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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RS 嵌合病毒活疫苗（PC 株）和灭活疫苗
联合免疫母猪应用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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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验证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PRRS）嵌合病毒活疫苗（PC 株）和灭活疫苗联合应用于母猪的免疫效

果，在天津市某 PRRS 阳性猪场，对部分母猪实施了两种疫苗联合免疫试验，利用 RT-PCR 和间接 ELISA 方法

进行病毒和免疫抗体检测。结果显示 ：接种疫苗后，试验母猪精神、食欲和体温均正常，猪肛拭子和饲养环境
样品中均未检测到病毒 ；免疫后 14~70 d，试验母猪 PRRS 抗体阳性率均为 100% ；免疫后 42 d，试验母猪的抗

体 IRPC 平均值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且免疫后 14 d，2 个试验组变异系数分别下降 31 和 44 个百分点 ；试验母猪
所产仔猪的均匀度、活泼程度均高于对照组。结果表明，PRRS 嵌合病毒活疫苗（PC 株）和灭活苗联合免疫安
全有效，不仅可以很好地诱导机体产生正常的免疫反应，而且还可以提高猪群抗体的整齐度且无排毒风险，免
疫保护期较长。本研究为阳性猪场的 PRRS 防控提供了有效免疫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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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verify the immune eﬀect of combined vaccination of chimeric virus vaccine（PC strain）and
inactivated vaccine of porcine reproductive and respiratory syndrome（PRRS）applied in sows，some sows in a PRRS

positive farm in Tianjin City were simultaneously vaccinated with the two kinds of vaccines，and relate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nd detected for virus nucleic acids and antibodies by RT-PCR and indirect ELISA，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xperimental sows were with normal spirit，appetite and body temperature，and no virus was detected
in their samples of anal swabs and feeding environment ；the positive rate was 100% in 14 to 70 days after vaccination ；
the average IRPC of antibodies remained at a relatively high level in 42 days after vaccination，and the vari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two experimental groups decreased by 31% and 44% respectively in 14 days after vaccination ；
the evenness and liveliness of piglets produced by the experimental sow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by control group. In
conclusion，combined vaccination of chimeric virus vaccine（PC strain）and inactivated vaccine of PRRS was safe
and effective，which not only induced normal immune response in the body，but also improved the uniformity of
antibodies in pigs without any risk of detoxiﬁcation，and provided a long immune protection period. An alternative and
eﬀective choice for PRR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as thereby provided for PRRS-positive fa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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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 繁 殖 与 呼 吸 综 合 征（porcine reproductive
and respiratory syndrome，PRRS）俗称猪蓝耳病，
按其病原致病力不同，分为经典 PRRS 和高致病性
PRRS[1]，是当前造成养猪业严重损失的重要疫病
之一。因此，猪场应加强 PRRS 监测，随时关注猪

图1

剖检所见病猪肺部病变

群感染情况，科学选择疫苗，做好 PRRS 防控。而

1.2

猪场选择哪种 PRRS 防控方案及疫苗种类，要根据

1.2.1

猪场自身定位来决定。种猪场、育肥场以及 PRRS

吸道症状的母猪 [1]，试验前应用 ELISA 抗体检测

阴性场、阳性稳定场或不稳定场，在疫苗方案选择
上都有一定的区别。本研究在天津市某 PRRS 阳性
[2]

试验材料
试验猪

妊娠 40 d 左右的健康母猪和有呼

试剂盒检测其 PRRSV 抗体水平。
疫苗 PRRS 嵌合病毒活疫苗（PC 株），

1.2.2

猪场开展了 PRRS 嵌合病毒活疫苗（PC 株） 和

以下称“疫苗 A”，由杭州某动物疫苗有限公司提

灭活疫苗联合免疫母猪试验，以验证该免疫方案的

供，疫苗批号为 201205；PRRS 灭活疫苗，以下称

防控效果。

“疫苗 B”，由杭州某动物疫苗有限公司提供，疫

1

苗批号为 201258。

1.1

材料与方法
试验猪场背景
2021 年 3 月，天津市蓟州区某猪场发生 PRRS

疫情并伴有气喘病、流行性腹泻等疾病。该猪场现
存栏母猪 200 余头、保育 900 头；采取自繁自养模
式，无购入史，曾免疫猪伪狂犬病活疫苗、猪瘟活
疫苗、口蹄疫灭活疫苗，近期免疫流行性腹泻疫苗，
抗体均在正常范围内，未实施 PRRS 疫苗免疫。
病死猪临床表现为整体瘦弱，头部有略微浮
肿，全身出现蓝紫色瘀斑，耳廓边缘有明显出血斑。
肺脏表现为间质性肺炎，呈现花斑肺（图 1），心
尖叶有对称性虾肉样变化，肺脏实质有个别不规则
分布的紫红色实变区，肠道内充满稀薄的内容物。
采集病死猪颌下、肠系膜、腹股沟淋巴结以及肺脏、
脾脏，使用高致病性 PRRS 实时荧光检测试剂盒进
行检测，结果为核酸阴性，即非高致病性 PRRS 疫
情；使用类 NADC-30 毒株核酸检测试剂盒进行检
测，结果为核酸阳性。随机采集 30 份血液样本进
行 PRRSV 抗原和抗体检测，结果抗原检测均为阴
性，抗体检测 9 份阳性，抗体阳性率为 30%。结

