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8 月 3 日至 22 日，农业农村部先后发布公告确诊

我国发生 4 起非洲猪瘟疫情。在短短的 20 天时间里，一

个外来动物疫病的传播和流行，地域跨度由北至南，从辽

宁沈阳到河南郑州、江苏连云港、浙江乐清，再到安徽芜湖、

宣城，速度之快，范围之广，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想象和

心理承受力。

罕见的非洲猪瘟集中暴发可谓是我国猪业发展史上的

一起重大事件，一时间备受全社会高度关注。尽管非洲猪

瘟在中国境内的传播来源、传播途径仍旧是个谜，但可以

预见，它必将对中国猪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尤其对养

猪人和从业者的心理和情绪影响在一段时间内还将延续。

非洲猪瘟在我国确诊以来，农业农村部根据《非洲猪

瘟疫情应急预案》启动了Ⅱ级应急响应，要求发生疫情省

份省级兽医部门立即启动非洲猪瘟防控工作日报告制度，

暂停发生疫情区县的生猪及相关产品调出。相关省份开展

紧急流行病学调查和排查工作。各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

共同做好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工作。

随着非洲猪瘟疫情的发生，相关疫区政府依法发布了

封锁令，许多地方政府及食品企业如惊弓之鸟拒收来自辽

宁、河南、江苏、浙江、安徽的生猪，让市场情绪格外紧张。

从短期看，疫区生猪无法出省价格下跌已成为必然，而销

区猪价则可能因供不应求稳定上涨。但从长期来看，如果

疫情持续发生，生猪必然大量减少，供求关系变化可能让

全国猪价再次加速迎来暴涨。

非洲猪瘟虽然是一种发病率和病亡率可达 100% 的烈

性传染病，但其主要传播方式为高度接触性传播，从危害

的广泛性看，传播速度比较慢，对行业的危害有限。其次，

非洲猪瘟不是人畜共患病，不会传染人，不影响公共卫生

安全。由于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没有研发出可以有效预防非

洲猪瘟的疫苗，但高温、消毒剂可以有效杀灭病毒，所以

做好养殖场生物安全防护是防控非洲猪瘟的关键。

因此，非洲猪瘟并不可怕，大家不要自乱阵脚！最近，

许多养殖企业也在宣布封场不接待业务员拜访。草木皆兵

的心态传播，必然会对行业生态产生影响。非洲猪瘟可以

对一个猪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值得大家高度警惕，但过

于恐慌，过度渲染疫情甚至传播谣言，也并不利于行业健

康发展，正常的行业学习和交流还是有必要开展。

面对非洲猪瘟，我们决不能恐慌，要按照农业农村部

下发的通知要求，切实强化好生物安全管控，遇到疑似病

例，积极主动上报，齐心协力，才能尽快控制非洲猪瘟在

我国的肆虐！

目前养猪场应如何做好非洲猪瘟的防控工作呢？一是

加强人员、物资、运输车辆等关键环节的监控，进出养殖

场及其生产区的人员、车辆、物资要严格落实消毒等措施，

减少疫病传播风险；二是尽可能封闭饲养生猪，采取隔离

防护措施，尽量避免与野猪、钝缘软蜱接触；三是严禁使

用泔水或餐余垃圾饲喂生猪；四是积极配合当地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机构开展疫病监测排查，特别是发生猪瘟疫苗免

疫失败、不明原因死亡等现象，应及时上报当地兽医主管

部门。一旦确诊为非洲猪瘟，必须配合政府主管部门对病

猪和同群猪采取立即扑杀和无害化处理措施，截断传播途

径，防止病毒继续传播和扩散，坚决遏制疫情的蔓延。

我们坚信，只要大家提高警惕，消除恐慌，积极应对，

严格实施生物安全措施，强化隔离和消毒的每一个细节，

就一定能够阻断非洲猪瘟的扩散和蔓延，推动行业的健康

发展。

文 向丕元

面对非洲猪瘟养猪场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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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品牌战略 彰显华派力量
——华派集团 2018 年上半年工作总结大会圆满召开
        7月23-24日，华派生物工程集团2018年上半年工作总结大会在简阳市昕雅图酒店四楼一会议室隆重召开。

会议旨在回顾集团上半年工作进展，认真分析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谋划战略，创新市场，

安排部署下半年工作，推动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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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品牌战略 彰显华派力量
——华派集团 2018 年上半年工作总结大会圆满召开

      7 月 23-24 日，华派生物工程集团 2018 年上半年工作总结大会在简阳市昕雅图酒店四楼一会议室隆重召开。会议旨

在回顾集团上半年工作进展，认真分析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谋划战略，创新市场，安排部署下半年

工作，推动公司持续稳定发展。华派生物工程集团及旗下重庆澳龙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北京华信农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精华动物药业有限公司、成都新精华药业有限公司和重庆永健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部分销售

人员及生产研发技术骨干共 180 余人参加会议。集团董事长、总裁谢建勇全程参与并作专题培训和重要指示。

文图 /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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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在为期两天的会议当中，与会人员听取了各分公司总经理或负责人的半年工作系统汇报，老总们就各分公司上半年的

生产经营情况、人事行政管理、企业文化建设、产品研发、生产工艺提升等进行了详细阐述，找出了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和不足，提出了针对性的改进措施，他们都一致表示努力完成下半年的目标任务。

      各分公司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市场策划等部门负责人，就各自的分管工

作进行了半年回顾和总结，分析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明确了下一步的整改措施和目

标方向，对下半年的工作进行了梳理、分解，并拟定完成时限。

汇报交流 找出差距 增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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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部署 推行精细化管理

培训分享 实施品牌战略

      集团战略规划、生产技术平台提升、

产品及市场策划、集团督察等专委会

秘书长也分别就上半年的工作进行了

总结，提出了下半年的工作思路和措

施。

      集团财务总监鹿奎就集团公司上半

年的财务运行情况进行了通报和解读，

通过行业数据分析，提出了集团公司

今后发展的合理化建议。

      24 日下午，华派集团董事长、总裁谢建勇首先向与会人员进行了品牌战略

的专题培训。谢董事长根据行业市场分析和集团公司发展布局，要求我们务必

找准企业定位、产品定位和品牌定位，实施系统化的品牌建设和打造。他认为，

只有通过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产品生产和市场投放，才能创造品牌，维护品牌，

彰显品牌的力量，助推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最后，谢董事长就下半年的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他要求，生产上一定要抓好精细化管理和计划生产管理，加强员工

技能的培训和提高，整合技术人才资源，推行“传、帮、带”人才培养方式，提升生产技术整体能力和水平。产品研发上

要明确项目带头人，统一调配研发人员，实行重大项目的集体攻关。销售上要加强团队建设和市场布局，提升营销人员的

精气神，力争完成全年的销售目标任务。

     谢董事长针对长春长生生物发生的重大疫苗质量安

全事件，特别要求各分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提高认识，认

真领会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和严重性。各分公司务必要按

照兽用 GMP 的要求，加强员工的 GMP 常态化培训，

进一步规范菌毒种的管理和领用，严格执行产品的规程

化生产和批签发制度，严把产品质量关。谢董事长还就

安全生产和环保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

     谢董事长期望，各分公司领导要认真分析行业发展

形势，落实应对市场变化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发挥团结

协作的实干精神，努力拼搏，为企业品牌打造和长足发

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60 年的积淀
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及管理经验创造出的产品
用过方知好！

60 年的积淀
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及管理经验创造出的产品
用过方知好！

公司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东三旗村 552 号      邮编：102209
电话：010-61747886      传真：010-61747989       网址：www.hd-bio.com.cn

批准文号：兽药生字（2015）010654024

羊衣原体病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

孕倍安

采用全封闭管道化（psp）彻底消除了外源病毒细

菌污染，产品品质稳定均一，副反应小，内毒素

少 , 使用更加安全。

好的佐剂能增强抗原的免疫原性，提高抗原的特异性免疫效果。华信农威使用的是 Marcol52

油佐剂和 / 或 206 双相佐剂，原装进口。疫苗颗粒度均一，容易注射及吸收，抗体产生快，应

激反应小。

工艺先进

免疫原性好

基因工程改造，生物安全性好。

生物安全性高

颈部皮下注射。配种后 10 日左右母羊，每只母羊 2 ml。

免疫推荐程序

特征为流产、死产和产弱羔。流产发生于妊娠的最后一个月，产后多见胎衣滞留。

羔羊多发性关节炎多发生于肥育羔羊和哺乳羔羊，尤以 3 ～ 5 月龄羔羊多见。

病羔体温升高，一肢或四肢跛行，肢关节肿胀疼痛，常伴发滤泡性结膜炎，病程 2 ～ 4 周，

死亡率低，呈地方流行性。

临床症状

包涵体复性得到，抗原纯度高。

抗原含量高

名称 标准 半成品技术标准 成品技术标准

孕倍安
国家标准 MOMP 抗原浓度≥ 20mg/ml 抗体滴度≥ 1:2000      蛋白含量≥ 0.25mg/mL

华信农威标准 MOMP 抗原浓度≥ 20mg/ml 抗体滴度≥ 1:4000     蛋白含量≥ 0.36mg/mL

羊衣原体病流行病学调查

北京华信农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sino-agriva biotech Co.,Ltd

相关试验
安全试验

试验名称 试验地点 试验动物 计量 观察期 结果

安全试验
新疆昌吉回族 15 只孕期 2-3 个

月的母羊（绵羊）
4ml 14d

无副反应（无红肿热痛机能障碍，
食欲低，流产等）自治州某羊场

数量 免疫计量 攻毒剂量（CG1株） 结果

对照组 5 PBS 2mL/ 只 2×109 ELD50 全部流产、死胎或弱胎

实验组 30 疫苗 2mL/ 只 2×109 ELD50 全部正常产羔

小规模田间试验
疫苗使用前数据（合作兽医站提供）

组别
数量 衣原体

总数 母山羊 流产数（只） 流产率（%）

实验组 2383 890 127 14.27

对照组 458 181 27 14.92

合计 2841 1071 154 14.38

疫苗使用后数据

组别
数量 衣原体

总数 母山羊 流产数（只） 流产率（%） 下降（%）

实验组 2596 903 39 4.32 9.95

对照组 493 192 30 15.63

合计 3089 1095 69 6.30

疫苗使用前血清学数据

组别
数量 衣原体

总数 母山羊 阳性数（只） 阳性率（%）

实验组 2383 191 33 17.28

对照组 458 37 6 16.22

合计 2841 228 39 17.11

疫苗使用后血清学数据

组别
数量 衣原体

总数 母山羊 阳性数（只） 阳性率（%）

实验组 2596 190 175 92.11

对照组 493 41 7 17.07

合计 3089 230 182 7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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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衣原体病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

孕倍安

采用全封闭管道化（psp）彻底消除了外源病毒细

菌污染，产品品质稳定均一，副反应小，内毒素

少 , 使用更加安全。

好的佐剂能增强抗原的免疫原性，提高抗原的特异性免疫效果。华信农威使用的是 Marcol52

油佐剂和 / 或 206 双相佐剂，原装进口。疫苗颗粒度均一，容易注射及吸收，抗体产生快，应

激反应小。

工艺先进

免疫原性好

基因工程改造，生物安全性好。

生物安全性高

颈部皮下注射。配种后 10 日左右母羊，每只母羊 2 ml。

免疫推荐程序

特征为流产、死产和产弱羔。流产发生于妊娠的最后一个月，产后多见胎衣滞留。

羔羊多发性关节炎多发生于肥育羔羊和哺乳羔羊，尤以 3 ～ 5 月龄羔羊多见。

病羔体温升高，一肢或四肢跛行，肢关节肿胀疼痛，常伴发滤泡性结膜炎，病程 2 ～ 4 周，

死亡率低，呈地方流行性。

临床症状

包涵体复性得到，抗原纯度高。

抗原含量高

名称 标准 半成品技术标准 成品技术标准

孕倍安
国家标准 MOMP 抗原浓度≥ 20mg/ml 抗体滴度≥ 1:2000      蛋白含量≥ 0.25mg/mL

华信农威标准 MOMP 抗原浓度≥ 20mg/ml 抗体滴度≥ 1:4000     蛋白含量≥ 0.36mg/mL

羊衣原体病流行病学调查

北京华信农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sino-agriva biotech Co.,Ltd

相关试验
安全试验

试验名称 试验地点 试验动物 计量 观察期 结果

安全试验
新疆昌吉回族 15 只孕期 2-3 个

月的母羊（绵羊）
4ml 14d

无副反应（无红肿热痛机能障碍，
食欲低，流产等）自治州某羊场

数量 免疫计量 攻毒剂量（CG1株） 结果

对照组 5 PBS 2mL/ 只 2×109 ELD50 全部流产、死胎或弱胎

实验组 30 疫苗 2mL/ 只 2×109 ELD50 全部正常产羔

小规模田间试验
疫苗使用前数据（合作兽医站提供）

组别
数量 衣原体

总数 母山羊 流产数（只） 流产率（%）

实验组 2383 890 127 14.27

对照组 458 181 27 14.92

合计 2841 1071 154 14.38

疫苗使用后数据

组别
数量 衣原体

总数 母山羊 流产数（只） 流产率（%） 下降（%）

实验组 2596 903 39 4.32 9.95

对照组 493 192 30 15.63

合计 3089 1095 69 6.30

疫苗使用前血清学数据

组别
数量 衣原体

总数 母山羊 阳性数（只） 阳性率（%）

实验组 2383 191 33 17.28

对照组 458 37 6 16.22

合计 2841 228 39 17.11

疫苗使用后血清学数据

组别
数量 衣原体

总数 母山羊 阳性数（只） 阳性率（%）

实验组 2596 190 175 92.11

对照组 493 41 7 17.07

合计 3089 230 182 7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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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派生物兽用生物制品质量评价中心
喜获 CNAS 认可

6 月 25 日，华派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兽用生物制品质量评价中心获得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颁

发的“国家实验室认可证书”，正式列入 CNAS 获准认可机构名录。

华派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兽用生物制品质量评价中心此次获得认可的检测能力范围包括：兽用生物制品评价、猪病

抗原抗体检测、禽病抗原抗体检测、小反刍动物抗原抗体检测等 5 大类 32 个项目 49 个标准方法。CNAS 是国家认证认

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并授权的国家认可机构，华派生物兽用生物制品质量评价中心此次得到 CNAS 认可，标志着

该评价中心已经具备国家及国际认可的管理水平和检测能力，能在认可的范围内使用 CNAS 国家实验室认可标志和 ILAC

国际互认联合标志。

文图 |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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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兽用生物制品质量评价中心隶属于华派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兽用生物制品的研发和评价检测以及主要

动物疫病抗原和抗体的检测。评价中心由管理部、质检研发部、诊断中心三个部门组成，现有人员 54 名，其中博士 4 人，

硕士 29 人。评价中心建筑面积共计 6200m2，其中试验场地 4400m2，配备的主要仪器设备有生物安全柜、高速冷冻离心机、

荧光 PCR 仪、酶标仪、凝胶成像系统、SPF 动物隔离器等 238 台（套）。评价中心以“科学安全、公正可信、高效准确”

为质量目标，建立了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已经具有国家及国际认可的管理水平和检测能力，具备了为本公司及社会提供

准确严密检测的能力。

华派生物兽用生物制品质量评价中心获得 CNAS 认可，有力证明了华派生物在产品研发、检测手段和技术服务等方

面已经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将有助于公司新产品的研制和行业服务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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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1-22 日，华派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上半年销售总结会在简阳市昕雅图酒店隆重召开，华派生物中高

层领导以及全国各事业部销售人员 70 余人参加会议，华派生物集团董事长、总裁谢建勇全程参会并作重要讲话。本次会

议由华派生物营销总监李晓军主持。

21 日上午 8:30，会议在全体与会人员高亢企业之歌——《我们是精华》的旋律中拉开序幕。会议全天由猪苗各事业

部经理、省区经理、省区负责人和禽苗区域负责人分别就市场分析与把控、集团客户开发和网络建设、市场原因分析和下

半年的市场预测、公司存在的问题和省区存在的问题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 PPT 汇报。各销售经理们结合各区域销售的实

际情况对当前的市场现状和趋势进行了详尽阐述和认真分析，对所在区域的客户资源和客户开发情况进行了盘点和汇报，

大家着重就下半年的市场开发和销售目标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措施和预案。汇报人员个个精神抖擞，士气高涨，目标坚定。

汇报 掌控市场一线信息

精耕细作提品质 群策群力筑辉煌
——华派生物 2018 年上半年销售总结会圆满落幕

文图 / 杨帅

来自湖南事业部的王小华经理汇

报思路清晰，他们坚持网络和大客

户并重，锐意进取，落实队员的目

标责任，纵深开拓市场、维护市场，

抢抓市场机遇和占位销售，获得了

理想的销售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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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两侧悬挂着“精耕细作，提

