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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万菌素对 PRRSV 感染的临床调节作用及对
猪瘟和口蹄疫疫苗免疫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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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以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PRRSV）阳性不稳定场猪群为试验对象，评价泰万菌素对 PRRSV 感染

程度的调节作用及对猪瘟（CSF）疫苗，口蹄疫（FMD）A 型和 O 型疫苗免疫效果的影响。试验一 ：将 2 000

头母猪随机等分为 A、B 两组，分别给药两家泰万菌素产品，对比用药前后母猪抗体水平及各项生产性能指标
变化。结果显示 ：用药后两组猪群 PRRSV、猪瘟病毒（CSFV）抗体水平比用药前均得到明显改善。其中 A 组
PRRSV 抗体 S/P 值在 0.4~2.0 范围内比例由 53.6% 升至 89.3%（P ＜ 0.05）；母猪群 CSFV 抗体阳性率由 67.9%

升至 100%（P ＜ 0.05），抗体水平由 50.8% 提升至 91.1%（P ＜ 0.05）。猪群口蹄疫病毒（FMDV）A/O 型抗体
阳性率、离散度亦有所改善，且猪群各生产指标均得到提高。试验二 ：对种公猪实施泰万菌素保健。保健前后

各指标对比分析结果显示 ：保健后种公猪群 PRRSV 抗体阳性率由 100% 降至 66.1%，S/P 值均在 2.0 以内，离
散度降至 22.5%。综上，泰万菌素能有效缓解猪群 PRRSV 的感染程度，提升猪群的健康水平，同时使猪群在免
疫 CSF、FMD 疫苗后获得更好的免疫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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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paper was to evaluate the regulation of tylvalosin on porcine reproductive and respiratory
syndrome virus（PRRSV）infection，as well as the immunity produced by the vaccines against classical swine fever

（CSF），foot-and-mouth disease（FMD）type A and O. For experiment 1，2 000 sow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and B groups，and respectively administrated with tylvalosin products provided by two manufacturers to compare their

changes of antibody level and production performance indexes prior to and after administration. It was found that the
antibody levels against PRRSV and CSFV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ﬁcantly improved after administration. In group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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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portion of S/P value of PRRSV antibody within the range of 0.4-2.0 increased from 53.6% to 89.3%（P ＜ 0.05）；
the positive rate of antibody against CSFV increased from 67.9% to 100%（P ＜ 0.05），and the antibody level from
50.8% to 91.1%（P ＜ 0.05）. The positive rate of antibody and dispersion of FMDV A/O were also improved，so

were all production indexes of the sows. For experiment 2 ：boars were taken healthcare with tylvalosin. All indexes
prior to and after healthcare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it was found that，after healthcare，the positive rate of

antibody against PRRSV decreased from 100% to 66.1%，the S/P value was within 2.0，and the dispersion decreased to
22.5%. In conclusion，the level of infection with PRRSV could be effectively reduced by tylvalosin through improving
the health level of pigs and producing better immune response in pigs after vaccination with vaccines against CSF and
FMD.
Key words ：tylvalosin ；PRRS ；CSF ；FMD ；antibody level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PRRS）是由猪繁殖与

气病、猪痢疾、猪增生性肠炎等疫病 [12-13]。据报

呼吸综合征病毒（PRRSV）引起的以繁殖母猪流产，

道 [14-15]，泰万菌素还能减少猪群 PRRSV 的感染。

产死胎、弱仔、木乃伊胎等繁殖障碍及仔猪和育肥

本研究以 PRRSV 阳性场的母猪和种公猪为试验

猪呼吸道症状为特征的病毒性传染病，严重影响全

对象，验证泰万菌素在田间条件下是否对 PRRSV

球养猪业的健康发展 [1]。多项研究证明，PRRSV

感染水平具有调节功能，分析其对 CSF、口蹄疫

[2]

（FMD）疫苗免疫效果产生何种影响，以期为猪

感染可导致猪只免疫抑制。Thanawongnuwech 等

研究发现，猪肺血管内巨噬细胞是 PRRSV 的重要

场制定 PRRS 及其他疫病的免疫方案提供参考。

复制位点，PRRSV 可对肺泡巨噬细胞产生不利影

1

响，并导致肺血管内巨噬细胞杀菌功能弱化，促进

1.1

[3]