试剂盒 PRRSV 间接 ELISA 抗体检测试

1.2.3

剂盒，购自北京天之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批号为
CPA.43X3。
试验方法

1.3

疫苗安全性试验

1.3.1

因疫苗 B 为灭活疫苗，

安全性相对较高，因此正式试验前仅对疫苗 A 开
展安全性试验（预试验）。随机选取妊娠 40 d 和
80 d 的母猪各 5 头，每头母猪肌内注射 1 头份疫苗
A，观察其体温、精神状态及采食量变化。
免疫效果评价试验

1.3.2
1.3.2.1

分组

选取生产性能及生产时间相近的

妊娠 40 d 左右的健康母猪 20 头，随机分成 2 组（试
验 1 组和对照组），每组 10 头；另选取妊娠 40 d
左右有呼吸道症状的母猪 6 头作为试验 2 组，进行
耳标登记。
1.3.2.2

免疫方案

试验预饲期为 15 d，试验猪

只临床无异常。试验 1 组 10 头母猪和试验 2 组 6
头母猪均于妊娠 42 d 每头同时接种 1 头份疫苗 A
和 2 mL 疫苗 B，于颈部两侧肌肉分开注射，对照
组 10 头母猪于妊娠 42 d 同时注射同等剂量疫苗稀

合上述临床、剖检及抗原检测结果，判定该养殖场

释液。所有试验猪群均在隔离状态下饲养，饲养环

为 PRRS 阳性场。

境和管理方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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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并记录接种后 1~7 d

全程 7 d 最高体温为 38.7 ℃，最低为 38.2 ℃；试

母猪每天上午和下午体温以及精神状态和采食量变

验 2 组母猪全程 7 d 最高体温为 38.7 ℃，最低为

化，持续观察 60 d，并于免疫后不同时间采集肛拭

38.1 ℃。 免 疫 后 7、14、21、28、35、42、49 和

子、猪舍粪土与水样进行疫苗毒 RT-PCR 检测。

60 d 采集试验组猪肛拭子进行病毒检测，均未检测

1.3.2.3

安全性观察

在疫苗免疫后 0、14、

到病毒；对试验猪群饲养环境采集的猪舍粪土与水

28、42、70 d，各采集 5 mL 血液（对照组 28 d 后

样进行 RT-PCR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综上，两个

不再采集），分离血清，测定 PRRSV 抗体水平，

试验组猪体温均正常，符合健康母猪正常体温标准 [4]

并进行抗体 IRPC 值及其变异系数（CV）比较分析。

（38.0~39.5 ℃），疫苗不存在通过粪便向外排毒

CV= 标准偏差 / 平均值 ×100%。

的风险，表明疫苗 A+ 疫苗 B 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1.3.2.4

1.3.2.5

免疫抗体检测

母猪生产成绩观察

记录每头试验猪的

分娩时间、产仔总数、健仔数，以及产木乃伊胎和
死胎数等。
2

结果与分析

2.1

安全性
接种疫苗 A 后 7 d 内，妊娠 40 d 和 80 d 母猪

均未表现精神异常、采食下降等不良反应 [3]。体温
测定结果（图 2）显示：妊娠 40 d 母猪注射疫苗 A
后，全程 7 d 最高体温为 38.7 ℃，最低为 38.2 ℃；
妊娠 80 d 母猪全程 7 d 最高体温为 38.7 ℃，最低
为 38.3℃。两个妊娠阶段的试验母猪体温均未见异

图3

全部试验妊娠母猪接种疫苗 A+ 疫苗 B 后
平均体温变化规律

抗体阳性率

采用 PRRSV 间接 ELISA 抗

常，符合健康母猪的正常体温标准（38.0~39.5 ℃），

2.2.2

表明疫苗 A 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体检测试剂盒，对采集的血清样品进行检测发现：
免疫前（妊娠 42 d），试验 1 组 10 头母猪抗体全
部为阴性，试验 2 组有 2 头母猪抗体为阳性，但抗
原为阴性；免疫后 14、28、42、70 d，2 个试验组
母猪采集样品的 PRRSV 抗体阳性率均为 100%。
对照组均为阴性。
2.2.3

抗体 IRPC 值

统计结果（表 1）显示：试

验 1 组在免疫后 28 d（妊娠 70 d）抗体 IRPC 平均
值达到高峰 195.5，免疫后 42 d（妊娠 84 d）仍维
图2

2.2

妊娠母猪接种疫苗 A 后平均体温变化规律

免疫效果

持在较高水平；试验 2 组虽然有 2 头母猪在免疫前
曾受野毒感染，但免疫后 14 d（妊娠 56 d）抗体

2.2.1 安全性 接种联合疫苗后 7 d 内，妊娠 42 d

IRPC 值也快速上升，免疫后 28 d（妊娠 70 d）达

母猪均未表现精神异常和采食下降等不良反应。体

到高峰 172.3，免疫后 42 d（妊娠 84 d）仍维持在

温测定结果（图 3）显示：对照组母猪全程 7 d 最

较高水平。结果表明，试验母猪注射疫苗 A+ 疫苗

高体温为 38.4 ℃，最低为 38.0 ℃；试验 1 组母猪

B 可以很好地诱导机体产生正常的免疫反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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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免疫前后不同时间各组母猪 PRRSV 抗体 IRPC 值