升品质；深入基层，共迎挑战！”和“空

谈误企，实干兴业；群策群力，共筑辉

煌！”两幅标语，增添了会场气氛，彰

显了团队的务实精神和无限凝聚力。全

体与会人员统一身着印有华派生物集团

LOGO 的蓝色 T 恤，透露出这是一支

纪律严明、团结奋斗、目标明确的战斗

队伍。

22 日上午，会议就猪苗、禽苗市场各省区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组讨论。

华派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龚文波、常务副总经理吴越、集团财务总

监鹿奎和营销总监李晓军等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按照谢董事长提出的“一切

为了销售”的要求，对大家提出的问题进行了逐一梳理和解答，明确了具体

问题的解决办法和时限，使在座的销售经理们心领神会，信心倍增。

禽苗讨论组气氛热烈，踊跃发言，华派生物生产技术总监朱秀芝、营销

副总监兼技术服务副总监虞德屏等领导全程参与讨论，并回复大家提出的焦

点问题。

讨论 群策群力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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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下午，华派生物营销副总监兼

技术服务副总监虞德屏、营销总监李晓军

分别对 2018 年上半年全国禽苗销售情况

和猪苗销售情况进行了总结通报。李总监

强调，销售要以网络市场为基础，规模场

开发为抓手。既要狠抓销售队伍的管理，

又要建设并维护好渠道网络，树立大客户

标杆，引领市场开发，提升产品市场占有

率。

随后，来自北京华信农威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的张连祥总经理特别与大家分享

了营销经理管理周报，具体演示了如何填

写工作安排进展记录和工作计划表，强调

工作要有预案，事事要有结果。

华派生物工程集团董事长、总裁谢

建勇纵览我国养猪业现状和动保产业发展

趋势，首先向与会人员作了《中国养猪业

发展规划》的报告。他强调，面对生猪产

业发展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的大趋势，

在抓好品牌建设和品质稳定的基础上，集

团化客户的开发已迫在眉睫，务必狠抓落

实。

最后，谢董事长就 2018 年下半年华派生物销售工作进行了总体部署和安

排。谢董事长表示，销售一定要掌控趋势，做好谋略和谋划，提高执行力。谢

董事长强调，2018 年下半年，华派生物要加强各省区的网络建设，切实做到

网络下沉，全身心投入，把产品渗透到家庭农场和小规模养殖场，全力做到占

位及占点销售。要加强公司及产品的宣传力度，推行产品的标准化应用。要做

好产品目标定位，细化产品推广、使用和销售方案。要把大规模养殖场和集团

客户的开发作为公司发展的重要目标，整合集团公司的技术力量和人力资源，

群策群力，努力实现资源最大化、效益最大化和成本最优化。

（作者简介：杨帅，硕士，华派生物营销策划中心）

高屋建瓴 董事长讲话提振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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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农委领导莅临澳龙生物
开展兽用疫苗生产企业专项督查

文图 / 澳龙生物行政管理中心

8 月 8 日至 9 日，重庆市农委兽医

药政处处长胡杰、兽医处调研员向义军、

市兽药饲料检测所副所长、市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何义刚、兽药科科

长苏亮、药政处付强等一行五人在荣昌

区畜牧局饲料兽药科科长张炜、副科长

熊涛的陪同下，莅临重庆澳龙生物制品

有限公司开展兽用疫苗生产企业全覆盖

专项监督检查。澳龙生物总经理伏刚、

常务副总经理林琳、生产总监刘昕、总

经理助理王美贵等全程陪同检查。

市农委专项检查组组长胡杰在检查前的工作会议上就本次专项检查的背景、目的、意义和检查内容做了说明。胡杰表示，

本次检查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兽用疫苗质量安全监管，满足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需要，维护公共卫生安全，及时消除兽用疫苗

安全隐患，确保兽用疫苗安全有效而采取的积极措施，检查内容主要包括生产用原辅料使用情况、兽药 CMP 的落实情况、

兽用疫苗批签发以及追溯制度的执行情况等。公司总经理伏刚对专项检查组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就公司的生产经营情

况做了简单介绍，同时要求公司各部门务必以端正、务实、严谨的态度迎接专项检查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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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委专项检查组通过细致周密的检查，未发现澳龙公司存在有违法违规和不合格项。检查组对澳龙公

司多年来一直守法经营，并在严格执行兽药 GMP 规范中所付出的努力与获得的成效予以了充分肯定和高度

赞扬，同时也指出了公司在检测仪器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检查组一行希望我公司员工进一步深入学习，加

强薄弱环节的管理，通过不断的整改与完善，提高 GMP 管理水平，严把产品质量关，全面提升企业市场竞

争力。

    会后，专项检查组在组长胡杰的带领下，对我公司活疫苗车间、灭活疫苗车间生产线以及配套的原辅

材料仓库、包材仓库、成品仓库、危险品仓库、实验室、实验动物中心、污水处理中心等场所进行了全面细

致的检查。在检查过程中，检查组通过询问员工、听取汇报、查阅记录、翻看资料、现场察看等多种形式，

全面掌握我公司生产、质检、销售每一个被检项目的实际情况，对关键环节更是刨根问底，不放过任何一个

细节。

  最后，总经理伏刚代表全体员

工对市农委专项检查组给予的指导表

示衷心感谢，同时表示公司将坚决遵

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坚持 GMP 管

理常态化，坚持做良心企业、生产良

心产品。澳龙生物将以本次专项检查

中发现的不足项为起点，举一反三，

持续改进，强化精细化、标准化管理

力度，全力以赴、再接再厉，为中国

动保行业的健康发展和公共卫生安全

做出应有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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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药业 2018 年上半年销售工作总结会如期召开
文 | 张一鸣  图 | 余明洪

7 月 18-19 日，四川省精华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2018 年上半年销售工作总结会在精华药业生产基地三楼会议室召开。

精华药业负责人谢建忠、副总经理兼营销总监鄢建、精华饲料公司负责人谢梅英等公司领导和全国各省区办事处经理共

40 余人，认真回顾总结 2018 年上半年的销售工作，找差距，添措施，并就下半年的销售工作进行了周密安排。华派生物

工程集团董事长谢建勇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本次会议由精华药业营销副总监彭智主持。

18 日全天，各省区办事处经理对 2018 年上半年所负责区域的销售情况做了全面而详实的汇报，对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并提出了完成下半年销售任务的具体措施。其中，辽宁、湖南、广东、山东、贵州、广西、河北等省

区办事处经理们就今年以来面临的猪价低迷不振和激烈的市场竞争，销售工作如何推进和抢抓市场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副总经理兼营销总监鄢健针对上半年精华药业的销售工作情况，首先对各省区办事处经理们的辛勤工作和取得的成绩

表示肯定与感谢。鄢总认为，在国内猪价行情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各办事处经理们仍然坚持不懈，努力工作，保持公司上

半年的销量不仅没有下滑，而且比去年同期略有提升，这是可喜的一件事。鄢总要求，下半年我们依然要加倍努力，实现

公司年初下达的销量目标。同时，鄢总还就各省区办事处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度剖析，提出了应对措施与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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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交流环节，各省区经理就产品开发和市场拓展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和建议，大家发言争先恐后，畅所欲言，对

完成全年的销售目标信心满满。

随后，精华药业负责人谢建忠对各省区 2018 年上半年销售工作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对下半年的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谢总指出，下半年的工作任务繁重，时间紧迫，希望各省区经理们咬定全年目标，一如既往地勤于思考，努力拼搏，全面

完成今年的销售任务。谢总表示，公司将不遗余力地全力支持各省区市场开发和业务拓展，促进销量的提升目标任务的完成。

19 日上午，产品开发及市场总监王建军针对公司套装产品及新开发的牛羊产品的配方、工艺等内容，向与会销售经

理进行了详细解读和培训。

生产技术总监陈国文对公司抗体产品的保存和使用方法等技术问题在会上做了系统介绍。销售副总监彭智结合公司新

开发的牛羊产品，就牛羊疾病及用药方案为大家进行了培训。精华饲料公司技术总监蒋昌权结合精华饲料公司产品，对目

前我国猪病的流行情况和防控策略进行了重点讲解。

最后，华派生物工程集团董事长谢建勇做了总结性讲话。谢董事长要求，公司生产研发部门要针对养殖方式和市场的

变化，不断推陈出新，改进生产工艺，提高产品质量，要让各省区销售经理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有的放矢，拓展市场，

提升销量。他强调，我们必须在保持现有客户的基础上，加大客户开发力度，力争新客户份额增加 20% 以上。各省区经

理们要和公司紧密配合，针对规模化猪场和养殖集团客户，调整思路，明确目标，精准定位，持之以恒。谢董事长结合自

己多年以来的创业经历，勉励大家要不怕吃苦，开动脑筋，奋力拼搏。他为大家加油鼓劲，并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大有作为。

（作者简介：张一鸣，硕士，精华药业技术服务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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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辉煌 唯有质量
——永健生物“质量提升月”活动正式启动

文图 / 唐启皎

大会首先由常务副总经理、质量管理小组副组长张思

旺做动员讲话，张总要求大家一切操作要以 GMP 规范为

准则，一切生产要以质量为核心，将“质量提升月”活动

作为一个新起点，严格把质量管控的一切措施落实到今后

的工作中去。

随后，各车间（部门）代表也纷纷发言表态，一致表

示将共同努力提高质量意识，提升产品质量，对于产品质

量的稳步提升充满信心。

总经理李来旭在启动大会上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李

总强调，质量是企业的生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质

量提升月”活动将贯穿于永健生物今后的质量管理工作之

中。我们应该加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质量管理，全

面提升产品质量；不仅仅只做合格产品，更要做合格品中

的精品。公司要上下一心扎扎实实地推进质量管理工作，

不折不扣地严格执行各项质量标准，有效完成公司制定的

总体质量目标。

最后，李总宣布：永健公司“质量提升月”活动正式

启动！与会人员报以热烈的掌声，誓将产品质量提升融入

工作的每个细节，再铸永健新辉煌。

（作者简介：唐启皎，大专，永健生物政务部副部长）

8 月 6 日上午，重庆永健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质量提升月”活动启动大会在兽药生产厂区顺利召开，公司总经理

李来旭、常务副总经理张思旺及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员工代表近 100 人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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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 本刊编辑部

7 月 30 日至 31 日，华派生物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营销策划副总监、河南事

业部经理董振波率队，河南养猪客户及

代理商一行 50 余人到访华派生物总部参

观交流。华派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营

8 月 20 日 至 25 日， 华 信 农 威

2018 年半年总结会暨夏季培训课程在京

成功举办。总经理张连祥、副总经理崔舰、

常务副总经理朱文革分别就企业文化、

半年总结、市场动态及产品定位、生产

7 月 26 日至 30 日，永健生物上半

年营销工作总结暨精鹰营销实战特训在

公司会议室和重庆黑山谷成功召开。本

次大会是继集团工作总结会议之后，集

公司中层管理会议、营销团队年度体检、

永健生物上半年营销工作总结暨精鹰实战特训圆满落幕

河南优秀合作伙伴参观考察华派生物

华信农威 2018 年半年总结会暨夏季培训课程完美收官

1

2

3

精鹰营销实战特训、水禽临床技术研讨、上半年工作总结、下半年工作部署以及营销团队户外拓展训练于一体的高度

集中会议。公司全体营销人员、技术服务人员及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参加了本次大会，公司总经理李来旭在本次大会

上作了《创新营销 精耕细作》的重要讲话。

销总监李晓军全程陪同并作交流。7 月 31 日下午，华派集团董事长谢建勇出席河南战略合作伙伴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

安全管理等议题为全体员工作了详细介绍。培训期间，邀请了安监局专家普及生产设备安全、消防安全及交通安全的

知识；中监所专家讲解如何迎接 GMP 复验的要点。本次培训历时 6 天，以北京怀柔水长城团建完美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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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东三旗村 552 号      邮编：102209
电话：010-61747886      传真：010-61747989       网址：www.hd-bio.com.cn

60 年的积淀
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及管理经验创造出的产品
用过方知好！

60 年的积淀
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及管理经验创造出的产品
用过方知好！

北京华信农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sino-agriva biotech Co.,Ltd

Combined Swine Erysipelas and 
Pasteurella multocida Vaccine，Inactivated 

猪丹毒、多杀性巴氏杆菌病二联灭活疫苗

猪丹毒是由猪丹毒杆菌引起的一种急性、热性传染病。病程多为急性

败血型或亚急性的疹块型。主要侵害架子猪。猪丹毒广泛流行于世界

各地，对养猪业危害很大。猪巴氏杆菌病是由多杀性巴氏杆菌引起的

急性流行性或散发性和继发性传染病。又叫猪肺疫，俗称“锁喉风”

或“肿脖子瘟”。急性病例为出血性败血病、咽喉炎和肺炎的病状，

慢性病例主要为慢性肺炎症状，散发性发生。

危害

产品优点

种猪：每年 3-4 次

商品猪 : 9-10 周免疫

免疫推荐程序

发病症状

气管内有泡沫样液体

猪肺疫肺脏水肿

犬坐姿势咽喉部肿胀（混合感染）

咽喉部充血水肿

1、发酵罐培养（250 亿 /ml），抗原含量高（800 亿 /ml）。 

2、氢氧化铝胶佐剂，易抽取，易注射。 

3、高度浓缩，3ml 每头份。     

4、使用前后无需考虑抗生素。   

5、国内仅此一家二联灭活疫苗。 

丹肺二联采用氢氧化铝胶方便使用，改进工艺后的铝胶佐剂纳米化，因其表面积大，粘附力强，在增加佐剂活性的同时，可提高抗原的靶向

传递作用，大大降低免疫副反应，保护期更长；

加入最新流行毒株，对当前疫病流行更有针对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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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腹流康，腹泻不慌！最新毒株，痢干见赢！”8 月 4 日，华派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派生物”）

在成都隆重上市了猪传染性胃肠炎、猪流行性腹泻二联活疫苗（SCJY-1 株 +SCSZ-1 株）——“胃腹流康”，而这也

标志着我国腹泻苗市场自此再添一名新军。据悉，胃腹流康在 2017 年 12 月 27 日，就获得了国家三类新兽药注册证书。

华派生物董事长谢建勇，四川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中心防控应急科科长李春，武汉亚博特兽医诊疗实验室

总经理余平良，成都旺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

昊，诸孜苑猪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良福，华派生物

技术服务总监李金海，华派生物营销策划副总监、河南

事业部经理董振波等行业精英出席了本次会议，为探讨

当下养猪业降本增效的新策略提供新思路，同时与 200

多位经销商和规模猪场代表共同见证了本次华派生物腹

泻二联活疫苗的上市！

利剑行动 赶泻有她：腹泻苗再添新军！
“胃腹流康”变异株胃腹二联活疫苗正式上市！

文图 /《农财宝典》新牧网记者 叶嘉宏

华派生物董事长谢建勇

向大家介绍华派生物未来的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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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泻制约养猪业发展 变异株成腹泻苗趋势

作为全球生猪养殖体量最大的国家，我国养猪业无论是养

殖效率、养殖规模化程度还是养殖成本，与国际养猪业发达国

家相比，仍有一定的距离。虽然近些年我国养猪业的发展步伐

不断加快，但是依旧面临着许多挑战：养殖成本攀升、环保压

力加大、疫病防控形势更加严峻等等。其中，疫情形势复杂是

当前制约猪场进一步提升饲养水平的一大关键因素。

李金海表示，疫苗毒株与流行毒株同源性越高，则腹泻

苗的保护效果越好。也正因如此，各大动保企业这些年纷纷把

焦点放在了变异株上，近几年疫苗市场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

变异株腹泻苗的新产品。而据李金海透露，胃腹流康使用的

TGEV SCJY-1 株与流行毒株同源性在 97% 以上，而 PEDV 

SCSZ-1 株与流行毒株同源性高达 98% 以上。

在众多疫病中，仔猪产房腹泻可谓是让养猪人大喊头痛。

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病毒性腹泻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高达 20 亿美元。李金海表示，在临床上，腹泻以 PEDV 为主，

但近年 PEDV 与其他病原的混合感染情况较多。而华中农业大

学疫病诊断中心对我国规模化猪场病毒类腹泻病原检出率显示，

常见的腹泻病原中，PEDV 的检出率最高，近几年的检出比例

更是保持在 60% 以上。

在李金海看来，之所以养猪业腹泻问题反复，难以控制，

主要是因为 PEDV 在不断的变异中，毒力不断增强，呈现出越

来越大的杀伤力，且近些年来，PED 的发病情况越趋常态化，

一年四季都有发生。

“除此以外，PED 在国内存在多毒株感染的流行特点。”