材料与方法
试验动物

研究发现，使

河南省某规模猪场，共有基础母猪 2 000 头、

用 PRRSV 减毒活疫苗免疫猪只产生的特异性抗体

种 公 猪 120 头， 商 品 猪 若 干。 母 猪 群 有 减 料 现

无法清除肺部病毒，其机制与 PRRSV 感染巨噬细

象，部分母猪妊娠中期发生流产，全群流产率约

胞系统引起机体细胞免疫功能低下，从而影响猪体

为 8%。病原微生物监测发现，本场非洲猪瘟病毒

猪血源性细菌感染。Labarque 等

的正常免疫功能有关。Li 等

[4]

研究发现，PRRSV

（ASFV）抗原、抗体及伪狂犬病毒（PRV）gE 抗

感染猪群对猪瘟（CSF）疫苗的免疫应答水平明显

体均为阴性。有 3 头母猪流产，共产死胎 15 个，

低于未感染猪群，尤其在 CSF 疫苗免疫接种 3~5

产房脐带血呈 PRRSV 抗原阳性。母猪群免疫方案：

周后该差异更加明显，推测 PRRS 高发猪场的 CSF

CSF 疫苗（传代细胞苗）、PRRS 疫苗（R98 株）

高流行率可能与感染 PRRSV 的猪只对 CSF 疫苗的

均 1 年 3 次普免。

低水平免疫应答有关。王美君等

[5]

对 PRRSV 持续

1.2

药物

性感染猪场进行 CSF 疫苗免疫抗体水平监测时发

药物 A（25% 酒石酸泰万菌素可溶性粉），

现，猪瘟病毒（CSFV）抗体水平与猪群 PRRS 发

由中牧南京动物药业有限公司提供；药物 B（25%

病程度密切相关。此外，还有多项研究

[6-9]

证明，

CSF 的免疫失败与猪场 PRRSV 感染有关。
泰万菌素是大环内酯类专用动物抗生素，具

酒石酸泰万菌素可溶性粉），购自某动保公司。
1.3

主要试剂
PRRSV X3 抗 体 检 测 试 剂 盒、Real PCR NA

有抗菌活性和抑制炎症反应等作用 [10-11]，对支原体、

PRRS 1-2 型 RNA 检测预混液试剂盒、CSFV 抗体

螺旋体以及大部分革兰阳性菌和部分革兰阴性菌均

检测试剂盒、口蹄疫病毒（FMDV）抗体检测试剂

有较强的抗性，主要用于防治家禽支原体病、猪喘

盒、Real PCR ASFV DNA 检测预混液试剂盒，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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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自美国爱德士（IDEXX）生物科技公司。
1.4

试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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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水平、S/P 值离散度相比用药前均差异显著
（P ＜ 0.05），表明泰万菌素具有调节 PRRSV 感

2 000 头 基 础 母 猪 随 机 等 分 为 A、B 两 组，

染程度，优化猪群 PRRSV 抗体水平的作用。此

给药前采集 A 组和 B 组母猪血液用于 PRRSV、

外，结合猪群 S/P 值在各区间的比例数据能更好地

CSFV、FMDV 抗原和抗体检测。A 组给药方案：

反映猪群中 PRRSV 的活动状态，S/P 值在 0.4~2.0

每吨水添加 750 g 药物 A，全群饮水用药，每月用
药 14 d，连用 3 个月；B 组给药方案：每吨水添加
750 g 药物 B，用药方式及疗程同 A 组。3 个月后
采 血， 分 离 血 清 用 于 PRRSV、CSFV、FMDV 抗
原及抗体检测。详细记录 A 组用药前后母猪的各
项生产性能指标，包括母猪流产率、年化淘汰率平
均值、后备母猪利用率、母猪日采食量（全程采食
统计）、窝产仔数、断奶仔猪成活率、仔猪平均出
生重、断奶重，用于后续药物疗效评估。
选择种公猪 120 头，每天灌服药物 A 5 g/ 头，
每月连用 14 d，连用 3 个月。用药前和用药结束后，
分别采血检测 PRRSV 抗体水平。
1.5

数据统计分析
PRRSV 抗体阳 / 阴性判断标准：计算每个样

品的 S/P 值，如果 S/P 值小于 0.4，则判定为阴性；
如果 S/P 值大于或等于 0.4，则判定为阳性。
CSFV 抗 体 阳 / 阴 性 判 断 标 准： 计 算 每 个 样
品的阻断率（PI），如果被检样本的 PI 值大于或
等于 40%，则判定为阳性；如果 PI 值小于或等于
30%，则判定为阴性；如果 PI 为 30~40%，则需
重测。

