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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瘟防控-新阶段，新目标，新要求
             中国猪场的严重威胁

 母猪带毒和仔猪先天性感染普遍

 猪群免疫保护力低下

 生物安全条件受限

           与其它疾病共同感染(如PRRS, PCV2)，使疾病复杂化,经济损失严重 

           国家猪瘟净化计划 

《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年）》

 《国家猪瘟防治指导意见（2017-2020年）》

 2020年底，全国所有种猪场达到猪瘟净化标准

 弱毒疫苗的长期应用，净化具备条件

 现有的弱毒疫苗不能区分野毒感染与疫苗免疫



猪瘟疫苗的现状

猪瘟兔化弱毒苗（C株）

脾淋苗 

牛睾丸细胞苗

ST传代细胞苗

猪瘟E2基因工程疫苗

Bayovac® CSF-E2（拜耳）Bayer

Porcilis® Pesti（英特威） MSD

国内多家疫苗公司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猪瘟免疫的问题

 母猪群抗体水平离散度大，仔猪母源抗体水平高低不齐。

 商品猪首免后抗体转阳率低，易出现保护空白期。

 商品猪二免后抗体持续期短，无法保护到出栏。

 不能区分野毒感染抗体和疫苗免疫抗体。

注：母猪普免，4次/年；商品猪，21天首免，55天二免。红线以上为阳性。



猪瘟免疫失败的原因

疫苗质量不稳定

 BVDV污染，批次不稳定， 运输保存

免疫程序不合理

 活苗受母源抗体干扰，超剂量免疫

猪群免疫耐受

 仔猪先天性感染猪瘟

 母猪带毒综合征

免疫抑制 

 霉菌毒素，免疫抑制疾病



猪瘟疫苗的BVDV污染

 10个厂家随机抽检23个批次，BVDV阳性批次为5个，污染率为21.74%，

污染BVDV为BVDVⅠ型。
—范学政，王琴等，《中国兽医杂志》，2010年

 湖南省，10个厂家48个批次，BVDV阳性厂家为5个，BVDV阳性批次为9

个，厂家污染率为50%，批次污染率为18.75%。
—范仲鑫，张朝阳等，《畜牧与兽医》，2011年

 全国14个省份，猪瘟疫苗中3个批次为BVDV阳性，同源性分析显示：疫

苗中BVDV污染毒株与牛群中BVDV血清型分布类似，提示这些疫苗中的

BVDV污染可能来自牛血清中的持续性感染所致。
—张志，李晓成等，《中国动物检疫》，2015年



5’NTR 3’NTR
Npro

C E0 E1 E2 P7

NS2 NS3 NS
4A
NS
4B NS

5A
NS
5B

Y Y

Y

Y：非中和抗体

Y：中和抗体

结构蛋白

猪瘟病毒基因组示意图



猪瘟E2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工艺

u无血清昆虫细胞悬浮培养技术-

无BVDV污染，免疫应激小

u分泌型E2糖蛋白-E2蛋白含量

高，杂蛋白含量少 ，诱导的抗体

水平更加整齐。

u植物油佐剂-免疫原性高

，副反应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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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诊断-区分免疫猪和感染猪

猪瘟兔化弱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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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亚单位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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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全性研究