余平良提到，以前我国 PED 流行毒株以经典毒株 G1 群—

CV777 株为主，但自 2010 年底 PED 在我国大暴发以来，经

典毒株腹泻苗的防控效果越来越不尽人意，其中最主要的一个

原因在于目前我国 PED 流行毒株以 G2 亚群的变异毒株为主，

疫苗毒株和流行毒株同源性较低。

华派生物技术服务总监李金海

介绍胃腹流康的临床应用方案

武汉亚博特兽医诊疗实验室总经理余平良

分享猪流行性腹泻防控心得

四川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防控应急科科长

李春为大家解读国家动物疫病净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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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派生物携手合作伙伴做大做强

不知不觉，华派生物已经走过了二十多个春秋。从 1993 年

最初的饲料添加剂厂，到如今集兽用生物制品和动物保健品研

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于一体的集团化公司，华派生物可谓

经历了巨大的蜕变。

而据李金海介绍，胃腹流康最大的杀手锏，在于其匹配有

获国家发明专利的专用稀释液。据悉，这种稀释液不仅能对活疫

苗产生强有力的保护作用，还能起到免疫增强剂的效果，从而有

效提升 IgG、sIgA 以及中和抗体的水平，显著提升免疫效果。

在谢建勇看来，畜牧行业在这几十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改变就是我国养殖行业的规模化程度越

来越高。也正因如此，猪场对高品质产品和高端精准服务的需求

也在渐渐扩大。对于动保企业而言，只有顺应时代的趋势与需求，

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力量，严抓产品品质，才能在动保行业这片

汪洋中航行得更远。

也正因华派生物对品质的执着，胃腹流康的问世，可谓是

经历了严格的考验。据悉，为了验证产品效果，胃腹流康在全国

368 个猪场进行了多达 100 多万头份的临床试验，产品的使用

效果受到养殖户的一致认可。

除了毒株以外，疫苗类型也是影响免疫效果的主要因素之

一。在余平良看来，要控制好腹泻，一定离不开活疫苗的免疫。

因为活疫苗能够诱导粘膜免疫系统产生 sIgA，母猪再通过乳汁

将 sIgA 传递给仔猪，使得仔猪获得被动的保护力，这样的保护

效果会更加卓越。

精益求精 只为确保产品品质

当前业内有越来越多的厂家纷纷致力于腹泻苗的研发与生

产，腹泻苗的市场竞争可谓是越来越激烈。而据谢建勇介绍，华

派生物进军腹泻苗这一红海领域，并非贸然之举，而是做了充足

的功课。

为了筛选出同源性高的毒株，华派生物从全国各地的猪场搜集了上千份的病料，进行了腹泻病原的检测和基

因测序；为了保证疫苗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采用细胞分离、克隆纯化、连续传代、致病性评估、免疫原性评估等

技术手段选育致弱；为了攻克腹泻苗高效价培养技术难题，减少批间差异和保证产品质量，采用微载体悬浮培养，

使疫苗成品效价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含量≥ 106.0TCID50/ 头份，猪流行性腹泻病毒含量≥ 106.5TCID50/ 头份……

成都旺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昊

作《现代化养猪发展趋势》主题报告分享

华派生物营销策划副总监、河南事业部经理董振波

与大家分享圆环病毒病、猪支原体肺炎的防控心得

诸孜苑猪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良福

就《猪场经营管理》进行分享



2018/09  第 4 期　27

Frontier Market
 前沿市场

四川南部县荣超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超牧业”）

总经理罗荣超告诉记者，与华派生物合作的这些年中，荣超牧

业获得了两方面的有力支持。一方面，近几年由于疫病形势复

杂，越来越多规模猪场有了检测方面的需求，而华派生物所提

供的快速且专业的检测服务，让他们与客户的沟通衔接变得更

加顺畅。

另一方面，随着行业的发展，经销商的价值不再是仅仅完

成简单的物流配送服务，而是通过自身的专业化技术水平，为

终端客户量身打造整体解决方案，进一步帮助他们增加效益。

罗荣超表示，华派生物给他们所提供的人才培训服务，极大程

为了答谢川渝地区战略合作伙伴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华派生物特地举办了“华派之夜”答谢晚宴。晚宴上，

嘉宾们觥筹交错、把酒言欢，在品味各式美味佳肴的同时，欣赏着各种精彩的节目演出。一次次的抽奖，使得

台下欢呼声、呐喊声不断，而表演嘉宾与现场来宾们的合唱、互动更是把晚宴的气氛推向高潮！

目前，华派生物旗下拥有重庆澳龙生物、重庆永健生物、

北京华信农威、四川精华动物药业和成都新精华药业五个子

公司。根据华派生物的战略规划，未来华派生物主要是以生

产猪疫苗和禽用疫苗为主；重庆澳龙生物主要研制牛羊疫苗

为主；重庆永健生物则以抗体产品和水禽疫苗为主；北京华

信农威定位在宠物疫苗和宠物抗体；而按照欧盟标准建成并

通过 GMP 验收的成都新精华药业主要以中药提取物生产各

类动保产品。

虽然，华派生物的盘子越做越大，但在谢建勇看来，动

保企业的发展不能只把目光放在产品销售上，而应努力打造

厂家、经销商、猪场等多方共赢的局面。因此，除了研发攻关、工艺改进、品质提升等核心工作以外，未来华派

生物将不断推进与伙伴们的合作深度，尽全力搭建平台、整合资源，帮助经销商进一步开拓市场，帮助养殖场进

一步降本增效，为实现“共创、共享、共赢”的企业愿景而不断努力。

度地帮助他们提高了公司内部人员的专业水平，使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华派生物真的把我

们的事当成他们自己的事来认真面对和解决！”对于华派生物一直以来的支持与帮助，罗荣超表示十分的感谢！

华派生物川渝事业部经理李强

主持本场会议

四川南部县荣超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罗荣超

对华派生物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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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会现场踊跃订货

华派生物总经理龚文波（中）为“华派进步之星”颁奖华派为“最佳合作伙伴”颁奖

旺江农牧现场送出三头丹系二元母猪作为抽奖奖品

曹昊（中）为获奖者颁奖

华派生物川渝团队上台为一等奖获得者祝贺

全场一起欢唱、舞动

喧嚣声响彻了整个会场 ......

华派生物总经理龚文波（左五）带领华派团队向来宾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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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6 日至 17 日，华派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在广

西南宁市养心谷大酒店隆重举办了猪传染性胃肠炎、猪流

行性腹泻二联活疫苗（SCJY-1 株 +SCSZ-1 株）——“胃

腹流康”上市发布会。有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行业领导、

专家、经销商客户和规模猪场负责人共计 200 余人参加了

本次发布会。

会议首先由华派生物营销总监李晓军就集团公司的发

展历程、人才战略、团队建设、研发实力和技术服务等向

与会人员进行了详细介绍，让客户们进一步认识华派、了

解华派、信任华派，并充满继续与华派合作的信心和决心。

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兽医研究所病毒研究室主任、研

究员赵武博士介绍，广西是国内较早发生病毒性腹泻的地

区。他认为，由 PED 主导的仔猪腹泻是当前危害养猪业

重要的疫病之一，此病已严重影响猪场的经济效益和养

猪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赵博士提供的实验室检测结果表

明，2011-2017 年期间，累计检测腹泻样品 1511 份，

PEDV 阳性样品 811 份，阳性率 53.7%；各年份广西

PEDV 阳性率在 25%-73% 之间。从 2011 年起 PEDV

均发生了毒株变异，导致广西地区猪场 PEDV 的感染压

力有增无减。

来自武汉亚博特兽医诊疗实验室的总经理余平良博

士，分享了他的“PED 最新防控研究进展”。余博士就

该病的流行特点、感染机制、致病机理、免疫机制、免

疫及防控策略，结合自己的实战经验和防控体会，进行了

全面的详细讲解。余博士反复强调，防控 PED 无论从理

论上还是临床上，活疫苗都优于灭活疫苗。余博士提供的

PED 防控技术实用干货赢得了与会人员的阵阵掌声。

华派生物技术服务总监李金海博士主要就“胃腹流康”

的研发历程、生产工艺、临床应用方案向与会人员进行了

全面阐述，并通过多个猪场使用“胃腹流康”防控仔猪产

房腹泻的成功案例，进一步佐证了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据李博士介绍，胃腹流康通过选育流行变异毒株作为种毒，

采用悬浮培养工艺，匹配国家发明专利稀释液，全面提升

了胃腹流康的产品品质和免疫效果。李博士的一番激情演

讲重树了猪场客户防控仔猪病毒性腹泻的信心。

此次会议还特意举行了“百万促销抽奖”活动，场面

热闹非凡，订货踊跃，订货额节节攀升。在“华派之夜”

欢迎晚宴上，文艺表演精彩纷呈，晚宴现场气氛热烈，一

轮又一轮的抽奖活动以及对优秀华派合作伙伴的表彰，将

晚会气氛不断推向高潮……

（作者简介：李海，硕士，华派生物广西事业部经理）

文 / 李海

利剑行动 赶泻有她：
华派生物“胃腹流康”登陆广西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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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试验分别在鸡新城疫（LaSota 株）和禽流

感 H9 亚型（WD 株）二联灭活疫苗中添加 10%、7.5%、

5%、2.5% 和 0% 的传染性法氏囊病毒 VP2 蛋白进行乳

化配苗，做安全检验和效力检验。在安全检验中，五组试

验动物均健活，无局部或全身不良反应。对安全检验试验

动物进行剖检发现，不添加 VP2 蛋白的对照组吸收最好。

在效力检验中，免疫后 14 天、21 天各组间新城疫（LaSota

株）和禽流感（WD 株）抗体无显著性差异（P>0.05）。

在免疫后 14 天、21 天分别对各组进行 IBDV 攻毒保护试

验，结果不添加组病变率为 100%，各添加组的保护率均

为 100%；对各组攻毒前动物血清法氏囊抗体进行琼扩检

测，免疫后 14 天，各组均有检测不到法氏囊抗体的情况，

且法氏囊抗体在 23 以上的比例不高，免疫后 21 天，除不

添加组外，其余组均能检出法氏囊抗体，其中 B 组法氏囊

抗体在 23 以上的比例要高于其他低剂量组。

关键词：鸡传染性法氏囊病毒 VP2 蛋白；不同添加量

鸡传染性法氏囊病 (IBD) 是由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

(IBDV) 引起的危害雏鸡的一种急性接触性传染病，主要危

害 3-6 周龄的雏鸡。通过感染鸡法氏囊的 B 淋巴细胞，造

成感染鸡的免疫功能低下，从而引起免疫抑制。长期的免

疫抑制可使鸡群易感染其他疾病，机体对各种疫苗的免疫

反应下降，无法正常产生抗体，造成免疫失败，是目前养

禽业最重要的疾病之一。 IBDV 具有易变异、毒力返强的

特点，传统疫苗已不能阻断 IBDV 的传播。同时，由于新

毒株的不断发现，给 IBDV 的防治带来更大的挑战。VP2 

蛋白是 IBDV 重要的结构和毒力蛋白，携带宿主保护性抗

原决定簇，可以诱导产生中和抗体，并有血清型特异性，

因此，研究利用 VP2 蛋白制备疫苗，对防控 IBDV 以及

开发新型疫苗具有重要意义。

本试验参考车间的配苗方案，通过在鸡新城疫和禽

鸡新城疫（LaSota 株）和禽流感 H9 亚型（WD 株）
二联灭活疫苗添加不同剂量的传染性法氏囊病毒 VP2
蛋白的免疫效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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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二联灭活疫苗中添加不同剂量的 IBDV VP2 蛋白免

疫 SPF 鸡，通过测定免疫后一定时间的鸡血清 NDV、

AIV 的抗体水平，可以得出添加 IBDV VP2 蛋白是否会影

响 NDV 和 AIV 的抗体效价，同时通过琼脂扩散试验测定

IBDV 的抗体效价，并且在效力检验后进行 IBDV 攻毒保

护试验得出鸡新城疫和禽流感二联灭活疫苗中 IBDV VP2

蛋白的最佳添加量，在可以有效防控 IBDV 感染的同时减

少 IBDV VP2 蛋白的添加量，以期能为车间降低生产成本

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材料

1.1.1 抗原：配苗用 NDV（LaSota 株）、AIV（WD 株）、

传染性法氏囊病毒 VP2 蛋白，由本公司一车间提供。

1.1.2 原料：吐温 -80，车间白油和司本 -80 以 94:6

比例混合组成的油相由本公司一车间提供，免疫增效剂由公

司质检部禽苗组提供。

1.1.3 血清或抗体

鸡新城疫阳性血清：购自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批号：

S121407）；禽流感（H9 亚型）阳性血清：本实验室制备

（批号：20151019）；法氏囊标准抗体：购自青岛三樱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批号：201709）；SPF 鸡阴性血清：本

实验室制备（批号：20151012）。

1.1.4 抗原

鸡新城（LaSota 株）HI 抗原：本实验室制备（批号

20160105）；禽流感 H9 亚型（WD 株）HI 抗原：本实验

室制备（批号 20160111）；传染性法氏囊病毒 VP2 蛋白：

一车间提供（批号 2017003）。

1.1.5 攻毒用法氏囊组织毒：由本实验室用鸡胚繁殖的

组织毒（SNJ93 F6）。

1.1.6  主要仪器：实验室高剪切分散乳化机（上海法孚

莱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型号 Type）；TG-16 台式高速离

心机（四川蜀科仪器有限公司）。

1.1.7  试验动物：25 日龄 SPF 鸡，购自山东济南斯派

福瑞，7 日龄低免普通鸡。

1.2 方法

1.2.1  疫苗配制

1.2.1.1  水相制备：NDV、AIV 按 1:1 的比例混合，

按照 IBDV VP2 蛋白添加量占水相的比例不同分为五组，

其中 A 组（10%）、B 组（7.5%）、C 组（5%）、D 组（2.5%）

为试验组，E 组（0%）为对照组，根据水相总体积一致每

组加入相应的 PBS，然后分别添加相同体积的免疫增效剂，

在 2800 r/min 的低转速下缓慢加入等体积的吐温，让水相

混匀。具体各成分的配比如下表 1。

1.2.1.2 乳化配苗：在烧杯中加入油相，按油水比 3:1

的比例，向油相中缓慢加入水相，3400r/min，乳化 3 分钟，

搅拌均匀。然后以 6800r/min，乳化 11 分钟，完成乳化后

进行分装。

1.2.2 安全检验

1.2.2.1 颈部皮下注射：疫苗分别经颈部皮下注射 7 日

龄雏鸡，0.5ml/ 只，每组 10 只。接种后 14、21 天，对接

种鸡进行剖检，每次剖 5 只，观察颈部皮下吸收情况。

1.2.2.2 胸部肌肉注射：疫苗分别经胸部肌肉注射 15

日龄雏鸡，0.5ml/ 只，每组 10 只。接种后 14、21 天，对

接种鸡进行剖检，每次剖 5 只，观察胸部肌肉吸收情况。

表 1 新流法乳化各成分配比

A      7.5      7.5       15       112.5       6      1.5       450      10%

B      7.5      7.5    11.25    116.25     6      1.5       450     7.5%

C      7.5      7.5      7.5         120        6      1.5       450       5%

D      7.5      7.5     3.75     123.75     6      1.5       450      2.5%

E      7.5      7.5        0         127.5      6      1.5       450        0%

      NDV   

     添加量

     (10 倍

      浓缩）

        /ml  

    组别

      PBS

        /ml 

    AIV 

  添加量

（10 倍

   浓缩）

     /ml

   吐温

    /ml

   油相

    /ml

IBDV

 所占

 比例

 IBDV

添加量

   /ml  

 免疫

增效剂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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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效力检验