范围内视为免疫效果最佳，该值变高（≥ 2.0），
表明 PRRSV 有活跃迹象，将对母猪生产性能造成
一定影响。由表 1 可知，A 组用药前后 PRRSV 抗
体 S/P 值在 0.4~2.0 范围内所占比例由 53.6% 升至
89.3%，B 组由 50.0% 升至 83.3%。表明用药泰万
菌素后，猪群的免疫效果整体得到提升。
2.2

结果（表 1）显示：A、B 两组猪群用药后，
CSFV 抗 体 阳 性 率 分 别 由 67.9%、75.0% 提 高 到
100%，抗体 PI 值离散度分别由 34.3% 和 11.6% 降
至 7.9% 和 4.6%， 表 明 用 药 后 CSFV 抗 体 水 平 更
整齐。此外，CSFV 的平均抗体水平也有大幅度提
升，A 组由 50.8% 升至 91.1%，B 组由 49.5% 升至
81.1%，说明两组母猪群对 CSF 疫苗的免疫应答机
能已得到很好恢复。
2.3

为阳性；如果 PI 值小于 50%，则判定为阴性。
使用 GraphPad Prism 8.00 软件对试验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母猪群用药前后 PRRSV 抗体检测

母猪群用药前后 FMDV A/O 型抗体检测
与未给药对照组相比，试验组猪群 FMDV A/O

型抗体阳性率均有小幅提高，抗体 PI 值略微增长，
且 PI 值离散度略微降低（表 2），说明泰万菌素
对猪群 FMDV A/O 型抗原免疫应答水平有一定调
节作用。
2.4

FMDV A/O 型抗体阳 / 阴性判断标准：计算每
个样品的 PI，如果 PI 值大于或等于 50%，则判定

母猪群用药前后 CSFV 抗体检测

给药前后母猪生产性能指标比较
对比用药前后母猪生产性能指标（表 3），

经泰万菌素治疗母猪的各项生产性能得到改善，
如流产率下降 8.0%，母猪年化淘汰率平均值下降
4.0%， 窝 产 仔 数 增 加 1.3 头， 仔 猪 断 奶 重 增 加
0.6 kg，断奶仔猪成活率增长 5.1%，说明泰万菌素
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母猪群的生产成绩。
2.5

种公猪用药前后 PRRSV 抗体检测

结 果（ 表 1） 显 示： 母 猪 群 用 药 前 后 的

结 果（ 表 4） 显 示： 经 泰 万 菌 素 保 健 3 个

PRRSV 抗体阳性率均为 100%。用药后的 PRRSV

月 后， 种 公 猪 PRRSV 抗 体 阳 性 率 由 100% 降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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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检测项

试验
检测值
组别

PRRSV

1.981±
a
0.601

B组

抗体

A组
B组

用药后

范围

占比 /%

≥ 0.4~2.0

53.6

均值

≥ 2.0~3.0

39.3

≥ 3.0

7.1

≥ 0.4~2.0

50.0

≥ 2.0~3.0

45.8

≥ 3.0

4.2

S/P

抗体

CSFV

用药前

1.970±
a
0.680

A组

给药前后母猪群 PRRSV、CSFV 平均抗体水平、阳性率及离散度变化

均值

范围

1.330±
b
0.400

1.575±
b
0.350

a

50.8

PI

用药前抗体 用药后抗体 用药前抗体 用药后抗体
占比 /% 离散度 /% 离散度 /% 阳性率 /% 阳性率 /%

≥ 0.4~2.0

89.3

≥ 2.0~3.0

10.7

≥ 3.0

0

≥ 0.4~2.0

83.3

≥ 2.0~3.0

16.7

≥ 3.0

0

34.6

30.3

100

100

30.4

22.2

100

100

b

34.3

7.9

67.9

100

b

11.6

4.6

75.0

100

91.1

a

49.5

81.1

注：同数据肩标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P ＜ 0.05）。

表2
检测项目

母猪群使用泰万菌素前后 FMDV A/O 型抗体阳性率、离散度变化

%

药物 A 组（母猪数 60 头）

未给药对照组（母猪数 60 头）
一免后 20 d

二免后 30 d

二免后 60 d

一免后 20 d

二免后 30 d

二免后 60 d

A 型抗体阳性率

63.3

68.1

82.9

66.2

71.3

86.2

A 型抗体离散度

12.8

15.2

11.1

9.7

10.8

9.3

O 型抗体阳性率

70.2

78.1

89.7

71.4

80.2

92.0

O 型抗体离散度

16.2

12.6

11.8

14.1

12.7

10.1

表3

用药前后母猪各项生产性能指标比较

组别 日采食量 /kg 流产率 /% 后备母猪利用率 /% 年化淘汰率平均值 /% 窝产仔数 / 头 平均出生重 /kg 断奶重 /kg 断奶仔猪成活率 /%
用药前