单位名称
单剂量（重复）安全性试验 超剂量安全性试验

仔猪 妊娠母猪 仔猪 妊娠母猪

临床试验A养殖场 120头 120头 120头 120头

临床试验B养殖场 120头 120头 120头 120头

临床试验C养殖场 120头 120头 120头 120头

临床试验D养殖场 120头 120头 120头 120头

1.1 试验设计



1、安全性研究

组别 头数 疫苗吸收 局部炎症 采食饮水 临床反应

免疫组 100 100/100吸收 100/100无炎症 100/100正常 100/100无不良反应

对照组 20 - 20/20无炎症 20/20正常 20/20无不良反应

• 对仔猪安全，无副反应

组别
免疫前 免疫后2周 免疫后4周 免疫后8周

30日龄（kg） 44日龄（kg） 58日龄（kg） 86日龄（kg）

免疫组 8.96±0.73 14.62±0.89 22.49±1.49 42.83±2.13

对照组 9.01±0.75 14.69±0.93 22.53±1.51 42.93±2.28

• 仔猪增重与对照组无差异

1.2 试验结果-单剂量安全性试验



1、安全性研究

1.2 试验结果-单剂量安全性试验

组别 头数 局部炎症 采食饮水 临床反应 平均产仔数 健活率

免疫组 100 100/100无炎症 100/100正常 100/100无不良反应 10.5 91.24%

对照组 20 20/20无炎症 20/20正常 20/20无不良反应 10.6 90.38%

• 对妊娠母猪安全，无副反应。

• 免疫组平均产仔数和健活率与对照组没有差异。



1、安全性研究
1.2 试验结果-单剂量重复安全性试验

组别 头数 疫苗吸收 局部炎症 采食饮水 临床反应

免疫组 100 100/100吸收 100/100无炎症 100/100正常 100/100无不良反应

对照组 20 - 20/20无炎症 20/20正常 20/20无不良反应

组别 头数 局部炎症 采食饮水 临床反应 平均产仔数 健活率

免疫组 100 100/100无炎症 100/100正常 100/100无不良反应 10.5 91.05%

对照组 20 20/20无炎症 20/20正常 20/20无不良反应 10.4 91.35%

• 对仔猪安全，无副反应

• 对妊娠母猪安全，无副反应。
• 免疫组平均产仔数和健活率与对照组没有差异。



1、安全性研究
1.2 试验结果-超剂量安全性试验

组别 头数 疫苗吸收 局部炎症 采食饮水 临床反应

免疫组 100 100/100吸收 100/100无炎症 100/100正常 100/100无不良反应

对照组 20 - 20/20无炎症 20/20正常 20/20无不良反应

组别 头数 局部炎症 采食饮水 临床反应 平均产仔数 健活率

免疫组 100 100/100无炎症 100/100正常 100/100无不良反应 10.7 90.19%

对照组 20 20/20无炎症 20/20正常 20/20无不良反应 10.6 90.75%

• 对仔猪安全，无副反应

• 对妊娠母猪安全，无副反应。
• 免疫组平均产仔数和健活率与对照组没有差异。



1、安全性研究

1.3 结论

        在4个猪场，共计1920头仔猪和妊娠母猪完成安全性研究，

结果标明：猪瘟E2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安全性有足够保障。



2、效力检验-攻毒试验

2.1 试验设计

15头4周龄仔猪
（猪瘟抗原抗体双阴性）

猪瘟兔化弱毒苗
（C株）免疫组

猪瘟E2基因工程
亚单位苗免疫组

未免疫

二免后14天 

攻毒

攻毒后饲养
观察16天

E2苗组

弱毒苗组 

对照组



2、效力检验-攻毒后体温正常

2.2 攻毒后体温监测结果：

攻毒



2、效力检验-攻毒后无临床表现
2.3 攻毒后临床观察结果：

对照组猪 免疫组猪

 对照组攻毒后，体温升高，3日后出现典型猪瘟症状，如皮肤出血斑；

便秘与腹泻交替发生；结膜充血、出血等。

 免疫组无临床症状。



2、效力检验-攻毒保护与C株相媲美
2.4 攻毒保护结果：

 猪瘟石门系标准强毒株攻毒后第6~10日，对照组5/5死亡；

 免疫组仅部分猪体温稍有升高，但均无异常临床反应，免疫组均得到100%（5/5）保护。



2、效力检验-攻毒后可快速清除病毒
2.5 血液病毒含量Real-time RT-PCR检测结果：

① 猪瘟E2基因工程亚单位苗免疫组攻毒6天后血液中检测不到猪瘟病毒；

② 兔化弱毒苗（C株）组在每个监测点均能检出病毒，但含量不高于10拷贝/μl；