    按照药典中新流二联灭活疫苗中禽流感部分的效力

检验方法，选取 3-5 周龄的 SPF 鸡，经胸部肌肉注射本疫

苗，0.3ml/ 只，10 只 / 组。分别于免后 14、21 天采血，

用血凝抑制试验测定血清 NDV（LaSota 株）、AIV（WD

株）的抗体效价，用琼脂扩散试验测定血清中 IBDV 的抗体

效价，并且分别在 14、21 天采血后，每组随机选取五只，

攻IBDV SNJ-93株F6代组织毒，0.1ml点眼+0.1ml滴鼻，

连续观察 3 天，观察动物的死亡情况，在攻毒 3 天后对攻

毒鸡进行剖检，观察法氏囊的病变情况进行结果统计。

2 结果

2.1 安全检验及吸收性试验结果

2.1.1 颈部皮下注射吸收情况（表 2，图 1）（评分见表 3）

由参考评分标准可以得出评分越高，吸收效果越差。

由表 2 可以得出，21 天普遍比 14 天吸收效果好，其中 E

组吸收效果最好，21 天后基本吸收完全，仅见少量散在的

点状颗粒物质。

2.1.2 肌肉注射吸收情况（表 4，图 2）（评分见表 5）

表 2 颈部皮下注射吸收情况 表 4 安全性及吸收情况得分结果

表 3 颈部皮下注射吸收评分标准

图 1 颈部皮下注射吸收评分参考实图 图 2 胸部肌肉注射吸收评分实图

  组别                             安全性               

    A           10%         10/10 健活       3+2+3+3+3=14        3+4+3+3+3=16

    B          7.5%         10/10 健活       3+3+3+3+3=15        2+2+3+3+3=13

    C            5%          10/10 健活       2+3+3+4+2=14        2+3+2+3+3=13

    D          2.5%         10/10 健活       2+3+2+2+3=12        2+2+2+2+2=10

    E            0%           10/10 健活        2+0+2+3+0=7          2+1+1+0+0=4

  组别                             安全性               

    A           10%         10/10 健活       4+4+4+3+3=18        3+2+2+2+2=11

    B          7.5%         10/10 健活       3+2+3+2+3=13        3+2+3+2+3=13

    C            5%          10/10 健活       3+2+3+3+4=15        1+2+2+2+1=8

    D          2.5%         10/10 健活       3+2+2+2+1=10        3+1+1+3+2=10

    E            0%           10/10 健活       1+2+1+2+2=8          1+2+2+1+1=7

吸收情况得分 吸收情况得分

       14                            21         14                            21  

                                        状态                                                得分    

                                 白色液体流出 

                                黄色油状流出

          黄色颗粒（0.5cm × 0.5cm × 0.3cm）

                                    白色点状

                                    黄色片状

                                    吸收完全 

5

4

3

2

1

0

IBDV 蛋白

添加量

IBDV 蛋白

添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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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看，E 组吸收效果最好，21 天后基本吸收完全，

仅见少量散在的点状颗粒物质，而 E 组为不添加法氏囊蛋

白组，可见添加法氏囊蛋白会影响灭活苗的吸收效果。

2.2 血清新城疫和禽流感抗体效价检测结果见表 6

运用 SPSS19.0 软件经单因素方差分析，不同 IBDV

蛋 白 添 加 量 灭 活 苗 免 疫 后 14、21 天 各 组 间 鸡 新 城 疫

（LaSota 株）抗体和禽流感（WD 株）抗体不存在显著性

差异（P>0.05）。

2.3 各组 14、21 天采血后法琼扩效价及攻毒保护结果

如下表 7

以厂家给定的 IBDV 琼扩抗体效价 23 为标准，可以认

为一般情况下当血清 IBDV 抗体效价达到 23 以上就可以起

到很好的攻毒保护效果，统计免疫后 14、21 天攻毒前的血

清 IBDV 抗体在 23 以上的比例以及攻毒保护效果如表 5，

可以看出，此次攻毒保护试验成立，E 组（不添加组）在

免疫后 14、21 天后，病变率为 100%，而其他组的保护率

均达到了 100%。对比免疫后 14、21 天的 IBDV 抗体效价

发现，免疫后 14 天出现 IBDV 抗体无结果的比例高，而免

疫后 21 天都能测出 IBDV 抗体，且 B 组（7.5% 添加组）

IBDV 抗体在 23 以上的比例要高于其他低剂量的添加组。

3 讨论

目前，预防 IBDV 常用的方法是应用传统经典毒株的

弱毒疫苗和灭活疫苗免疫雏鸡，但是由于环境中 IBDV 超

强毒株及变异株的存在，IBDV 对环境的抵抗力又比较强，

传统疫苗往往达不到有效预防 IBDV 的效果。VP2 蛋白是

IBDV 的主要保护性抗原蛋白，目前已有不少研究成功利用

多种表达系统获得了 VP2 重组蛋白，并证实了由酵母表达

系统表达的重组 VP2 蛋白具有天然蛋白所应有的生物学活

性以及良好的免疫效果，在生产 IBDV 亚单位疫苗有很好的

应用前景。

本试验参考车间的配苗方案，在鸡新城疫和禽流感 H9

亚型二联灭活疫苗中分别添加 10%、7.5%、5%、2.5%

表 6 各组免疫后不同时间段新城疫和禽流感抗体效价

表 7 各组 14、21 天采血后 IBDV 抗体效价及攻毒保护结果

注：表中同列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 P>0.05，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P<0.05

表 5 胸部肌肉注射吸收评分标准

                                         
                    

    

    A              10%             27.6±0.97a         27.8±0.92a         28.6±1.14a         29.4±0.89a

    B              7.5%            27.8±1.03a         28.0±1.25a         27.8±0.84a         29.0±1.0a

    C               5%              27.9±0.74a         27.7±1.06a         27.4±0.89a         29.8±0.84a

    D              2.5%            27.7±0.95a         27.0±0.94a         28.0±0.71a         28.8±0.84a

    E               0%               27.4±0.70a         27.0±0.94a         28.6±0.89a         29.2±0.84a 

   免疫时间

 14 天                                21 天 

     LaSota               WD               LaSota              WD  

                                        状态                                                得分    

                                 有脓液流出 

                                黄色液体流出

                                黄色油状流出

         黄色颗粒（0.1m × 0.1cm × 0.1cm）

                                    白色点状

                                    吸收完全 

 组别         攻毒剂量   攻毒时间                  保护率   攻毒时间                  保护率    
                              

                        

抗体在

23 以上

的比例

抗体在

23 以上

的比例5

4

3

2

1

0

5/5

5/5

5/5

5/5

0/5

5/5

5/5

5/5

5/5

0/5

5/5

4/5

1/5

1/5

0/5

21 天14 天

SNJ93 F6

0.1ml 点眼

+0.1ml 滴鼻

1/4

2/3

0/4

1/4

0/5

A(10%）

B(7.5%)

C(5%)

D(2.5%)

E(0%)

IBDV

添加量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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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0% 的 IBDV VP2 蛋白进行乳化配苗。在安全检验中，五组试验动物均健活，无局部和全身不良反应。在免疫后的 14、

21 天分别对颈部皮下注射和胸部肌肉注射的试验动物进行剖检发现，不添加 IBDV VP2 蛋白的对照组吸收最好。表明在新

流二联灭活苗中添加 IBDV VP2 蛋白会影响疫苗的吸收效果，但这种影响并不会引起局部的不良反应和应激，疫苗的吸收效

果并不随着 IBDV VP2 蛋白添加量的减少而变得更好，这可能与配苗工艺与免疫技术等多种因素相关。

在效力检验 14、21 天后分别测定血清 NDV 和 AIV 的抗体效价，运用统计学软件分析各组间 NDV 和 AIV 抗体水平是

否有显著性差异，结果发现各组在同一时间段的抗体水平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表明在新流二联灭活苗中添加 IBDV VP2 蛋白

不会影响 NDV 和 AIV 的抗体效价。通过琼脂扩散方法检测免疫后 14、21 天血清 IBDV 的抗体效价，并且在免疫后 14、

21 天分别用 IBDV SNJ 93 株攻毒，结果免疫后 14、21 天的攻毒对照组的病变率均为 100%，而各试验组的保护率均为

100%，表明 IBDV VP2 蛋白具有良好的免疫保护效果。在免疫后 14 天，各剂量组均有检测不到 IBDV 抗体的情况，统

计各组 IBDV 抗体效价在 23 以上的比例，结果各组的 IBDV 抗体在 23 以上的比例较低。在免疫后 21 天，各组均能检测到

IBDV 抗体，且各组的 IBDV 抗体在 23 以上的比例较高，B 组（7.5% 添加组）与其他的低剂量添加组相比 IBDV 抗体在 23

以上的比例高。以车间添加 10% IBDV VP2 蛋白为上限设置梯度进行试验，可以基本得出在新流二联灭活苗中添加 7.5%

的 IBDV VP2 蛋白能达到好的免疫保护效果。

（作者简介：王寒，硕士，华派生物质检部禽苗组）

34　华派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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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流行性腹泻研究进展
文 | 贺大芳

摘要：猪流行性腹泻（Porcine epidemic diarrhea，

PED）是全球流行的极具威胁性的猪病之一，由具有高致

死率的猪流行性腹泻病毒（Porcine epidemic diarrhea 

virus，PEDV）引起的高度接触性肠道传染病。PEDV 能

感染各个年龄的猪，引起水样腹泻、呕吐和脱水等临床症

状，哺乳仔猪感染更为严重，病死率达 80%~100%。该病

的爆发引起全球养猪业的重大损失。因而通过新手段研制

PEDV 疫苗十分必要。

关键词：猪流行性腹泻； 疫苗；研究进展

1 PEDV 结构和功能

中国 PEDV 大范围流行是从 2010 年开始，在如此短

暂时期内有多株 PEDV 得到全基因序列测定，说明此疫病

流行的规模大、程度严重。PEDV 属于尼多病毒目冠状病

毒科冠状病毒属，病毒粒子呈球形，有囊膜，直径约 95-

190nm。PEDV 的基因组为单股正链 RNA，不同毒株基因

组大小不等，全长约为 28kb，包含 5' cap 结构和 3' polyA

尾。PEDV 全基因组由 5' 端非编码区、3' 端非编码区和至

少 7 个 开 放 阅 读 框（Open Reading Frame，ORF） 组

成，编码 3 个非结构蛋白（复制酶 1a、1b 及非结构蛋白

ORF3）和 4 个结构蛋白（纤突蛋白 S，囊膜蛋白 E，膜蛋

白 M，核衣壳蛋白 N），它们在基因组的顺序为 5'UTR-

P1a/1b-S-ORF3-E-M-N-3' UTR（ 图 1）。PEDV S

基因编码的纤突蛋白(S蛋白)是病毒重要的Ｉ型跨膜蛋白，

是 PEDV 主要的免疫原性蛋白，在病毒与受体结合、膜融

合以及病毒侵入宿主细胞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S 蛋白还

包含重要的诱导宿主产生中和抗体的抗原表位，在病毒粒子

与细胞表面受体结合后通过膜融合侵入宿主细胞，诱导机体

产生中和抗体。从单个基因突变率来看，S 基因的突变率是

最高的，达到 6.1%。因此很多研究将 S 蛋白作为疫苗研究

的目的蛋白。E 蛋白在病毒的组装和出芽过程中发挥作用。

M 蛋白在病毒的组装过程中发挥作用，也可以诱导感染宿

主产生中和抗体。N 蛋白与病毒 RNA 结合，为病毒的转录、

复制和组装提供骨架。ORF3 蛋白可能与 PEDV 的细胞适

应性和毒力有关。

图 1 PEDV 基因组及其开放阅读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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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ED 发病机理和免疫机制

经研究证明，PEDV 能通过口、鼻感染，直接进入到

小肠，在小肠上皮细胞定居并增殖，从而引起小肠绒毛萎缩

和吸收上皮细胞损伤、变性和脱落，从而导致小肠内的酶活

性降低，吸收功能紊乱，肠道内电解质积聚以及渗透压增高

等，从而出现渗透性腹泻。其免疫并不是依靠 IgG 的水平，

而是主要依靠黏膜免疫（sIgA）。被动乳汁免疫被认为是

保护新生哺乳仔猪免受 PED 等肠道疾病危害的最有希望和

有效的方法。通过乳汁免疫被动保护哺乳仔猪的效果依赖于

病原特异性 IgA 浆细胞转运至乳腺的数量和乳汁中分泌型

IgA 的积累程度，这种免疫途径被定义为“肠 - 乳腺 -sIgA

轴”。由于胎盘的不可穿透性，新生仔猪处于无免疫球蛋白

的状态，对很多的传染性病原体极易感，它们仅依靠来源于

母源的初乳和乳汁抗体获得被动保护。研究表明，初乳和乳

汁 IgA 和 PEDV 中和抗体滴度可能与 PEDV 保护性免疫相

关。在乳汁分泌物中，充足的 IgA 和 PEDV 中和抗体滴度

可能依赖于母猪肠道中病毒的剂量和病毒复制区域。因此，

保护仔猪抵抗 PEDV 感染与高水平的母源 sIgA 有关，而

血液中的中和抗体与新生仔猪的保护性没有关联性。

3 PED 的诊断

目前，诊断 PED 的方法有很多，包括病毒分离、电镜

观察、荧光抗体染色、ELISA、病毒中和试验和RT-PCR等。

病毒分离与中和试验虽然准确，但耗时费力；电镜观察虽然

直观，但需要电子显微镜，同时难以区别形态与大小相似的

病毒粒子；免疫荧光技术虽然敏感、特异，但一般只能用于

死后动物组织病毒抗原检查。RT-PCR 技术检测病毒核酸，

虽然敏感性高，特异性强，但影响试验结果的因素很多，且

该方法检测成本过高、难以大规模用于病原流行病学的调查

与诊断。因此需要更快速、更敏感、适用于大样本的新的猪

流行性腹泻的诊断方法。

3.1 环介导等温扩增技术

环介导等温扩增（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LAMP）技术是在 2000 年由 Notomi 等发

明的一种新型核酸扩增技术，该技术依赖一种具有链置换特

性的 DNA 聚合酶，在等温条件下扩增出 LAMP 特有的梯

状条带。该技术先利用两条内引物和两条外引物，通过链置

换作用形成茎环状 DNA 结构，然后在内引物的作用下通过

环介导的自动循环链置换反应大量扩增靶序列。LAMP 检

测的最低检测拷贝数为 91 拷贝 /μl，而 PCR 检测的最低

拷贝数为 9.1×103 拷贝 /μl。表明，LAMP 检测方法的敏

感性比普通 PCR 高约 100 倍。LAMP 技术具有耗时短、

特异性高、不要求有变性的 DNA 模板等优点，该技术在畜

牧业基层病原体快速检测的方法中具有广阔前景。

3.2 双抗体夹心 ELISA 检测方法

于强等应用细胞培养的 PEDV 作为包被抗原，建立了

检测 PEDV 抗体的间接 ELISA 方法。王新平等应用建立

的双抗体夹心 ELISA 对 PEDV 实验感染猪排毒规律进行

了系统研究，发现实验感染猪在潜伏期、康复期均可带毒和

排毒，且排毒呈间歇性，排毒持续时间至少长达 56 天。王

明月等应用 PCR 扩增出 PEDV 毒株的纤突糖蛋白 S 基因

序列，并将其克隆到原核表达载体 pGEX-4T-1 中，构建

出 pGEX-4T-1-S 表达载体。应用 ITPG 诱导表达重组 S

蛋白，并将重组蛋白以弗氏完全 / 不完全佐剂乳化后免疫小

鼠，制备抗 PEDV S 蛋白的单克隆抗体，并以此建立了检

测 PEDV 抗原的双抗体夹心 ELISA 方法，检测动物排泄物

和分泌物中的病毒抗原，既可以用于本病的早期诊断，又可

以检出临床上处于潜伏期感染或康复期的无症状带毒与排毒

动物，适合大规模样品的检查与监测。

3.3 基于 N 蛋白 PEDV 抗体间接 ELISA 检测方法

N 蛋白在 PEDV 结构蛋白中所占比例最大，猪在感染

病毒早期，体内就能产生抗 N 蛋白的高水平抗体，由于猪

群感染 PEDV 之后血清中产生的抗 N 蛋白抗体没有抗 S 蛋

白抗体持久，因此可将 N 蛋白作为检测病毒早期感染的标

志蛋白；同时由于冠状病毒 N 蛋白基因保守型强，不易发

生变异，所以利用 N 蛋白建立 PEDV 分子生物诊断技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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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李好磊等将 PEDV N 基因全序列设计