2.9

8.8

77.6

6.5

11.5

1.2

4.9

87.6

用药后

3.0

0.8

86.6

2.5

12.8

1.3

5.5

92.7

表4

给药前后种公猪群 PRRSV 平均抗体水平、
阳性率及离散度变化

检测项目

低，从而使猪群 PRRS 感染程度逐渐趋于稳定，
PRRSV 抗体水平有所下降。

用药前

用药后

阳性率 /%

100

66.1

S/P 均值

2.0

0.8

0

30.4

本 试 验 中 A、B 组 用 药 泰 万 菌 素 前 后 S/P

0.4 ≤ S/P ＜ 2.0 所占比例 /%

80.3

69.6

2.0 ≤ S/P ＜ 2.5 所占比例 /%

值 ≥ 2.0 样本数大幅降低，PRRSV 平均抗体水平

19.7

0

S/P 值离散度 /%

36.3

22.5

S/P ＜ 0.4 所占比例 /%

3
3.1

讨论
猪群 PRRSV 抗体 S/P 值的含义需系统解读

及离散度更趋优化，且对比用药前后母猪繁殖性能、
窝产仔数、仔猪断奶重、断奶仔猪成活率等生产指

66.1%，抗体 S/P 值均降至 2.0 以内，且离散度降

标发现，经泰万菌素治疗后的母猪群生产成绩得到

至 22.5%。该场种公猪未免疫 PRRSV，用药前抗

提升，与 Stuart 等 [16]、Takagi 等 [17]、李桃梅 [18] 关于

体阳性率为 100%，说明种公猪全群自然感染过

泰万菌素对 PRRSV 的作用结果一致，表明泰万菌

PRRSV。用药后的结果提示泰万菌素可能通过抑

素具有调节 PRRSV 感染程度的作用。该试验通过

制 PRRSV 在猪体内的复制，使猪群的感染水平降

对 PRRSV 抗体 S/P 均值进行分析，对猪场 PRR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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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程度有了初步了解，但对 S/P 值的全面认识还

上抑制了猪只的机体免疫功能并对 PRRSV 清除产

需考虑到以下几种情况：对于阴性猪群，因为未免

生负面作用，使得猪免疫系统对其他疫苗的免疫应

疫，只要通过 ELISA 或 IFA 检测到特异性抗体便

答水平随之下降。

可以确诊。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兽医诊断实验室认

3.3

猪群疫苗免疫效果不佳需考虑免疫抑制因素

为，将 PRRSV 阴性猪群的 S/P = 0.4 设为标准 cut-

PRRSV 等病毒主要感染猪肺泡内巨噬细胞从

off 值并不合适，应该将其下调至 0.2 或 0.1，以便

而导致机体的免疫抑制，该种现象不但使猪肺部组

能更早发现 PRRSV 感染，及早处理（行业会议

织 PRRSV 抗体水平不足，无法中和体内病毒 [5]，

PRRS 防控经验交流）。对于阳性猪群，仅凭 S/P

也使机体对 CSFV[7]、FMDV[20] 等的免疫应答水平

值大小无法准确评估 PRRSV 感染状态，有从业者

不高，本试验结果亦是如此。因此在评价猪场疫苗

将 S/P 值大于 2.0 归为野毒感染，S/P 值小于 2.0 判

免疫效果时，除了考虑疫苗质量高低及免疫程序是

定为疫苗免疫，但笔者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由于

否合理这两个因素之外，还需考虑猪场免疫抑制疾

猪只的个体差异，毒株的差异及接触病毒时间的长

病的防控是否已得到很好解决。

短不同，都可能导致 S/P 值不同，比如处于强毒感

综上，泰万菌素能较好地调节猪群 PRRSV 平

染早期的 S/P 值有低于 2.0 的情况，这时经验性的

均抗体水平，使 S/P 值更加优化，猪群回归正常生

2.0 基线将导致误判。也有从业者提出在固定疫苗、

产性能水平。泰万菌素通过对 PRRSV 感染程度的

免疫程序和生产管理模式以及监测方法的前提下，

调节，可以间接影响猪群的免疫状态，使 CSF、

可以通过定期抽查一定比例猪群的抗体水平，绘制

FMD 疫苗的免疫效果有所提升，尤其对 CSFV 平

本猪群的基准线，当抗体 S/P 值发生异动时，则预

均抗体水平、离散度及阳性率有明显改善。

警感染和疫病的发生，这是一个宏观的猪群疫病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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