 PR 监测

白在介导感染细胞融合、病毒在细胞间扩散、病毒

及防控研究对促进和保障养猪业健康发展有重要

粒子释放及病毒延神经突触扩散等方面发挥着至关

意义 [9-11]。

重要的作用 [4-5]。同时，gE 基因是病毒增殖的非必

广西兽医研究所病毒研究室于 2017 年 1 月—

须基因，缺失后的病毒既可保持免疫原性，毒力也

2020 年 12 月，应用 ELISA 方法对来自广西 14 个

会大大降低，因此国内外普遍采用 PRV gE 基因缺

地市部分猪场送检的血清样品进行 PRV 抗体检

失疫苗进行 PR 免疫，同时配套使用 PRV gE 抗体

测，并对不同年份、不同季节、不同地区、不同生

检测试剂盒，评价猪群的 PRV 野毒感染状况

[6-7]

，

长阶段猪群的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统计猪场

淘汰感染猪只，从而净化猪场 PR。PRV gB 基因是

PRV 野毒感染阳性比例分布状况，以了解广西猪

PRV 最为保守的基因之一，其编码的蛋白为 PRV

场 PRV 野毒感染情况和免疫状况，为猪场防控和

增殖所必需的囊膜糖蛋白，在病毒粘附细胞及随后

净化 PR 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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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管中，置 -20 ℃保存备用。