一对特异性引物以扩增 N 基因，定向插入到 pPM-CHis 真

核表达载体中构建重组表达质粒 pPM-C-His-N，将重组

质粒肌肉注射昆明系小鼠，以检测其在小鼠体内的表达水平；

将 pPM-C-His-N 转染至 Vero 细胞，分别在基因水平和

蛋白水平对 N 基因的表达进行检测，结果重组质粒在基因

水平和蛋白水平均成功表达。免疫血清能与重组 N 蛋白发

生特异性反应，这为 PEDV 诊断方法的建立及致病机制的

研究奠定基础。

4 PED 疫苗的研究

与多数病毒病一样，对 PED 的防制尚无特效的药物，

主要依赖疫苗预防接种。目前，已报道的关于 PED 疫苗主

要分为灭活疫苗、弱毒疫苗以及基因工程疫苗，以灭活苗和

弱毒苗为主的商品化疫苗在养猪业中的应用最为普及。

4.1 PEDV 灭活苗

王明等用 PED 沪株研制氢氧化铝灭活苗接种后海穴，

从此，结束了 PED 无疫苗的历史。该疫苗对仔猪的主动保

护率 85%，被动保护率为 97.06%，免疫期可达 6 个月。

但组织灭活苗具有生产成本高、制备繁琐、产品质量难控制

的缺点。马思奇研究员等在细胞培养液中加入胰酶，使得病

毒成功感染 Vero 细胞，以 PEDV CV777 细胞毒制备氢氧

化铝灭活苗，经后海穴接种免疫，实验结果为对仔猪的主动

免疫保护率为 85.19%，被动免疫保护率为 85%。目前，

参考此种方法制备的细胞灭活苗是国内各大疫苗生产企业制

备猪流行性腹泻细胞灭活苗最常用、最普遍的手段。相比组

织灭活苗，细胞灭活苗制备较为简单且方便，应用也越来越

广泛。

灭活疫苗能够安全有效地预防动物疫病，而且易于保

存和运输，但其存在免疫持久性弱、需多次免疫等缺点，因

此不适合大群免疫。虽然灭活疫苗注射会引起抗体的产生，

但保护效率不高，原因在于其往往无法引起黏膜免疫反应， 

因此对于 PEDV 感染的免疫效果不是很好。

4.2 细胞弱毒苗

由于灭活苗存在一定的缺点，不能有效控制猪流行性

腹泻病，不利于紧急预防与降低疫苗费用，研究人员开始

对弱毒疫苗进行研究，最早对 PED 活疫苗进行研究的主

要集中在亚洲地区。目前，研制成功的弱毒疫苗主要有：

我国的 CV777 株、ZJ08 株、AJ1102、和 HZ 株，韩国

的 KPEDV-9 株、DR13 株 和 KPED-9 株 以 及 日 本 的

83P-5 和 P-5V 株。弱毒疫苗刺激机体产生的免疫是持续

的，而且不会导致动物患病。也因为该原因，弱毒疫苗是临

床上使用最多的一种疫苗。弱毒活疫苗与灭活苗相比，其优

点在于其免疫更能模拟自然感染过程。但弱毒活疫苗诱导机

体免疫应答的机制还不清楚，可能涉及系统免疫、黏膜免疫

以及免疫记忆等多个方面，并且弱毒活疫苗存在安全性问题。

目前国内流行的 PEDV 毒株为新的基因型，由于基因

的遗传变异，现有的疫苗很难起到有效的防控，迫切需要研

制新型的高效疫苗。

4.3 基因工程疫苗的研究

S 蛋白在病毒感染机体后，是刺激机体产生抗体的主

要蛋白，可介导产生中和抗体，所以 PEDV 基因工程疫苗

的研制常以此为基础；M 蛋白和 E 蛋白在病毒粒子的组装

和出芽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其中 M 蛋白能介导机体产生

α 干扰素，可作为 PEDV 基因工程苗的候选基因。目前，

PEDV 的基因工程疫苗有转基因植物疫苗、重组活载体疫

苗、亚单位疫苗以及核酸疫苗等。 

4.3.1 转基因植物疫苗

转基因植物疫苗能进行规模化生产，其成本低，运输

和贮存方便。同时植物载体 ( 例如烟叶 ) 比微生物载体更能

保证抗原蛋白的免疫原性，这是由于植物细胞壁能在胃肠道

酸环境和蛋白酶的干扰下在小肠中逐渐释放抗原。Kang 等

就将 PEDV S 基因转染烟草，诱导其表达后提取转基因植

物蛋白注射小鼠，发现小鼠血清具有免疫原性，用这种转基

因植物饲喂小鼠也能够诱导系统免疫和黏膜免疫。这些研究

为 PEDV 转基因疫苗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转基因植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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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抗原的效率较低，较低表达量的外源抗原也在口服时易被

消化，并且其生物安全性也堪忧。因而转基因植物疫苗离临

床应用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4.3.2 重组活载体疫苗

使用病毒的无毒或弱毒株作为载体，插入外源免疫抗

原基因构建重组活病毒载体（如痘苗病毒、腺病毒等），转

染病毒细胞而制备的疫苗称为重组活载体疫苗。重组沙门氏

菌和重组腺病毒作活载体构建的 PEDV 疫苗可针对病毒进

行有效的局部黏膜免疫应答和全身免疫反应。马喆等构建

了重组猪痘病毒 rSPV-Sa 株，该重组病毒成功的表达了

PEDV（SQ2014 株）截短的 S 蛋白，结果显示 rSPV-

Sa 能够有效激活机体 IgA 产生，IgG 和细胞因子的提高。

Liu 等让小鼠和猪口服重组 PEDV N 蛋白和 S1 蛋白的干

酪乳杆菌，虽然不产生中和抗体，但能激发高水平黏膜 IgA

和非中和抗体的全身免疫反应。重组活病毒载体不仅有载体

病毒复制所需的基因，而且有所需表达的目的基因。但由于

活载体疫苗的生物安全性、遗传稳定性尚待验证，国际上获

准商品化的活疫苗很少。

4.3.3 病毒样颗粒

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是将编码病毒的某种特定蛋白的

基因与适当质粒或病毒载体重组，然后导入受体细胞（大肠

杆菌、酵母、昆虫细胞、哺乳动物细胞、植物表达系统和

体外无细胞系统等）使其在受体细胞中高效表达，提取收

集所表达的特定多肽，加入佐剂混匀即制成的一种新型疫

苗，亚单位疫苗不含病毒核酸等。病毒样颗粒（Virus-like 

Particles，VLPs）是由病毒的一种或几种结构蛋白自组装

成类似于病毒天然结构的蛋白质病毒粒子，具有天然病毒的

部分抗原性，但由于其缺乏病毒遗传物质而不具有感染性。

第一个被美国 FDA 批准的基于 VLPs 的疫苗是 1981 年的

HBV 疫苗，近年来又有两个 HPV 疫苗获批。王翠玲等通

过利用昆虫-杆状病毒表达系统成功获得了表达PEDV S、

M 和 E 蛋白基因的重组杆状病毒 rpFast Bac-2S、rpFast 

Bac-2M、rpFast Bac-2E 和融合蛋白 CTB 的重组杆状

病毒 rpFast Bac-Dual-2CTB，通过共感染 Sf9 细胞，

形成了嵌合 CTB 的嵌合型 PEDV VLPs。通过口服免疫小

鼠和猪，诱导产生了较高水平的抗 PEDV 血清中和抗体和

sIgA 抗体。由于亚单位疫苗是感染性结构成分，故无需进

行灭活，该种疫苗无致病性且安全性较高。因此，用基因工

程的方法生产 PEDV 亚单位疫苗是一条较好的途径，也是

目前研究的热点。

4.3.4 核酸疫苗

核酸疫苗是直接将编码某种抗原蛋白的外源基因导入

动物体细胞，再通过宿主细胞的表达系统合成特异性抗原蛋

白，诱导宿主机体产生对该抗原蛋白的特异性免疫应答。向

敏等构建了 PEDV S 蛋白的 COE 基因真核表达载体，在

VERO 细胞中瞬时表达，用重组质粒免疫小鼠诱导产生了

相应的抗体。第一个成为美国农业部的条件性许可的 PED

疫苗是美国一公司应用 SirraVax（SM）RNA 颗粒技术研

制的 PED RNA 疫苗。

核酸疫苗与传统的灭活疫苗和弱毒疫苗相比，具有不

散毒不返强的优点。与亚单位疫苗相比，核酸疫苗能长期激

发机体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制备工艺简单且费用低廉

（不用纯化蛋白）。但核酸疫苗存在整合到宿主染色体时突

变产生抗菌素、DNA 抗体等危险性，其安全性有待进一步

观察。猪流行性腹泻核酸疫苗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是今

后疫苗研究的热点。

常规苗虽是当下主流，但基因苗未来前景广阔。目前

在 PEDV 的反向遗传学操作、侵染机制、免疫机制等方面

都有待进行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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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贺大芳，硕士，华派生物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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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瘟 ELISA 抗体监测方法简述
文 | 徐静  汪谦  王琳璐

猪瘟仍是对我国养猪业危害较大的、经济损失较高的

疾病之一。我国采取疫苗接种预防控制猪瘟，评价疫苗的免

疫效果在生产实践中尤其重要。猪瘟疫苗免疫效果监测手段

有多种。比如 IHA( 间接血凝试验 )、中和抗体检测方法、

ELISA 抗体检测方法等等。

IHA 方法在我国尚未引入 ELISA 方法时应用较为广泛，

采用猪瘟抗原致敏的红细胞，与猪瘟血清作用，猪瘟抗体与

猪瘟抗原结合，导致红细胞聚集，呈现血凝。该方法由于受

到致敏红细胞保存时间、致敏红细胞保存要求的苛刻条件而

导致该方法稳定性差。在引入中和抗体和 ELISA 抗体检测

方法后应用范围逐渐缩小。

中和抗体检测方法是 OIE（国际兽医局）推荐的金标准。

该方法采用固定猪瘟病毒含量，稀释血清，将稀释的血清与

猪瘟病毒作用，然后再接种细胞（或接种猪）。接种细胞，

未中和掉的猪瘟病毒在细胞上增殖，通过荧光抗体染色法确

定血清在某稀释度能完全中和一定量的猪瘟病毒，该稀释度

则为血清的猪瘟病毒中和抗体效价；接种猪后，根据不同血

清稀释度中和猪瘟病毒后的发病数量，计算血清中和抗体效

价。中和抗体效价能真正反应疫苗接种后的免疫效果，但由

于该方法技术上相当复杂，时间较长，不利于在生产实践中

应用，仅作为实验室评价猪瘟疫苗时采用。

猪瘟病毒抗体 ELISA（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抗体检测

方法由于检测所用时间短、同一厂家的试剂盒检测的结果

相对稳定而受到养殖场和广大的监测诊断实验室青睐。猪

瘟 ELISA 方法根据包被的抗体、所用的二抗以及支撑材料

不同又分为：以各种纤维素膜为支撑材料的胶体金（快速检

测试纸条，该方法与 ELISA 方法原理类似，只是最终反应

的不是酶与底物的反应显色，因此将此方法归类为 ELISA

方法）、dot-ELISA( 支撑材料与胶体金类似，原理与普通

ELISA相同)；常说的ELISA方法以聚乙烯板为支撑材料的，

该方法又可分为阻断 ELISA 和间接 ELISA。由于 ELISA

在生产实践中广泛应用，本文就对此方法进行详细的阐述。

猪瘟抗体快速检测试纸条（胶体金法）：将特异性的

抗体以条带状固定在膜上，金标抗原吸附在结合垫上，当待

检血清样品加到试纸条一端的样本垫上后，通过毛细作用向

前移动，溶解结合垫上的金标抗原后相互反应，再移动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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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抗猪 IgG 二抗的区域时，待检血清中抗体与金标抗原结合物又与之发生特异性结合而被截留，聚集在检测线上，可通过

肉眼观察到显色结果；对照线上有猪瘟抗原的单抗，金标抗原与对照线猪瘟单抗结合而被截留，通过肉眼观察到显色结果。

该法现已发展成为诊断试纸条，使用十分方便。由于该方法检测单份样品成本较高，不能用于批量监测，因此猪瘟抗体快速

检测试纸条仅用作猪瘟确诊。

Dot-ELISA：与常规的 ELISA 原理一样，只是支撑物为硝酸纤维膜，在此不详细赘述。

猪瘟阻断 ELISA 抗体检测方法（竞争 ELISA）：在聚乙烯板上包被猪瘟抗原（可能是 E2 蛋白、Erns 蛋白或猪瘟全病

毒），然后加入待检血清，待检血清中含有猪瘟抗体，则与抗原结合，抗体含量越高，将包被板上猪瘟抗原结合位点占用越

多（相当于交通车位置固定，第 1 个站点上车的人越多，后面站点能坐到位置的人就越少），然后加入酶标记猪瘟抗体（可

能是 E2 蛋白或 Erns 蛋白单抗或多抗），若待检血清中猪瘟抗体越少，加入酶标记猪瘟抗体就能越多结合在包被板上（即是

说检测孔中酶越多），然后加入底物，酶导致底物发生化学反应，显示出颜色。用酶标仪读出 OD 值，根据试剂盒说明书判

定阴阳性。

猪瘟病毒间接 ELISA 抗体检测方法（间接法）：在聚乙烯板上包被猪瘟病毒抗原可能是 E2 蛋、蛋白、Erns 蛋白或猪瘟

全病毒），然后加入待检血清，待检血清中含有猪瘟抗体，则与抗原结合，抗体含量越高，与包被板上的抗原结合越多（相

当于挂车，结合越多的抗体，抗体上就多出一个拖挂位置），然后加入酶标记抗猪 IgG，与待检血清中的抗体位点结合（与

拖挂位置结合），然后加入底物显色。用酶标仪读出 OD 值，根据试剂盒说明书判定阴阳性。

关于猪瘟 ELISA 抗体检测方法的敏感性：根据两种不同 ELISA 检测方法的原理，在包被同样的抗原的情况下，间接

ELISA 方法敏感性更高。但不能说间接 ELISA 方法比阻断 ELISA 方法更敏感，因为敏感性除方法原理的本身外，还与实际

包被的抗原以及所使用的酶标二抗有极大的关系。

关于 ELISA 抗体检测方法的特异性：根据两种不同 ELISA 检测方法的原理，在包被同样的抗原情况下，阻断 ELISA

方法更为特异。

比如阻断 ELISA 中，抗原包被 Erns 或 E2 蛋白，酶标二抗为抗 Erns 或 E2 蛋白某个表位的单克隆抗体，这样的阻断

ELISA 方法特异性更高，敏感性相对较低，比如 IDEXX、广东悦洋公司猪瘟 ELISA 抗体检测试剂盒。假如抗原包被猪瘟全

病毒，酶标二抗抗猪瘟病毒的多克隆抗体，那么该阻断 ELISA 方法的特异性会相对较低，敏感性则受到的影响不大。假如抗

表 1 间接 ELISA 与阻断 ELISA 差异

       方法                                 阻断（竞争）ELISA                                              间接 ELISA 

包被的成分                      抗原（E2、Erns、全病毒）                             抗原（E2、Erns、全病毒）

 待检血样                                          抗体                                                                   抗体

 酶标二抗         

 

  特异性              与包被的抗原、所使用的酶标二抗关系极大                与所包被的抗原关系极大

  敏感性              与包被的抗原、所使用的酶标二抗关系极大       
与所包被的抗原以及间接
ELISA 本身具有级联放大

与所包被的抗原以及间接
ELISA 本身具有级联放大

抗抗原的抗体（针对 E2 蛋白或 Erns 蛋白某
个表位的单克隆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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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包被猪瘟全病毒，酶标二抗抗猪瘟病毒的某个蛋白某个表位的单克隆抗体，那么该阻断 ELISA 方法的特异性会相对较低，

敏感性则会提高，比如 LSI、韩国安捷、韩国金诺猪瘟病毒 ELISA 抗体检测试剂盒。

在间接 ELISA 中，目前以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研发的猪瘟病毒 ELISA 抗体检测试剂盒为代表。该试剂盒包被的是 E2

蛋白，酶标二抗为抗猪 IgG。其敏感性比 IDEXX 公司猪瘟 ELISA 抗体试剂略高。

关于如何选择猪瘟 ELISA 抗体检测试剂盒：根据目的不同选择不同的猪瘟 ELISA 抗体检测试剂盒，在针对疫苗接种后

效果评估上，建议选择 IDEXX、广东悦洋和中国兽医样品监察所猪瘟 ELISA 抗体检测试剂盒，如果我们用于筛选阴性猪，

或在未来猪瘟净化时，建议选择 LSI、韩国金诺、韩国安捷猪瘟 ELISA 抗体检测试剂盒。

此外，在不同实验室出的猪瘟 ELISA 抗体检测报告中，我们一定要注明所使用的试剂盒厂家，这样才便于识别猪场猪

瘟抗体水平情况。同时，ELISA 方法相对于中和抗体法来说，ELISA 方法仅是定性，中和抗体方法为定量方法，建议有条件

的猪场采用中和抗体检测方法来评价猪瘟疫苗免疫效果。

参考文献

（略）

（作者简介：徐静，博士，华派生物研发中心副主任）

表 2 不同厂家猪瘟 ELISA 抗体检测试剂盒比较表

                试剂盒厂家                      包被抗原                 酶标二抗               敏感性          特异性             应用范围    

    IDEXX、广东悦洋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

LSI、韩国安捷、韩国金诺

Erns 蛋白或 E2

    E2 蛋白

     全病毒

  低

略高

  高 

  高

较高

  低

猪场抗体监测

猪场抗体监测

 阴性猪筛选

抗 Erns 蛋白某个 
表位单抗

抗猪 IgG 全病毒

抗 E2 或 Erns 某个
表位单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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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悬浮培养 ST 细胞增殖猪传染性胃肠炎
病毒工艺研究
文 | 曾光志  吕亮  徐春燕  魏寿燊