成的影响，追踪后备母猪是否驯化成功以及母猪群

妊娠 42 d 妊娠 56 d 妊娠 70 d 妊娠 84 d 妊娠 112 d

的稳定性、生长育肥猪感染状况，这样才能科学合

组别
试验 1 组

5.4

130.6

195.5

145.9

132.7

试验 2 组

20.9

89.0

172.3

146.0

116.0

6.4

5.0

4.8

—

—

对照组

注：—. 未检测。

CV

2.2.4

统 计 结 果（ 表 2） 显 示： 与 免 疫 前

相比，免疫后 14 d，试验 1 组和 2 组 CV 分别下降
31 个和 44 个百分点，表明免疫后血清抗体水平整
齐度明显上升。随着免疫时间的延长，抗体 IRPC
值变异系数逐步升高；试验 2 组 CV 值较试验 1 组
CV 值变化更小。
免疫前后不同时间各组母猪 PRRSV 抗体 CV 值 %

表2
组别

妊娠 42 d 妊娠 56 d 妊娠 70 d 妊娠 84 d 妊娠 112 d

试验 1 组

51

20

7

10

20

试验 2 组

64

20

12

9

10

统计结果（表 3）显示：各组母猪分娩时间均
正常，其中对照组各项生产指标均低于试验组；试
验 2 组平均窝产活仔数略低于试验 1 组，但 2 个试
验组的死胎和木乃伊胎总数占产仔数比例明显低于
对照组。试验组母猪所产仔猪的均匀度、活泼程度
均高于对照组。

组别

各组母猪生产成绩汇总

总 产 平均窝产
窝数
活仔数 活仔数

死胎率 /%

木乃伊
胎率 /%

10

123

12.3

0

0

试验 2 组

6

68

11.3

2.86（3/70）

0

10

102

10.2

5.56（6/108）4.63（5/108）

3

含有经典株的部分基因，又含有高致病性变异株的
部分基因），可同时预防经典和高致病性 PRRS。
PC 株活疫苗与灭活疫苗联合免疫母猪，能更好地
产生中和抗体和细胞介导免疫，在预防两种类型
PRRS 时，既能刺激机体产生体液免疫应答，又能
激发较强的细胞免疫应答，实现更好的防控效果。
在本试验中，母猪同时免疫 PC 株活疫苗与灭
活疫苗，1 周内体温变化范围为 0~0.6 ℃，对母猪
分娩时间也没有影响；免疫后 60 d 试验猪群肛拭
子、猪舍粪土与水样中均没有检测到病毒，证明疫

初生重、均匀度和健壮活泼程度方面，试验组优
于对照组。综上，初步证明联合免疫对母猪具有较
好的安全性。母猪于妊娠 42 d 同时接种 PRRS 嵌
合病毒活疫苗（PC 株）和灭活疫苗，免疫后 28 d
抗体达到峰值，而 CV 值明显降低，表明该疫苗免
疫能够很好地激发机体建立免疫反应，并提高猪群
抗体的整齐度。通过观察母猪生产情况，试验各组

试验 1 组

对照组

通过反向遗传操作方法构建的 PC 株制备的，（既

面，试验 1 组成绩最好，成活率为 100%；在仔猪

母猪生产成绩

表3

PRRS 活疫苗（PC 株）是利用基因嵌合技术，

苗不存在通过粪便向外排毒的风险；在产仔性能方

注：对照组 CV 以 0 计算或忽略。

2.3

理地选择疫苗免疫方案，精准控制 PRRS[8]。

的生产成绩均优于对照组，证明临床应用 PRRS 嵌
合病毒活疫苗（PC 株）和灭活疫苗联合免疫母猪
效果良好。
本研究采用嵌合病毒活疫苗（PC 株）和灭活
疫苗联合免疫方案，进行病原、应激相关指标以及
免疫抗体检测 [9]，为 PRRS 阳性猪场科学制定免疫

讨论
PRRSV 在我国猪群中呈现遗传多样性特征，

程序提供了依据。但本次试验受各方面条件限制，

不同个体对同一毒株的易感性也不同 [6]，变异毒株

试验动物较少（26 头母猪），结论基于较少试验

间异源保护性不足造成缺少“通用疫苗”。因此，

动物得出具有一定局限性。若要对生产实际起到指

诊断监测是防控 PRRS 的重要前提 。猪场要确切

导作用还需要大数据的验证和支持 [10]。下一步，

了解 PRRSV 本身及其感染状态的变化和对生产造

将继续追踪观察该场仔猪生长情况及 PRRS 防控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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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并向同类型猪场推广该项联合免疫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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