材料和方法
材料

1.1

试剂盒

1.1.1

PRV gE、gB 抗体检测

1.2.2
美国 IDEXX 公司的 PRV gpI（gE）

血清样品抗体检

测均严格按照 IDEXX 公司生产的 PRV gE 抗体检

抗体检测试剂盒和 PRV gB 抗体检测试剂盒，均购

测试剂盒和PRV gB抗体检测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

自北京爱德仕元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2.3

结果判定 PRV gE 和 gB 抗体检测结果判

血清样品均为各猪场被动送

定，均按照检测试剂盒中提供的说明书进行。本次

检样品，为各猪场随机采样，采样猪群均免疫过

检测的猪血清样品均来自使用 PRV gE 基因缺失疫

PRV gE 基 因 缺 失 活 疫 苗。2017 年 1 月 —2020 年

苗免疫的猪场。在对猪场进行结果判定时，只要猪

12 月，广西 14 个地级市 687 个猪场先后自主送检

场有 1 个样品 PRV gE 抗体判定为阳性，则判定该

了 15 326 份血清样品，其中 597 个猪场 13 291 份

猪场为 PRV 感染场。根据农业农村部规定，PRV

血清检测了 PRV gE 抗体，436 个猪场 9 582 份血

gB 抗体个体阳性率≥ 70% 的猪场，判为免疫合格场。

清检测了 PRV gB 抗体。采样猪群涵盖 6 个生长阶

1.2.4

段，即哺乳仔猪（1~4 周龄）、保育猪（4~9 周龄）、

12 月，应用 ELISA 方法对来自广西 14 个地市 687

育肥猪（9 周龄及以上）、种公猪、后备母猪及经

个猪场送检的 15 326 份血清样品进行 PRV 抗体检

产母猪。不同猪场的检测项目及送检血清样品数量

测，分析不同年份、不同季节、不同地区、不同生

不一（表 1）。

长阶段猪群的 PRV 感染和疫苗免疫情况，并统计

血清样品

1.1.2

表1

2017—2020 年血清样品送检情况

数据处理与分析

2017 年 1 月 —2020 年

猪场 PRV 感染比例分布状况。3—5 月为春季、6—

年份 猪场 / 个 血清样本数 / 份 猪场采样数量 Median（IQR）/ 份

8 月为夏季、9—11 月为秋季、12 月至次年 2 月为

2017

227

4 588

15（16）

2018

317

6 028

12（12）

冬季。应用统计学软件 SPSS 19.0，对检测结果数

2019

68

2 523

22.5（33.75）

2020

75

2 187

20（23）

合计

687

15 326

15（17）

2

结果

2.1

注：血清样本数在K-S检验中，Z 为 5.808，P（sig2-tailed）＜ 0.05，
不服从正态分布，故用 Median（IQR）表示。

不同年份
由表 2 可知，2020 年 PRV gE 抗体场阳性率

最低，与 2017 年、2019 年相比差异不显著（P ＞
0.05），但显著低于 2018 年（P ＜ 0.05）；2017—

方法

1.2

据进行卡方检验（χ2 检验），统计分析其差异性。

经猪前腔静脉或耳缘静脉

2020 年 PRV gB 抗体场合格率差异均不显著（P ＞

无菌采集非抗凝血液样本 2~3 mL，室温静置 2~4 h

0.05）；2018 年 PRV gE 抗体个体阳性率显著高于

后，3 000 r/min 离心 3~5 min，取上清置于灭菌离

2017 年（P ＜ 0.05）， 但 2018 年 后 PRV gE 抗 体

1.2.1

血清样品制备

不同年份猪 PRV 抗体检测结果

表2
年份

场阳性率或合格率

个体阳性率

gE 抗体

gB 抗体

2017

ab
49.31 （107/217）

96.12 （124/129）

2018

57.71 （146/253）

b

100 （52/52）

31.34 （21/67）

平均

50.25（300/597）

94.41 （2 230/2 362）

b

96.53 （3 751/3 886）

c

88.71 （1 485/1 674）

d

ab
95.66 （1 588/1 660）

24.75 （1 198/4 841）

a

2020

gB 抗体

a

a

97.16 （205/211）
90.91 （40/44）

43.33 （26/60）

gE 抗体
21.60 （912/4 222）

a

ab

2019

%

a

15.73 （3 37/2 143）

a

6.14 （128/2 085）

96.56（421/436）

19.37（2 575/13 291）

a

b

c

94.49（9 054/9 582）

注：肩标字母完全不同表示差异显著（P ＜ 0.05），肩标字母有 1 个相同表示差异不显著（P ＞ 0.05），括号内数据为阳性猪场数 /
检测猪场数或阳性样品数 / 检测样品数，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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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阳性率呈显著下降趋势（P ＜ 0.05）；2019