摘要：选取 ST 悬浮细胞株，通过对培养过程中培养

液的 pH、接毒时间、接毒量、收获时间等各种工艺条件的

优化，摸索出稳定的培养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TGEV）的

条件，以 2-4×106cells/ml 的细胞密度，按 1% 比例接种

TGEV，并于接毒后 48h 进行收毒，可获得最佳培养效果。

在反应器中进行了 3 批次的重复培养试验，TGEV 的效价

稳定在 108.0-108.5TCID50/ml，为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的生

物反应器规模化悬浮培养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ST 细胞； 全悬浮培养；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

猪睾丸 (swine testis，简称 ST) 细胞，是由猪睾丸原

代细胞通过传代克隆筛选转化而来的工程细胞系，体外培

养呈贴壁生长，可进行连续传代培养，ST 细胞对多种猪病

病毒比较敏感，如猪瘟病毒 (CSFV)、猪细小病毒 (PPV)、

伪狂犬病毒 (PRV)、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 (TGEV) 等，目

前广泛应用于这几种猪病疫苗病毒的制备。猪传染性胃肠

炎病毒 (Transmissible Gastroenteritis virus of Swine，

TGEV) 属冠状病毒科冠状病毒属成员，可导致猪传染性胃

肠炎 (Transmissible gastroenteritis，TGE)。该病是猪的

一种急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临床特征为呕吐、水样下痢、

脱水。不同品种与年龄的猪都能感染发病，2 周龄以内仔猪、

断乳仔猪最易感染发病，育肥猪、种猪感染发病率低，一般

呈良性过程。该病对新生仔猪具有高度致死率，两周龄以内

的仔猪发病率和致死率可达 100%，现已成为猪的一种世界

性疾病。对猪的生长健康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降低了猪

场的经济效益。我国从 60 年代起就有 TGE 的报道，近年来，

TGE在我国部分地区时有发生和流行，在猪群密集的地区，

TGE 是仔猪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给养猪业带来了

严重的危害。因此，注重猪传染性胃肠炎疾病的防控与诊治

十分必要。猪场一旦感染 TGEV 很难根除，目前只能依靠

疫苗预防控制。

ST 细胞悬浮培养工艺可控制一系列细胞培养参数，具

有培养病毒含量高，无需混合,批间差异小,培养方式自动化,

无需大量生产人员，培养需求面积小、污染小、成本低等优

点，是疫苗制备中首选的细胞培养技术。利用 ST 悬浮培养

细胞增殖 TGEV 技术优于传统的转瓶培养技术，为我国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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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性胃肠炎病疫苗的制备提供品质保障。本研究主要针对

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增殖工艺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优化，确

立最优的病毒增殖培养条件、最佳的收获时间，达到提高病

毒液的效价、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本实验

研究并探讨 TGEV 在 ST 悬浮细胞上的悬浮培养工艺，初

步探索了建立基于 ST 细胞的无血清悬浮生产猪传染性胃肠

炎疫苗工艺的可行性，为下一步该细胞的生物反应器大规模

培养生产猪传染性胃肠炎疫苗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细胞  ST 悬浮细胞为华派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质检

研发中心保藏细胞株。

1.1.2 毒株  TGEV 为华派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质检研发

中心保藏毒种。

1.1.3 主要试剂与材料  ST 无血清培养基，兰州建顺生

物公司产品；台盼蓝粉末，Sigma 公司产品；三角瓶，康

宁公司产品；离心瓶，Nalgene 公司产品；Countstar 自

动细胞计数仪，上海乐纯生物公司产品；生物反应器，苏州

迪欧益公司产品。

1.1.4 主要仪器  倒置显微镜，OLYMPUS 产品；二氧

化碳振荡培养箱，上海智诚生物公司产品；高速冷冻离心机，

上海卢湘仪公司产品。

1.2 方法

1.2.1 ST 悬浮细胞培养 

    将 悬 浮 细 胞 1200rpm 离 心 5min， 弃 上 清， 加

入培养液。按照一定的传代比例，使接种密度不低于

8×105cells/ml 的 ST 悬浮细胞逐步在摇瓶中放大培养体

积，37℃、120rpm 摇床中培养。

1.2.2 培养液 pH 对 TGEV 增殖的影响 

其他培养条件一致的情况下，将培养液的 pH 分别调节

至 7.0、7.2 和 7.4，37℃培养 48h 后收毒，测定病毒滴度。

1.2.3 TGEV 在 ST 悬浮细胞上接毒时间优化

反应器中细胞接种密度为 8×105cells/ml，分别于细胞

接种后 24h、48h 和 72h，以 1% 接种 TGEV。每隔 12h

取样测毒价。

1.2.4 TGEV 在 ST 悬浮细胞上接毒比例优化

将 ST 悬浮细胞分别以接毒比例 0.2%、1% 和 5% 接

种 TGEV 病毒，反应器细胞培养温度为 37℃，pH 值为 7.2，

溶氧为 50%，培养 72 小时，于不同时间收毒。

1.2.5 TGEV 在 ST 悬浮细胞上收毒时间优化

选取最优 ST 悬浮细胞接种及培养条件，待细胞生长

72h 后，按 1% 接种 TGEV 病毒，分别于接毒后 24h、

36h、48h 和 60h 取样，测病毒滴度。

1.2.6 工艺重复性试验

以 2-4×106cells/ml 细胞密度，以 1% 接种 TGEV 病

毒，接毒后 48h 收毒，重复 3 次，测病毒滴度。

2 结果

2.1 TGEV 接毒时间的确定

以 1% 接种 TGEV 病毒，细胞接种后 24h，为初始接

种密度的 2 倍。随着病毒利用细胞内的代谢物进行复制和组

装，在细胞接种后 48h 病毒滴度达到最大值 108.5TCID50/

ml。因此，在细胞接种后 48h 接毒效果最佳。

2.2 培养液 pH 对 TGEV 增殖的试验结果 

实验发现：接毒后培养液 pH 值在 7.0、7.2 和 7.4 时，

培养 24h 后细胞生长缓慢，48h 分别取样，用台盼蓝染色

和测病毒滴度，pH 值 7.2 的染色率和滴度要高于其它 2 个

pH值的，表明接毒后维持液理想的pH值为7.2。结果见表1。

表 1 不同 PH 值对 TGEV 增殖效价的影响

                        维持液 pH 值          

                            7.0                                      107.9 ± 100.15

                            7.2                                      108.4 ± 100.12

                            7.4                                      108.0 ± 100.11   

TGEV 效价（TCID50/ml）

             接种后 48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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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接毒比例对 TGEV 增殖效价的影响

                           
 

                         0.2                    107.8± 100.13          107.0± 100.11

                         1.0                    108.4± 100.11          107.9± 100.12

                         5.0                    108.0± 100.14          107.7± 100.10 

TGEV 效价（TCID50/ml）

接种后 48h           接种后 72h

2.3 TGEV 接毒比例和收毒时间的确定

不同的接毒比例对 TGEV 增殖效价的影响结果如表 2 所示。过高或过低的接毒比例 (0.2% 和 5%) 均导致较低的 TGEV

增殖效价，说明接毒剂量直接影响病毒的增殖效率。接毒比例为 1% 时可以获得最高的 TGEV 增殖效价，达到 108.5TCID50
 /

ml。此外各组试验结果均显示，接毒后 48 h 的病毒效价均高于接毒后 72 h 的病毒效价，说明接毒后 48h 可以作为收获病毒

的最适时间。

2.4 重复性试验结果

TGEV 在反应器中重复接毒 3 次，效价均可维持在 108.0-108.5TCID50/ml，结果表明本研究所优化的工艺稳定，重复性好。

3 分析与讨论

目前，大多疫苗生产企业仍采用滚瓶生产模式进行病毒生产，存在批次间差异大、劳动强度大等缺点，本文通过优化

TGEV 接毒工艺，实现了反应器的全悬浮培养。与现有技术相比，本文提供一种 ST 细胞全悬浮生产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的

工艺，自动化程度高，不需要载体介入，可以在生物反应器中进行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的无血清大规模培养，解决病毒培养

规模产业化的要求，从而降低生产成本，进行均一性生产，简化下游纯化工艺以及终产品安全性方面也独具优势。开发能满

足 GMP 生产技术要求的大规模化生产方法，以应对目前国内猪传染性胃肠炎病的流行形势。

参考文献

（略）

（作者简介：曾光志，硕士，华派生物三车间主任助理）

 接毒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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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瘟野毒株和疫苗株一步法双重 TaqMan-MGB
荧光定量 RT-PCR 方法的建立
文 | 李金海  李兴玉  曹三杰  文心田  张毅

摘要：为了建立一种快速、高效、敏感、特异的猪瘟病

毒（CSFV）野毒株和疫苗株（C 株 ) 的鉴别检测方法，根

据 CSFV 基因序列的比对结果，在基因组 5′UTR 区设计

了 1 对针对 CSFV 的通用引物和 2 条分别针对野毒株和疫

苗株（C 株 ) 的特异性 MGB 探针 , 建立了双重 TaqMan-

MGB 荧光定量 RT-PCR 方法。该方法可同时鉴别检测猪

瘟野毒株和疫苗株 C 株，对其他相关猪病的病原检测结果

为阴性；构建的荧光定量标准曲线 Ct 值与模板浓度呈良好

的线性关系，检测野毒株和疫苗株质粒的灵敏性可分别达

106copies/μl 和 902copies/μl，其灵敏度与 RT-nPCR

相近，比商品化的 RT-PCR 试剂盒敏感 100 倍；对 4 份

样品进行 4 次批内和批间重复检测，变异系数均小于 2%；

应用该方法对 126 份屠宰场组织样品的检测结果与 RT-

nPCR 方法一致。建立的猪瘟野毒株和疫苗株一步法双重

TaqMan-MGB 荧光定量 RT-PCR 检测方法特异性强、

敏感性高、重复性好，可用于猪瘟的流行病学调查，野毒株

和疫苗 C 株的鉴别检测。

关键词：TaqMan-MGB；荧光定量 RT-PCR；猪瘟

病毒野毒株；C 株

猪瘟（classical swine fever，CSF）是由猪瘟病毒

（classical swine fever virus，CSFV）引起猪的高度接

触性、致死性传染病，不同年龄、性别和品种的猪均能感

染，给世界养猪业造成了巨大威胁和经济损失 [1]，被世界动

物卫生组织（OIE）列为必须报告的动物传染病，我国将其

列为一类动物传染病。近年来，一些已宣布消灭 CSF 的欧

洲国家出现了 CSF 疫情的复发 [2]，2005 年至 2012 年期

间，共有 46 个国家和地区发生了 CSF[3]。总体上，猪瘟在

我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猪瘟疫苗

免疫失败的现象较为普遍 [4-5]，CSF 在我国仍然广泛存在，

其流行形式也以非典型 CSF 为主 [6-12]。CSFV 在猪群长期

存在的原因主要是母猪带毒综合征，开展监测净化是防控

CSF 的有效手段 [12]。由于疫苗的广泛使用，用抗体检测的

方法很难查明猪群内 CSF 的流行情况；CSFV 疫苗株和野

毒株鉴别检测方法的建立对 CSF 的诊断和净化非常重要。

传统的 CSFV 病原学检测方法，如病毒分离 [13]、免疫荧光、

ELISA[14]、RT-PCR 等，不同程度的存在敏感性和特异性

低，耗时等不足 [15-16]，且不能区分野毒株和疫苗株。目前，

已有采用 RT-nPCR 和荧光 RT-PCR 方法鉴别 CSFV 野

毒株和 C 株的报道 [17-20]，但是 RT-nPCR 容易造成污染，

单重荧光 RT-PCR 不能对 CSFV 野毒株和疫苗株同时检

测，而多重荧光 RT-PCR 方法大多采用两步法，比较麻烦。

本研究采用 TaqMan-MGB 技术，建立双重一步法荧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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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RT-PCR 对 CSFV 野毒株和疫苗株进行鉴别及定量检

测，为 CSF 的诊断、监测、净化和疫苗质量监控提供了一

个种快速、准确的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毒株与样品  

猪瘟兔化弱毒疫苗 (C 株 )：A、B、C、D、E 疫苗公

司生产的猪瘟脾淋疫苗，E 疫苗公司生产的猪瘟细胞苗；A

型、O 型、Asia1 型 FMDV 标准抗原：中国农业科学院兰

州兽医研究所生产的口蹄疫抗体液相阻断 ELISA 试剂盒；

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弱毒（HPRRSV，JXA1-R 株）、猪蓝

耳病经典株（PRRSV，CH1-R 株）、猪伪狂犬病毒 (PRV)：

来自商品弱毒疫苗；猪乙型脑炎病毒 (JEV)、猪圆环病毒 2

型（PCV2）、猪细小病毒 (PPV)、猪瘟病毒 (Shimen 株 )、

牛病毒性腹泻 / 黏膜病病毒 (BVDV)：四川农业大学保存；

在屠宰环节采集的扁桃体、肺脏、脾脏、淋巴结等病原学监

测样品：四川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保存。

1.2 主要试剂与仪器  

PrimeScript one step RT-PCR kit ver.2 RT-PCR

一步法扩增试剂盒，One Step PrimeScriptTM RT-PCR 

Kit(Perfect Real Time) 荧光 RT-PCR 一步法扩增试剂盒、

pMD-20T 载体购自 TaKaRa 公司；琼脂糖凝胶 DNA 回

收试剂盒，TIAN pure Midi Plasmid Kit 质粒提取试剂盒，

感受态细胞 DH5α 购自天根公司；RNA、DNA 柱式提取

试剂盒购自北京世纪元亨；Y 公司生产的猪瘟 RT-PCR 试

剂盒。

iQTM5 荧光定量 PCR 仪 (BIO-RAD，美国 )；凝胶

成像系统 (BIO-RAD，美国 )；普通梯度 PCR 仪 (BIO-

RAD，美国 )；冷冻离心机 (Sigma，德国 )；核酸蛋白检

测仪 (Ependorf Biophotometer，德国 )。

1.3 引物与探针的设计和合成  

用 DNAStar 软件 MegAlign 模块对 GenBank 中登录

的 26 株 CSFV、4 株 BVDV 和 2 株 BDV 基因组序列进

行比对分析，选取高度保守的 5′-UTR 作为扩增靶区，采

用 Primer Express 3.0 软件设计一对特异性引物、野毒株

特异性探针和疫苗株特异性探针（表 1），通过 Blast 比较

分析，验证所选基因片段和设计的引物探针具有的高度特异

性。对照方法 RT-nPCR 的引物参照国家猪瘟参考实验室

略有改动 [18]。引物和探针由上海基康公司合成；将引物稀

释成 20μM，再将相应上下游引物等量混合，其终浓度为

10μM；探针稀释成 10μM。

1.4 病毒核酸的提取

使用北京世纪元亨公司 RNA 柱式提取试剂盒和 DNA

柱式提取试剂盒提取相应病毒的核酸 , 提取步骤按照文献 [21]

进行。

1.5 标准阳性质粒的构建及鉴定  

分 别 以 CSFV (Shimen 株 和 疫 苗 C 株 )RNA 为 模

板， 用 Primescript one step RT-PCR kit ver.2 试 剂 盒

和引物 HC1 和 HC2 进行 RT-PCR 扩增。按照文献 [21] 的

方法构建标准质粒，将阳性质粒分别命名为 PMD-W 和

PMD-C。

1.6 双重荧光定量 RT-PCR 反应体系与反应条件优化

先分别将检测 CSFV 野毒株和疫苗株的单重荧光 RT-

PCR 的引物和探针浓度、退火温度等参数进行优化，再此

基础上，再用矩阵法对于该双重荧光定量 RT-PCR 的退火

温度、引物和探针的浓度等进行优化，得到最佳反应条件参

数。

1.7 双重荧光 RT-PCR 方法标准曲线的建立及灵敏度

检测  

表 1 引物和探针的序列和位置

 方法            名称              序列 (5′-3′)                    位置           产物长度 (bp)