③ 对照组攻毒后第2天即可在血液中检测到病毒，血液中病毒含量最高可达16902拷贝/μl。



2、效力检验-攻毒后可阻止感染
2.6 组织样品病毒含量Real-time RT-PCR检测结果：

① E2苗组、弱毒苗组在肺脏、肾脏、脾脏、脑、血液、粪便中均未检测到病毒，

② E2苗组、弱毒苗组部分猪在扁桃体和下颌淋巴结中检出极低的病毒拷贝；

③ 对照组所检7种组织中都检出较高的病毒拷贝数，肺脏中病毒含量最高。



2、效力检验-对照组攻毒后典型猪瘟病变

2.7 对照组组织病变：

扁桃体溃疡 淋巴结出血、肿大 肾脏针尖状出血 膀胱出血

脾边缘梗死



2、效力检验-E2苗组攻毒后无病变

2.8 猪瘟E2基因工程亚单位苗免疫组组织：

组织、器官无出血、无坏死、无病变



2、效力检验-攻毒试验

2.10 结论

      猪瘟E2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免疫后，猪瘟强毒攻毒，

猪不表现临床症状且体内病毒快速清除，产生可靠的临

床保护和病原学保护，完全抵御猪瘟野毒感染，攻毒保

护效力与C株无差异。









临床应用案例-对比流程

组别 疫苗 动物数量 剂量 免疫程序 采血节点

妊娠A组 猪瘟E2基因
工程苗

30头妊娠
56天母猪

1头份/头/次 间隔4周连续免
疫两次

一免后4周、二免后4周

妊娠B组 猪瘟弱毒苗
30头妊娠
56天母猪

1头份/头/次 间隔4周连续免
疫两次

一免后4周、二免后4周

组别 疫苗 动物 剂量 免疫程序 采血节点

A组 猪瘟E2基因
工程苗

妊娠A组所
产商品猪

1头份/头/次 28天首免，60天二免
2周龄、3周龄、6周

龄、10周龄

B组 猪瘟弱毒苗
妊娠B组所
产商品猪

1头份/头/次 28天首免，60天二免
2周龄、3周龄、6周

龄、10周龄

C组 无
A组20头
B组20头 无 无

2周龄、3周龄、6周
龄、10周龄

母猪：

商品猪：

注：商品猪在10周龄后全部出售，抗体监测结束。



临床应用案例-对比参数

体温

ELISA抗体（韩国金诺，集团内部检测）



临床应用案例-体温监测结果

E2苗组

弱毒苗组



临床应用案例-体温监测结果

E2苗组

弱毒苗组



临床应用案例-体温监测结果小结

 母猪群第1次免后7天内，两个免疫组猪的体温都表现正常，未发现体温升高，

提示本次免疫应激小，疫苗安全性好。

 母猪群第2次免疫后第1天，猪瘟E2基因工程苗免疫组1头母猪体温稍微升高，

之后持续下降，第4天体温恢复正常；其他母猪体温未发现体温升高，提示本

次免疫应激小，疫苗安全性好。



临床应用案例-母猪抗体监测结果

注：红线以上为阳性。

一



临床应用案例-免疫耐受筛查

注：红线以上为阳性。



临床应用案例-免疫耐受筛查小结

 间隔4周连续免疫两次，猪瘟弱毒苗免疫组中14号、15号、16号和20号母

猪的抗体阻断率始终徘徊40%左右，抗体水平没有上升，提示这4头猪可能对

猪瘟兔化弱毒苗（C株）免疫耐受。

 猪瘟E2基因工程苗免疫组未发现免疫耐受现象。



临床应用案例-商品猪首免无母源抗体干扰

注：红线以上为阳性。28天首免，60天二免



临床应用案例-商品猪首免无母源抗体干扰

注：红线以上为阳性。28天首免，60天二免

首免 首免



临床应用案例-商品猪首免无母源抗体干扰

注：阻断率>40%为阳性，阻断率>60%为合格。

首免

首免



临床应用案例-母源抗体干扰小结

 猪瘟E2基因工程亚单位苗免疫组未发现母源抗体干扰现象。

 猪瘟兔化弱毒苗（C株）免疫组首免时受母源抗体干扰严重，

猪群出现保护空白期，易感猪瘟。



上一阶段临床应用总结

 30万头份，“0”副反应。

 在猪群抗体对比中，猪瘟E2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明显好于C株。

 猪瘟E2基因工程亚单位苗可以解决猪瘟免疫现有的4个问题。



总结

猪瘟E2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的特点

1、安全性有足够保障。

2、全面的临床保护和病原学保护，完全抵御猪瘟野毒感染。

3、母猪免后抗体水平高而整齐，不存在免疫耐受。

4、避免母源抗体干扰，商品猪首免后抗体阳性率高。

5、可区别免疫抗体和野毒感染抗体，实现猪瘟净化。



E2 未来，我们一起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