中桂东地区的玉林市和贵港市野毒感染最为严重，

年 PRV gB 抗体个体阳性率最低，均显著低于其他

桂南地区的北海市、防城港市、钦州市，桂东地区

年份（P ＜ 0.05）。

的贺州市和梧州市，桂西地区的百色市和河池市野

不同季节

毒感染相对较轻。广西 14 个地市 PRV gB 抗体个

2.2

由表 3 可知，冬季 PRV gE 抗体场阳性率最

体阳性率均较高，PRV gB 场合格率方面，除梧州

低，与春季、秋季差异不显著（P ＞ 0.05），但显

偏低外，其他地市均较高。

著低于夏季（P ＜ 0.05）；PRV gB 抗体场合格率

2.4

不同生长阶段猪群

在一年四季差异均不显著（P ＞ 0.05）。冬季 PRV

由表 5 可知，2017—2020 年，后备母猪、育

gE、gB 抗体个体阳性率均最低，与春季、夏季和

肥猪 PRV gE 和 gB 抗体个体阳性率均显著低于其

秋季差异均显著（P ＜ 0.05）。

他生长阶段猪群（P ＜ 0.05）。

不同地区

2.3

2.5

感染比例分布

由表 4 可知，广西 14 个地市均存在不同程度

由表 6 可知，2017—2020 年受检猪场的 PRV

的 PRV 野毒感染，不同地区感染率差异明显，其

gE 抗 体 阴 性 猪 场 占 比 分 别 为 50.69%、42.29%、

表3

gB 抗体

ab

a

59.21 （90/152）

秋季

ab
46.81 （66/141）

冬季

42.97 （55/128）

桂西

8

95.45 （2 850/2 986）

b

19.53 （853/4 367）

96.25 （1 694/1 760）

a

ab
20.83 （614/2 947）

96.57 （2 531/2 621）

a

14.96 （452/3 022）

96.04 （97/101）

a
a

c

b

89.35 （1 979/2 215）

不同地区猪 PRV 抗体检测结果

%

场阳性率或合格率

血清来源地

a

22.20 （656/2 955）

98.50 （131/133）

a

gB 抗体

a

a

95.12 （78/82）

表4

桂中

gE 抗体

95.83 （115/120）

b

夏季

桂北

个体阳性率

gE 抗体
50.57 （89/176）

春季

桂东

%

场阳性率或合格率

季节

桂南

不同季节猪 PRV 抗体检测结果

个体阳性率

gE 抗体

gB 抗体

gE 抗体

gB 抗体

11.69（542/4637）

91.91（3 556/3 869）

南

宁

49.39（81/164）

94.03（126/134）

崇

左

56.52（13/23）

100（13/13）

21.65（55/254）

97.08（166/171）

北

海

9.09（1/11）

100（4/4）

14.02（53/378）

97.70（85/87）

防城港

18.18（2/11）

91.67（11/12）

8.97（20/223）

93.58（204/218）

钦

州

16.67（1/6）

100（4/4）

4.07（5/123）

97.37（74/76）

玉

林

69.51（114/164）

贵

港

64.10（25/39）

贺

州

23.08（6/26）

梧

州

桂

99.17（120/121）

35.86（943/2630）

97.02（2 084/2 148）

100（20/20）

29.50（457/1549）

96.06（659/686）

95.45（21/22）

7.07（26/368）

97.70（425/435）

23.08（3/13）

72.73（8/11）

12.77（41/321）

87.40（222/254）

林

43.33（26/60）

98.00（49/50）

9.34（108/1156）

95.91（892/930）

柳

州

38.18（21/55）

100（33/33）

22.79（235/1031）

98.33（472/480）

来

宾

29.41（5/17）

100（8/8）

16.41（84/512）

95.74（180/188）

百

色

25.00（1/4）

100（3/3）

6.82（3/44）

84.85（28/33）

河

池

25.00（1/4）

100（1/1）

4.62（3/65）

1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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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7—2020 年不同生长阶段猪群 PRV 抗体检测结果
PRV gE 个体阳性率

生长阶段

PRV gB 个体阳性率

a

98.29 （518/527）

a

b

78.39 （751/958）

a

98.44 （4 592/4 665）

c

99.49 （390/392）

18.80 （178/947）

公猪

b

6.93 （91/1 313）

后备母猪
经产母猪

20.81 （1 532/7 361）

哺乳仔猪

26.42 （149/564）

a
a

ac
22.43 （536/2 390）

保育猪

c

94.90 （2 532/2 668）

d

b

12.43 （89/716）

育肥猪

表6
阳性率区间 /%

%

72.85 （271/372）

2017—2020 年猪场 PRV 感染比例分布统计结果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猪场数 / 个

占比 /%

猪场数 / 个

占比 /%

猪场数 / 个

占比 /%

猪场数 / 个

占比 /%

110

50.69

107

42.29

34

56.67

46

68.65

＞ 0~10

14

6.45

13

5.14

1

1.67

3

4.48

＞ 10~20

23

10.60

31

12.25

2

3.33

4

5.96

＞ 20~30

9

4.15

14

5.54

3

5.00

3

4.48

＞ 30~40

7

3.23

11

4.35

7

11.67

2

2.99

＞ 40~50

12

5.53

19

7.51

2

3.33

2

2.99

＞ 50

42

19.35

58

22.92

11

18.33

7

10.45

217

100

253

100

60

100

67

100

0

合计／平均

56.67% 和 68.65%，其中 2018 年后 PRV gE 抗体阴

直维持在较高水平。从不同季节 PRV 抗体检测结

性猪场占比呈逐年上升趋势，即 PRV gE 抗体阳性

果来看，冬季 PRV gB 抗体个体阳性率均显著低于

猪场占比呈逐年下降趋势。2017—2020 年受检猪

其他季节，说明较低的温度和高湿度有可能对疫苗

场血清样本 gE 抗体个体阳性率在 50% 以上的猪场

免疫效力产生影响。从不同地区猪场 PRV 抗体检

占比分别为 19.35%、22.92%、18.33% 和 10.45%，

测结果来看，各地区猪 PRV gB 抗体个体阳性率虽

表明 2018 年后广西受检猪场 PRV 感染率逐年下降。

然存在一定差异，但均在 84% 以上，说明广西各

3

地区 PRV 免疫抗体水平均较高。从不同生长阶段

3.1

讨论
免疫情况

猪群 PRV 抗体检测结果来看，不同生长阶段猪群

PR 仍是严重威胁我国猪养殖业的重要疫病之

猪 PRV gB 抗体个体阳性率存在显著差异，后备母

一。疫苗免疫是预防和控制 PR 的重要手段，同时

猪、育肥猪 PRV gB 抗体水平较低，个体阳性率均

建立猪场合理科学的免疫程序至关重要。通过定期

显著低于其他生长阶段猪群，说明后备母猪、育肥

监测 PRV gB 抗体情况，可及时了解猪群的免疫情

猪存在免疫空白，需加强免疫；另一方面，公猪、

况，优化疫苗免疫程序。本次调查对全区采集的

经产母猪、哺乳仔猪和保育猪 PRV gB 抗体和 gE

436 个猪场 9 582 份血清样品进行了 PRV 免疫抗体

抗体个体阳性率均显著高于后备母猪和育肥猪，表

检测，结果发现 2017—2020 年 PRV gB 抗体个体

明较高的 gB 抗体个体阳性率并不能完全保护猪群

阳性率均明显高于国家规定的群体免疫合格水平

不受 PRV 野毒感染，这与李海琴等 [12] 的调查结论

（70%），说明近年来广西猪群 PRV 免疫抗体一

一致，也反映出 PRV 野毒感染可能还存在其他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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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风险因素，与宁慧波等 [13] 在 2016—2018 年我