                     HC1                                                                              117/118

                     HC2                                            

                      WT

                      CT    

                     HW1     

                     HW2

                     HN1

                     HN2               

Real-time 

RT-PCR

RT-nPCR

TAGCCATGCCC

AYAGTAGGAC

TAGCCATGCCC

AYAGTAGGAC

95-115

（AY775178）

194-211

（AY775178）

126-142

（AY775178）

127-143

（AY805221）

2344-2367

（AY775178）
1446

272

3765-3789

（AY775178）

2477-2497

（AY775178）

2726-2748

（AY775178）

GGCTYCTGCT

CACGTCGA 

ATCAACCACDGC

ATTCCTCATCTG 

FAM-AGGGACTAG

CCGTAGTG-MGB 

CAACCRCCATCT

ATCTTHCCACCCT

TCRTCAACCRAT

GAGATAGGG

CACAGCCCRAAY

CCRAAGTCA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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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小量质粒提取试剂盒提取阳性质粒，用微量紫外分光

光度计测定阳性重组质粒 OD260 值，根据重组质粒的分子

量与质量浓度，计算重组质粒拷贝浓度。用 10× 系列稀释

质粒标准品为模板，优化后双重荧光定量 RT-PCR 方法测

定各稀释度的 Ct 值，每个稀释度分别做 2 个重复，并设立

阴性对照，建立质粒拷贝浓度与 Ct 值对应的定量标准曲线；

通过对不同稀释度标准品的检测确定该方法的灵敏度。

1.8 特异性试验

以 CSFV 疫苗 C 株（5 个公司的脾淋弱毒苗和 1 个

公 司 的 细 胞 苗）、Shimen 株、PRRSV(CH1-R 株）、

HPRRSV（JXA1-R），JEV、BVDV、FMDV(A 型、O 型、

Asia1 型 ) 、PCV2、PRV、PPV 核酸为模板，用双重荧

光 RT-PCR 方法检测，以评价该方法的特异性。

1.9 CSFV 野毒株和疫苗株混合模板的检测

将猪瘟野毒株和疫苗株标准质粒样品按照不同的浓度

进行组合，进行双重荧光 RT-PCR 检测，确定二者之间的

检测是否存在相互干扰现象。

1.10 双 重 荧 光 RT-PCR、 常 规 RT-PCR 和 RT-

nPCR 灵敏度比较

分别用双重荧光 RT-PCR、常规 RT-PCR 和 RT-

nPCR 对相同的样品进行检测，比较其灵敏性。

1.10.1 检测样品

分别提取1份临床发病猪瘟阳性样品（经测序为猪瘟2.1

基因亚型）的 RNA，以 10 x 倍比稀释 RNA 作为扩增模板。

1.10.2 常规 RT-PCR

用 Y 公司生产的猪瘟 RT-PCR 商品试剂盒，严格

按照说明书进行。反应体系：取 16.8μl RT-PCR 反应

液，1.2μl 酶混合液，2μl 模板 RNA。循环参数：45℃ 

45min、94℃ 3min；94℃ 30s、55℃ 30s、72℃ 30s，

35 个循环；72℃ 5min。取 RT-PCR 扩增产物 15μl，用

1.5% 琼脂糖凝胶进行电泳，条带大小为 272bp。

1.10.3 RT-nPCR

RT-nPCR 参照国家猪瘟参考实验室所使用的方法略

有改动 [18]。第一步用 Primescript one step RT-PCR kit 

ver.2 试剂盒和外引物 HW1 和 HW2 进行 RT-PCR 扩增。

反 应 体 系：Enzyme Mix 1μl，2x Buffer 12.5μl， 引 物

(HW1 和 HW2)1.5μl，RNase Free dH2O 7.5μl，RNA

模板 2.5μl。循环参数：50℃ 30min，94℃ 3min；94℃ 

30s、54℃ 30s、72℃ 70s，30 个循环；72℃ 5min，4℃ 

保存。第二步反应采用 TIANGEN 的 Premix 试剂盒扩增。

反应体系：Enzyme Mix 1μl，2x Buffer 12.5μl，内引物

（HN1 和 HN2）1μl，RNase Free dH2O 9.5μl，DNA

模板 1μl。循环参数：94℃ 30s、58℃ 30s、72℃ 30s，

30 个循环；72℃ 5min。用 1.5% 琼脂糖凝胶进行电泳，

上样量 15μl，条带大小为 272bp。

1.11 重复性试验

为评价双重荧光 RT-PCR 方法对 CSFV 野毒株 RNA

检测的可重复性，分别对 4 份 CSF RNA 样品在同一次反

应中进行 4 次重复测定，计算每个样品各反应管之间的批

内变异系数 (intra-assay CV%)；对上述样品分别进行 4

次测定，计算同一样品每次测定结果之间的批间变异系数

(inter-assay CV%)。

1.12 临床样品的检测 

用建立的双重荧光 RT-PCR、常规 RT-PCR 和 RT-

nPCR 分别对来自屠宰场的 126 份组织样品进行检测，并

对阳性样品进行 E2 基因片段克隆测序鉴定。

2 结果

2.1 目的片段的获取及重组质粒的构建  

分别以 Shimen 株和 C 株的 RNA 为模板，用 RT-

PCR 均扩增出约 117bp 左右的特异性片段，扩增条带大小

与预期相符；用 PCR 对克隆的质粒进行鉴定，对质粒的测

序结果也证实，目的片段成功克隆到 pMD-20T 载体中，

将其分别命名为 PMD-W 和 PMD-C。( 图 1)

图 1 RT-PCR 扩增产物电泳结果

M：100bp 的分子量 Marker;1、2：Shimen 株和 C 株 RNA 扩增结果；3：阴性对照；

4、5：质粒 PMD-W 和 PMD-C 扩增结果； 6：pMD-20T 对照扩增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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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双重荧光 RT-PCR(HEX 通道 )PMD-C 的扩增曲线 (A) 和标准曲线 (B)

图 2 双重荧光 RT-PCR(FAM 通道 ) 检测质粒 PMD-W 的扩增曲线 (A) 和标准曲线 (B)

a ～ j:10× 系列稀释的质粒 PMD-W, 浓度分别为 1.06×1010 ～ 1.06×101copies/μL。

a ～ i:10× 系列稀释的质粒 PMD-C, 浓度分别为 9.02×109 ～ 9.02×101copies/μL。

2.2 双重荧光 RT-PCR 反应条件优化结果  

在 优 化 单 重 荧 光 RT-PCR 反 应 条 件 的 基 础 上， 确 定 双 重 荧 光 RT-PCR 的 反 应 体 系 为：One step RT-PCR 

Buffer Ⅲ (2x)12.5 μl、Ex Taq HS(5 U/μl)0.5 μl、RT Enzyme Mix Ⅱ 0.5 μl、引物 1 μl，WT 探针 0.4 μl，CT 探针

0.6 μl，模板 2.5 μl，补 DEPC 水至 25 μl。循环参数为：42℃ 5 min，95℃ 10 s；95℃ 10 s，61℃ 35 s，40 个循环，

61℃延伸结束后收集荧光。

2.3 标准曲线的建立及灵敏度测定  

PMD-W 质粒 OD260 值为 0.664，其拷贝浓度为 1.06x1010 copies/μl；PMD-C 质粒 OD260 值为 0.564，其拷贝浓

度为 9.02 x109 copies/μl。将标准品分别作 10× 系列稀释，进行双重荧光 RT-PCR 扩增。检测结果表明，在 FAM 通

道，质粒 PMD-W 浓度在 1.06×102 ～ 8.34×1010 copies/μl 范围内，其浓度的对数与相应 Ct 值具有明显线性关系；相

应标准曲线方程为 y = -3.609 ×LOG (copies/μl)+43.141，扩增效率 E=89.3%，相关系数 R2=0.998；其检测的极限为

1.06×102copies/μl ( 图 2)。在 HEX 通道，质粒 PMD-C 浓度在 9.02×102 ～ 9.02×109 copies/μl 范围内，其浓度的对

数与相应 Ct 值具有明显线性关系；相应标准曲线方程为 y = -3.643 ×LOG (copies/μl)+46.098，扩增效率 E=89.2%，相

关系数 R2=0.997；其检测极限为 9.02×102copies/μl（图 3）。

2.4 特异性试验结果  

用双重荧光 RT-PCR 对提取的核酸进行检测，在 FAM 检测通道（野毒株）只有 Shimen 株有扩增曲线；在 HEX 检测

通道只有猪瘟疫苗（C 株）有扩增曲线；HPRRSV（JXA1-R），PRRSV(CH1-R 株）、PCV2、PPV、PRV、JEV、

BVDV 和 FMDV(A 型、O 型、Asia 1 型 ) 在两个检测通道均无扩增曲线。由此可见所建立的双重荧光 RT-PC 具有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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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双重 rRT-PCR 特异性检测结果

FAM: 猪瘟野毒株检测通道；HEX: 猪瘟疫苗 C 株检测通道。

 2.5 双重荧光 RT-PCR 对混合模板的检测结果 

将质粒 PMD-W 做 10× 系列稀释，每管同时加 2.5μl PMD-C(4.51E+04 copies /μl) 和 2.5μl 系列稀释的 PMD-W

作为模板，用双重荧光 RT-PCR 检测。将质粒 PMD-C 做 10× 系列稀释，每管同时加 2.5μl PMD-W(5.30E+05copies 

/μl) 和系列稀释的 2.5μl PMD-C 作为模板，用双重荧光 RT-PCR 检测。结果表明，双重荧光 RT-PCR 检测混合模板时

相应的 RFU 值比只检测一种模板时的低，敏感性也相应有所降低；野毒株和疫苗株模板间有一定的干扰。当野毒株模板浓度

≥ 1.06E+07 时（两者浓度相差 235 倍），则会影响了疫苗毒株的检测（图 5，表 2）；当疫苗毒株模板浓度≥ 9.02E+08

时（两者浓度相差 1700 倍），则会影响野毒株的检出（图 6，表 3）。虽然两者有一定的干扰，但其检测敏感度也能达到

103 copies/μl 的水平 ( 表 2，表 3)。

图 5 双重荧光 RT-PCR 检测混合模板试验（干扰试验）1

图 6 双重荧光 RT-PCR 检测混合模板试验（干扰试验）2

FAM: 猪瘟野毒株检测通道；HEX: 猪瘟疫苗 C 株检测通道。

FAM: 猪瘟野毒株检测通道；HEX: 猪瘟疫苗 C 株检测通道。

特异性（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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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重复性测定结果

用本试验建立的双重荧光 RT-PCR 对 4 份 CSFV 病毒 RNA 的检测结果表明，其批内 CV% 为 0.82% ～ 1.62%（表

4），批间 CV% 为 1.23% ～ 1.99%（表 5），该检测体系稳定，具有良好的重复性。

图 7 三种方法检测猪瘟病料结果

表 4  双重荧光 RT-PCR 检测 4 份样品的批内重复性检测结果

表 2 双重荧光 RT-PCR 检测混合模板试验结果（干扰试验）1 表 3  双重荧光 RT-PCR 检测混合模板试验结果（干扰试验）2

表 5  双重荧光 RT-PCR 检测 4 份样品的批间重复性检测结果

A：双重荧光 RT-PCR 扩增曲线；B：RT-nPCR 扩增结果；C：RT-PCR 扩增结果

        2.6 双重荧光 RT-PCR、常规 RT-PCR 和 RT-nPCR 的灵敏性比较  

      提取 1 份猪瘟病料的 RNA（经测序为野毒株），做 10× 系列稀释，分别用三种方法检测。双重荧光 RT-PCR 至少

可检测到第 6 个稀释度，RT-nPCR 可检测到第 6 个稀释度，而常规 RT-PCR 只能检测到第 4 个稀释度（图 7）。由此

可见双重荧光 RT-PCR 与 RT-nPCR 灵敏性相近，比常规 RT-PCR 商品试剂盒敏感 100 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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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临床样本的检测 

用本实验建立的双重荧光 RT-PCR 对 126 屠宰场样品进行了检测，野毒株阳性 4 份，阳性率 3.17%，疫苗株 1 份，

阳性率 0.79%；用 RT-nPCR 检测到阳性 5 份，阳性率 3.97%，经测序确认 4 份样品为 2.1 基因亚型，1 份为 1.1 基因

亚型（疫苗株）；而常规 RT-PCR 试剂盒只检测到 3 份阳性，阳性率 2.38%。

3 讨论

CSF 传染性强，是危害养猪业最严重的传染病之一，可表现为最急性、急性、慢性和繁殖障碍等多种形式，由于症状

的非典型化及其它病原的混合感染，使得 CSF 的临床诊断越来越困难。我国对 CSF 的防控采用强制免疫、捕杀和监测净

化的政策，大量使用猪瘟兔化弱毒（C 株）疫苗进行免疫预防，由于缺乏有效的血清学方法对 CSFV 的感染抗体和免疫抗

体进行鉴别检测，使得野毒感染猪与免疫接种猪难以区分。因此，建立猪瘟野毒株和疫苗株鉴别检测方法对于猪瘟的诊断、

净化和防控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国内外已有几种 CSFV 野毒和 C 株鉴别方法的报道。李艳等 [17] 针对 CSFV 强毒株

和弱毒株基因组序列的差异，建立了能鉴别 CSFV 强毒和弱毒的复合 RT-nPCR，但在实际应用中，该方法仍存在耗时、

易污染、操作也相对繁琐，不能用于病毒定量研究等不足。Zhao 等 [19] 在 CSFV 基因组 5′-UTR 区设计了 1 对针对猪瘟

病毒的通用引物和 2 条分别针对猪瘟病毒强毒和猪瘟兔化弱毒疫苗株的特异性 TaqMan 探针，建立了猪瘟野毒和兔化弱

毒疫苗株的复合实时荧光定量 RT-PCR 检测方法，但将反转录和 PCR 扩增分步进行，耗时、费力。刘俊等 [18] 在 CSFV

基因组 5′-UTR 区设计一对猪瘟病毒通用引物和一条特异性 MGB 探针，建立了猪瘟病毒野毒株 TaqMan-MGB 荧光定

量 PCR 鉴别方法，该方法能检测除猪瘟兔化弱毒疫苗（HCLV）以外的猪瘟流行野毒株；Liu 等 [22] 针对 CSFV 的 Npro 基

因区，建立了 Tanqman 荧光定量 RT-PCR，能特异地检测猪瘟疫苗 C 株（HCLV 和 Riems 疫苗株）；这两个方法均

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但没有实现野毒株和疫苗株的同时检测。本试验针对 CSFV 基因组 5′-UTR 区域设计引物

和 TaqMan-MGB 探针，实现了野毒株和疫苗株的双重荧光定量检测。

本研究发现，引物的浓度、退火温度和探针的浓度对目的片段的扩增、扩增曲线的形态和特异性有很大的影响。引物

浓度过低影响扩增效率，也会降低 RFU 值，当引物浓度过高，加样量超过 1.5μl 时，也会影响其扩增曲线的效果；由于

2 条探针只相差 1 个碱基，退火温度对能否鉴别检测猪瘟野毒和疫苗株具有重要影响，退火温度低则猪瘟野毒和疫苗毒有

交叉反应，温度过高又影响扩增曲线的效果（RFU 值明显降低，扩增曲线不呈典型的 S 型），双重荧光 RT-PCR 退火

温度为 61℃时能得到比较理想的扩增效果。本研究先优化单重荧光 RT-PCR 的反应条件，再优化双重 rRT-PCR 的反

应条件，获得了最佳扩增效果的反应参数。

本试验建立的猪瘟野毒株和疫苗株一步法双重 TaqMan-MGB rRT-PCR 检测方法，特异性强，敏感性与 RT-

nPCR 相近，比商品化的 RT-PCR 试剂盒敏感 100 倍。当检测混合模板时，高浓度的模板对低浓度的模板有一定的干扰，

一种模板的浓度为 104 ～ 105copys/μl 时，其检测另一种模板的灵敏度降低 1 ～ 2 个数量级，即使这样，其敏感性也不

低于商品化的 RT-PCR 试剂盒。相比较而言，检测猪瘟野毒株受疫苗株的影响要小，因此，虽然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干扰，

但并不影响该方法的应用。究其相互间存在一定干扰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设计的引物为野毒和疫苗株的通用引物，其扩增

产物对特异性探针与对应模板的结合有一定的竞争干扰，笔者在评价其它病原的 MGB 荧光定量 RT-PCR 方法时，也发

现存在类似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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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水禽疫病最新情况调查
文 | 刘超

（一）雏鹅痛风情况调查

2014 年雏鹅痛风在重庆、四川、河南等地开始大面积

流行，2016 年至今全国范围内育雏阶段鹅（3-15 日龄）

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病，主要表现为：机体各个器官（心、肝、

肾等浆膜面）和组织（肌肉、皮下、关节腔面）尿酸盐沉积，

雏鹅采食量降低，拉白色稀粪，精神萎靡，生长迟缓。

根据上半年对重庆、四川、广东、河南、安徽、江苏、

湖南和山东等地调查了解，目前，雏鹅痛风早期发病多在3-5

日龄；高危发病期 7-15 日龄；少数可见在 20-30 日龄以

及成年肉鹅或种鹅发病（这里的发病是指机体各组织器官可

见明显尿酸盐沉积，不包含潜伏期）。

发病及死亡率：

多数集中在 7-15 日龄，视养殖环境（潮湿、氨气、二

氧化碳）、管理、饲料营养水平（蛋白、霉菌毒素）以及防

治手段等的不同，死亡率多在 5%-60% 不等。

发病机理：

强嗜肾性（星状）病毒引起肾小管上皮细胞变性和坏死，

导致肾功能损坏甚至衰竭，造成代谢障碍甚至功能丧失，血

液内尿酸生成大于排泄，引起高尿酸血症。最终富含大量尿

酸盐的血液通过血液循环到达全身各个组织器官沉积形成尿

酸盐结晶，形成全身性痛风。

流行病学特征：

1、区别于传统痛风病，无内脏型痛风、关节型痛风的

区分，累积全身组织器官（皮下、肌肉、关节、脏器）。

2、可能种蛋垂直传播，横向经粪口传播。（临床根据

对不同孵化天数的鹅胚和雏鹅唾液、粪便进行 PCR 检测，

都发现有星状病毒阳性，见图 1。）【结论】多个胚胎检测

出星状病毒阳性。

+：阳性对照；-：阴性对照；M：2000bp Marker

图 1 PEDV 基因组及其开放阅读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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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存在种蛋遗传，易感日龄多在3-10日龄，潜伏期3-5

天。

4、从近几年临床发病情况来看，只引起各品种鹅发病，

其它种类禽不发病。

5、具有较明显的季节性，耐寒不耐热，发病高峰期多

在春、冬两季。

6、高蛋白饲料、脱水、霉菌毒素、氨气、药物副作用、

低温高湿等饲养管理、营养方面的因素（也是传统痛风病的

诱因及致病因）能加速病情和引起混合感染（支原体、大肠

杆菌、浆膜炎、流感等），从而造成更大伤亡。

推荐防治方案：

【预防】3 日龄内，痛风舒 1ml/ 只；7-10 日龄，痛

风舒 1.5ml/ 只。

【治疗】注射痛风舒 1.5-2.5ml/ 只 + 聚能核肽 200 羽

+ 金冠噻夫（有细菌感染时添加）。

同时用毒感康口服液 + 巨能 2 号 + 浆大奇效（有细菌

感染时添加） 饮水；间隔 6-8 小时再用肾肿解毒灵 + 圣保

乐饮水。

（二）大日龄小鹅瘟发病情况调查

今年年初以来，多个省份市场反应：打了小鹅宝后发生

鹅瘟的情况，有些养殖场发病死亡达半数以上，公司派专人

先后到山东、湖南、河南、云南等地了解情况：主要发病在

20-30 日龄左右，对发病鹅再次注射小鹅宝，基本都有很

好的效果。另外，河南、云南有反应在 10 日龄，甚至是在

注射抗体后第二天发病，过后再次注射小鹅宝或番鸭康效果

均不理想。

我们采集了河南和云南小鹅宝治疗无效的病料送检公

司研究所和西南大学疫病检测中心，使用传统小鹅瘟病毒引

物检测小鹅瘟呈阴性。随后送同样病料到中国农科院兰州兽

医研究所，使用了和西南大学不同引物检测，同样鉴定为小

鹅瘟阴性（图 2）。

通过上述情况我们可以看出：

1、小鹅瘟病毒特性在发生改变，或今年小鹅瘟呈广泛

流行趋势，大日龄小鹅瘟发病开始流行；

2、小鹅瘟发病可能是两种不同亚型（血清型）的细小

病毒引起；

3、或者可能存在其它病毒感染，导致出现和小鹅瘟症

状类似的情况。

处理建议：

就目前小鹅瘟在临床发病情况来看，绝大部分在大日龄

发生后及时注射小鹅宝还是有很好的效果，建议针对今年这

种流行趋势，在 20-25 日龄阶段注射第三针小鹅宝，以提

高机体抗体水平，延长保护时间，可有效防止大日龄鹅发生

小鹅瘟的情况。

（三）麻鸭大舌病发病情况调查

自今年 3 月底至 6 月初，先后从服务的几个省份县市

了解当前麻鸭发生大舌病的情况十分普遍，群体发病率在逐

批次增加（发病率从群体零星发病逐渐增加到群体近半数的

鸭出现个体矮小的情况）。

+：阳性对照；-：阴性对照；M：2000bp Marker

图 2 GPV 鉴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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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区域：

湖南邵阳、隆回、洞口、娄底以及武冈；河南信阳、

潢川等。

发病特征：

麻鸭大舌病相比速生型白羽肉鸭发病迟缓，典型病变

（鸭舌伸出，卷曲）表现比白鸭少，严重者多在 20-30 日

龄表现出鸭喙变短、矮小、舌伸出卷曲等外观症状。但病毒

在场内留存，持续感染不同批次鸭发病情况明显，且一旦第

一批次鸭出现少部分发病后，后续批次鸭感染发病率会出现

持续增长的情况。

临床及解剖病变：

发病鸭伏地软脚，不喜动，初中期发病鸭胫骨和鸭喙

显著变短，严重者舌头伸出、卷曲。解剖见鸭腿骨变薄或软化，

骨髓苍白。麻鸭发病早期，舌头未见伸出，但伏地不喜动（图

3，图 4）。

防控措施：

“鸭益健”有明显的防控效果，且即使在发病后进行

紧急注射也能见到明显效果（鸭群整体长势明显），个体均匀，

大小差异显著减小。

（四）广东地区鹅软脚病调查

【地点】广东开平、三水、潮州、汕头等鹅饲养区。

【品种】马岗鹅、狮头鹅。

【发生时间】2016 年至今，发生率逐年增加。

【发病日龄】雏鹅 20-30 日龄段；育肥鹅 38-42 日

龄进场，15 天后 53-58 日龄逐渐发生，持续至出栏。

【发病率】累计发病 10%-20%。

三水育肥鹅场病料检测情况：

每只样品分别采集了肺脏、脾脏、胰腺和肾脏进行检测，

编号 A1-4/C1-4/D1-4/E1-4。每个脏器提取 RNA 后，

分三份分别进行反转录，用于鉴定禽流感病毒、新城疫和星

状病毒。在腺病毒的鉴定过程中，每只马岗鹅的 4 种脏器

混合一起提取 DNA 进行鉴定，编号 A-H。 

检测结果见图 5 和图 6 ：1、所有样品检测到腺病毒阳

性；2、新城疫和星状病毒阴性；3、流感病毒 HA-H3、

HA-H5、HA-H7、HA-H9 都 为 阴 性 结 果， 流 感 病 毒

NA-N1、NA-N6、NA-N8、NA-N9 都为阴性。

后续计划：

根据我们后续的检测结果，计划从该场养殖管理、饲

料营养和架子鹅来源等再进一步了解纳入综合分析，并实施

腺病毒免疫计划。

图 3 发病鸭伏地不喜动

图 4 鸭喙比较

+：阳性对照；-：阴性对照；M：2000bp Marker

图 5 Hexon 鉴定引物

+：阳性对照；-：阴性对照；M：2000bp Marker

图 6 Fiber2 鉴定引物

（作者简介：刘超，大学本科，永健生物技术服务部副经理）



什么是格局？格局就是指一个人的眼光、胸襟、胆识、等心理要素的内在布局！大境界才能有大胸怀，大格

局才大有作为。一个人格局大了，未来的路才能宽！

先来看几个哲理小故事：

有一个家庭妇女，一天她买了一件衣服，回头习惯性地跟邻居显摆一番，却发现同样的衣服邻居比她少花了

20 元钱，于是她耿耿于怀数天。这人的格局就值 20 元钱了。

有一个乞丐，整天在街上乞讨，对路上衣着光鲜的人毫无感觉，却嫉妒比自己乞讨得多的乞丐，这人估计一

直就是个乞丐了。

三个工人在工地砌墙，有人问他们在做什么？第一个人没好气地说：砌墙，你没看到吗？第二个人笑了笑说：

我们在盖一幢高楼。第三个人笑容满面：我们正在建造一座新城市。10 年后，第一个人仍在砌墙，第二个人成了

工程师，而第三个人，却成了前两个人的老板。 

有这样一句谚语：再大的烙饼也大不过烙它的锅。这句话的哲理是：你可以烙出大饼来，但是你烙出的饼再大，

它也得受烙它的那口锅的限制。我们所希望的未来就好像这张大饼一样，是否能烙出满意的“大饼”，一定程度上

取决于烙它的那口“锅”——这就是所渭的“格局”。

什么是格局？格局就是指一个人的眼光、胸襟、胆识、等心理要素的内在布局！

一个人的发展往往受局限，其实“局限”就是格局太小，为其所限。谋大事者必要布大局，对于人生这盘棋来说，

我们首先要学习的不是技巧，而是布局。大格局，即以大视角切入人生，力求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做得更大。大

格局决定着事情发展的方向，掌控了大格局，也就掌控了局势。

一个人格局大了，未来的路才能宽！

如果把人生当做一盘棋，那么人生的结局就由这盘棋的格局决定。想要赢得人生这盘棋的胜利，关键在于把

握住棋局。在人与人的对弈中，舍卒保车、飞象跳马……种种棋术就如人生中的每一次博弈，棋局的赢家往往是那

些有着先予后取的度量、统筹全局的高度和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的方略与气势的棋手。

当代知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说得好：成长问题关键在于自己给自己建立生命格局。为何要有

大的格局？局限就是格局太小，为其所限。在今天这个知识不断更新的世界里，我们是在不断刷新自己的知识结构，

而有一点十分关键，就是要尽量酝酿一种大的胸怀。

摘编自 80 后励志网（www.201980.com）

放大你的格局，你的人生将不可思议

Colorful Life
七彩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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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伊始，有来自四川农业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高校的优秀人才共计 15 人加盟华派生物。他们都怀揣着希

望与梦想，走进了华派这个大家庭。为了让新入职员工尽快了解公司企业文化、适应工作环境、走上工作岗位，公

司人事行政中心精心安排了为期 1 周的新员工入职培训活动。

培训学习是新员工入职的必修课，和往年一样，授课

老师均为公司各部门领导和主要负责人，培训内容涉及企

业发展历程、各部门工作介绍及岗位要求、公司规章制度

以及生物疫苗行业发展趋势、生物安全及实验室安全、阳

光心态及企业文化建设、消防安全及应急救援知识和团队

建设等。学员们专心致志，认真聆听，感到受益匪浅。

培训学习 加快学子们认识华派

新员工 新起点 新梦想
——华派新员工培训周活动圆满结束

文 / 李艳  图 / 杨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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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期间，人事行政中心还组织新员工参观了公司，并就

公司车间布局、重点项目建设、拳头产品以及企业资质与荣誉

等进行了系统介绍，加深了新员工对华派的认识，增强了新员

工的集体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在培训会上，大家

还共同欣赏了企业形象宣传片、公司周年庆视频和重大活动的

影像资料，使新员工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企业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对企业的发展、管理和文化充满了信心。

7 月 6 日下午，在公司行政楼三楼大会议室举行了华派生

物 2018 届新员工入职见面会，在家的中高层以上领导参加，

集团董事长、总裁谢建勇亲临现场并作重要讲话。会议由董事

长助理兼人事行政中心主任车世雄主持。

见面会上，首先由新入职员工分别作 PPT 展示，介绍自

己的基本信息、在校研究课题、工作期望和意向岗位等。在交

流环节，新员工提出的一些针对性问题，与会领导和部门主要

负责人结合岗位实际情况和自身经历与感悟，进行了详尽的答

疑解惑。华派生物研发中心上一年新员工严欢就入职以来的工

作体会与新员工们进行了分享交流，严欢认为，新员工们应该

快速转换角色，调整心态，虚心学习，尽快融入到各自的工作

岗位之中。随后，本批新入职员工代表陈楠上台发言，特地分

享了就读本科时曾在华派生物的实习体会，如今硕士毕业后仍

把华派生物作为职业生涯的第一站，他深有感触地体会到华派

生物的魅力无限，前景广阔。经过培训之后，更加觉得自己心

中多了一份责任，并对生产岗位情有独钟。

董事长讲话 学子们倍受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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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派集团董事长、总裁谢建勇在见面会上作了重

要讲话。他强调，人才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和财富，

也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之一。华派生物在兽用生物制品

和动保领域已经构建了新的战略版图，我们这个平台

还需要大量的有识之士和优秀人才加盟发展，这既是

一个施展你们才华的舞台，也是一个培养人才的摇篮。

谢董事长殷切希望，新员工们要加强学习，尽快适应

公司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多向前辈和能者学习，把你

们掌握的实验技能尽快运用到具体的生产实践中去。

同时，要充分发挥好生产技术骨干、研发核心人员的

“传、帮、带”作用，使新员工尽快学有所专，学有所长，

成为华派生物发展的新生力量。

我们相信，新的优秀人才加盟，无疑给华派生物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华派生物这个平台也是他们人生的新起点。

梦在远方，路在脚下，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并肩作战，就一定能够共同发展，分享成功和未来。

（作者简介：李艳，大学本科，华派生物人事行政中心）

7 月 7 日，人事行政中心率领新员工们来到简阳鳌山公园开展了为期 1 天的户外拓展培训，旨在提高新员工团队意识、

纪律意识和执行能力。通过破冰、徒步等项目体验活动，新员工们深有感触地表示，我们只有融入团队，相互配合，相互

支持，才能凝聚力量，直达奋斗目标。

拓展训练 增强团队凝聚力和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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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路是走出来的

文 / 涂奎忠

路是走出来的，随着路上的人越来越多，道路也就越走

越宽，越来越广。永健之路，更是经历了几代领路人的热血

付出和艰辛努力。2018 年，我们又一次踏上了更加稳健、

快速发展的快车道。

十八年前，在兽用生物制品的空白地带，永健生物的创

办者们走上了中国兽用卵黄抗体的开拓创新之路，没有生产

工艺，他们自己摸索，没有国家标准，他们自己创建……功

夫不负有心人，在四川畜牧兽医学院的摇篮里，通过永健创

办者们夜以继日不懈努力的辛勤付出，蛋黄抗体工业化生产

技术平台获得国家的认可，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精制蛋黄抗体

获得了国家二类新兽药，其质量标准被采用为国家标准，开

创了我国兽用精制蛋黄抗体工业化生产先河。

为了响应国家“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号召，2001 年

5 月，永健生物正式诞生了，那时候没有经销商明白精制蛋

黄抗体是怎么回事，更没有养殖户知道精制蛋黄抗体是什么，

我们永健人走过千山万水，走遍千家万户，道尽千言万语，

历经千辛万苦，通过成千上万次的技术宣讲和科技推广，才

有今天被广泛认可的安全高效、绿色健康的精制蛋黄抗体产

业，才有陆续的同行者加入我们精制卵黄抗体的大家庭。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永健人始终坚信“科学技术是第

一生产力”的精辟论断，矢志以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品

创新、服务创新和管理创新铸造百年永健，为全人类的绿色

健康养殖事业贡献我们的力量！

（作者简介：涂奎忠，大专，永健生物市场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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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农村部讯】8 月 7 日，农业

农村部召开全国非洲猪瘟防治工作紧

急视频会议。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

震强调，各地要认真贯彻中央领导同

志重要批示精神，统一思想认识，落

实综合防治措施，强化联防联控机制，

坚决扑灭并尽快根除非洲猪瘟疫情，

为生猪产业稳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

障。

日前，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发

生一起生猪非洲猪瘟疫情，这是我国

首次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会议指出，

农业农村部召开视频会议

杨帅摘自农业农村部官网（www.moa.gov.cn）

全面部署全国非洲猪瘟防治工作

我国在非洲猪瘟传入前就在思想、政策和技术上做了长期扎实的准备工作。疫情确诊后，党中央、国务

院高度重视，农业农村部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赴沈阳指导疫情处置工作，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非洲猪瘟

Ⅱ级预警。在各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截至目前，疫点和疫区内所有生猪的扑杀工作已全部完成，疫

情已得到有效控制。

会议明确，今后一段时间，对突发非洲猪瘟疫情的防治策略是：贯彻“加强领导、密切配合，依靠科学、

依法防治，群防群控、果断处置”的 24 字防控方针，加强边境防堵，严守第一道防线；广排查，早发现，

快反应，严处置，全根除，迅速恢复并保持全国无疫状态。

会议要求，各地要做好关键措施落实。要全面实施监测排查，强化应急处置，严格监督执法，加强科

普宣传，强化科技支撑和兽医药品监管。要进一步强化部门协作，加强联防联控，形成防控合力。同时，

要持续提升兽医卫生治理能力，指导养殖场户强化生物安全管理，推动生猪产业转型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