其中生猪主产区玉林市、贵港市的感染率均显著

国规模化猪场 PRV 感染的血清学及传播风险因素

高于其他地区。这是因为玉林、贵港市送检血清样

调查中发现的一点式生产模式、公猪感染、仔猪肌

品多来自中小规模猪场，而中小规模猪场多存在免

注免疫频率等 17 项因素与 PRV 传播有较强联系的

疫及检疫程序不合理、生物安全意识不强、饲养

结论相符合，说明仅依靠疫苗免疫并不能彻底控制

管 理 水 平 不 高 等 疫 病 防 控 缺 陷 问 题， 从 而 导 致

PR 发生与流行。
3.2

感染情况
本 次 调 查 共 检 测 来 自 广 西 14 个 地 级 市 597

个 猪 场 的 13 291 份 血 清 样 品， 结 果 发 现 2017—
2020 年 广 西 猪 场 PRV gE 抗 体 平 均 场 阳 性 率 为
50.25%，PRV gE 抗体平均个体阳性率为 19.37%，
相 比 陈 驰 等 [14] 报 道 的 2018—2019 年 江 苏 场 阳
性 率 75.61%、 个 体 阳 性 率 38.44%， 河 南 场 阳 性
率 88.24%、 个 体 阳 性 率 63.28%， 江 西 场 阳 性 率
71.70%、个体阳性率 30.48%，广西猪场 PRV 感染
程度均低于上述省份。2018—2020 年广西 PRV gE
抗体场阳性率和个体阳性率均呈下降趋势，说明近
年来广西猪场 PRV 野毒感染状况有明显好转。其
原因可能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大量 PRV 野毒感
染严重且生物安全等级较低的中小规模猪场转行或
被淘汰，大批生物安全等级较高的大型规模猪场逐
渐增多，以及猪场普遍加强生物安全管理。但目前
PRV 野毒感染情况在广西猪场中仍普遍存在，须
继续加强猪场 PR 综合防控和净化。
不同季节检测结果显示，PR 一年四季均有发
生，夏季的 PRV gE 抗体场阳性率和个体阳性率最
高，均显著高于冬季，说明广西 PR 具有季节性流
行特点，夏季多发，冬季发病率较低，这与王昌建
等 [15] 报道的 2018 年湖南规模猪场夏季 PRV gE 抗
体阳性率最高（25.1%），冬季 PRV gE 抗体阳性
率最低（13.2%）的结论基本一致，但与早期研究
报道的冬春两季多发不一致 [3]。分析原因可能是，

猪场 PRV 野毒感染情况严重。这一分析与黄晓
慧等

[16]

、高建鹏等 [17] 报道的中小型规模猪场 PRV

野毒感染率较高的研究结论一致。
本 次 检 测 发 现， 不 同 生 长 阶 段 的 猪 群 均 有
PRV 感 染， 说 明 不 同 生 长 阶 段 猪 群 对 PRV 均 易
感。哺乳仔猪、保育猪、育肥猪 PRV gE 抗体个体
阳性率呈逐渐下降趋势，很可能是来自经产母猪
的 PRV 母源抗体随着时间逐渐消失所致。研究表
明，自然状态下，PRV 母源抗体在 120 d 左右才消
失 [18]。广西育肥猪 PRV gE 抗体个体阳性率最低，
与傅宏庆等 [19] 报道的 2016—2018 年江苏省育肥猪
PRV 感染率最高，李海琴等 [20] 报道的 2016—2017
年江西省育肥猪 PRV 感染率最高，林日丹等 [21] 报
道的 2013—2018 年福建省育肥猪感染率较高等研
究结论均不一致，说明相较于江苏、江西、福建，
广西育肥猪 PRV 感染率偏低。公猪、后备母猪均
存在不同程度的感染，说明猪场需加强引种前检疫，
确保引进的公猪、后备母猪均未感染 PRV。种猪
群较高的 PRV 野毒阳性率是导致整个猪场持续阳
性的根本原因，而由于种猪饲养时间较长，一旦感
染 PRV 野毒，可长期带毒排毒，引起持续性感染。
4

结论
本次检测发现，近年来随着疫苗免疫的加强，

广西规模猪场 PRV 的防控净化已初见成效，但
PRV 野毒感染情况仍普遍存在，说明仅依靠疫苗
免疫并不能彻底控制 PR 的发生与流行。因此，还

当前流行的 PRV 新型变异毒株流行特点出现了新

需加强引种前检疫，提高猪场饲养管理水平，建立

变化，具体原因有待深入研究探讨。

完善的猪场生物安全防控体系，同时定期开展血清

不同地区的检测结果表明，广西 14 个地级市
均存在 PRV 野毒感染，不同地区感染率差异明显，

10

抗体监测，制定合理的免疫程序，及时淘汰感染猪，
最终达到净化 PR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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