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靓精如何帮助种猪企业 
              实现伪狂犬净化 



 
2017年3月21日，农业部印发《国家高致病性猪蓝耳病防治指导意见（2017-
2020年）》《国家猪瘟防治指导意见（2017-2020年）》，对猪场蓝耳病和
猪瘟的净化提出明确要求。 
 
 
蓝耳病防控目标：到2020年底，全国核心育种场达到净化标准（即连续24个月
以上无临床病例，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野毒感染病原学和抗体检测阴性）；
其他养殖场（户）达到稳定控制标准（即连续 12个月以上临床发病率≤5%） 
 
猪瘟防控目标：到2020年底，全国所有种猪场和部分区域达到猪瘟净化标准，
并进一步扩大猪瘟净化区域范围（净化是指连续24个月以上种猪场、区域内无
猪瘟临床病例，猪瘟病毒野毒感染病原学检测阴性）。 



高标准，严要求！ 
 
连续24个月以上无临床病例!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野毒感染病原学和抗体检测
阴性（双阴性）！ 
 
 



地   
区 

总样本
数 

病   毒 

CSFV PRRSV PCV-2 PRV PPV JEV 
PRRS+ 
PCV 

PRV+ 
PCV 

江西18 111 9.91% 74.77% 15.32% 9.01% 13.51% 

四川省 74 3.9% 21.1% / 19.7% 3.9% 5.3% 

广西省 328 16.76% 11.59% CSFV和PRRSV混合感染率4.27% 

广西16 248 16.94% 48.39% 3.23% 5.24% 42.34% 
PRRS+PPV 14.92% 

PRRS+PPV+CSFV 5.65% 

云南省 797 / / / / 0.88% 

海南省 375 8.53% 11.47% 1.33% 4.8% 2.4% 

上海市 355 1.41% 1.69% 1.69% 2.54% 21.1%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上海 

186 12.9% 9.68% CSFV和PRRSV混合感染率5.91% 

公猪精液中能检出的病毒 



精液污染现状 

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法 
便携式核酸检测箱 

伪狂犬阳性率: 
规模猪场：20-35% 
小散接近100% 

蓝耳病阳性率： 
规模场：10—15% 
小散：20—50% 



猪伪狂犬净化的难点 

1、环境控制 
2、引种和引进精液 
3、阳性公猪的处理、 
4、太相信疫苗。 
5、缺乏坚持。 



 
 A：伪狂犬病阴性猪场：引种是关键，只引进经过靓精®

处理的精液，包括国外引种也坚持只引进精液不引活猪，
精液在引种场加靓精®处理再拿回来；人员进出控制；运
输工具的清洗消毒和灭鼠等； 
 
B：强化疫苗免疫接种及精液净化处理：后备猪应在配种
前进行2次伪狂犬病基因缺失疫苗（gE缺失）的免疫接种；
经产母猪产前4周左右进行1次免疫；仔猪8-10周龄进行1
次免疫；母猪群普免2-3次/年、仔猪滴鼻免疫，公母猪完
全隔离饲养，配种用精液全部用靓精®处理，把公猪、母
猪的微生物系统完全隔离，有利于公猪、母猪群疾病简单
化，有利于净化工作开展，做好定期监测——gE-ELISA检
测种猪群； 
C：感染种猪场：公母猪完全隔离饲养，配种用精液全部
用靓精®处理，把公猪、母猪的微生物系统完全隔离。在
做好疫苗免疫接种的基础上，开展净化工作；加强后备种
猪的监测，用阴性后备种猪逐步替换和淘汰阳性种猪，最
终建立阴性种猪群，达到阴性种猪场的标准。 

如何做净化？ 



净化的条件：基因缺失疫苗（gE缺失）；gE-
ELISA抗体检测试剂盒； 
 
净化的基本技术： 
免疫——gE基因缺失疫苗； 
监测——gE-ELISA检测种猪群（gE抗体阳性种
猪）； 
淘汰——清除gE抗体阳性种猪； 
替换——引入gE抗体阴性后备种猪； 
清群——清除gE抗体阳性种猪群、PRV感染    猪
群 

净化的条件 



 
第一阶段：监测——种猪群感染带毒状况调查。按5%-10%进行采样，
确定种猪群带毒率（gE抗体阳性率）；     
第二阶段：强化免疫，gE基因缺失疫苗免疫，生物安全； 
第三阶段：检测淘汰——全群检测，逐头采样，用gE-ELISA试剂盒。  
第四阶段：部分清群，若种猪群带毒率>10%或15%，进行全群检测，
记录阳性种猪；实施部分清群；淘汰高胎次阳性种猪，用阴性后备种
猪替换高胎次种猪。 
第五阶段：监测与维持，种猪群全群采样进行检测，确认全部为阴性，
无阳性带毒种猪；设立哨兵猪——在种猪舍放置PRV抗体阴性仔猪，
观察是否感染和发病，检测gE抗体，确认为阴性； 
     加强引种监测，坚持只引进经过靓精处理的精液，包括国外引种
也只引进精液，在引种场加靓精®处理再拿回来；本场生产用公猪精
液全部坚持用靓精®处理，加强生物安全措施，达到免疫无疫（猪场
无PRV）以及后面的停止疫苗免疫，不免疫无疫。 
 
 

净化阶段与过程： 



1、能快速杀灭精液中大多数细菌及其他微生物； 

2、能彻底杀灭PRRSV（经典株及变异株）、PRV、PPV、PCV-2；CFSV; 

3、对精子、受精卵、胚胎发育安全且能显著延长精液保存时间； 

4、能显著减少母猪产道疾病，降低母猪流产率、死胎率、仔猪畸形率，提

高母猪生产性能；            



可以看出，靓精®对五种病毒的完全杀灭浓度均远低于安全浓度1.0%。 

靓精® ——病毒杀灭试验 

  靓精®对五种猪病病毒在精液环境和非精液环境中的杀灭作用 





靓精® ——对口蹄疫的杀灭效果研究 

对口蹄疫OS/99病毒杀灭研究报告——观察结果如下表 

在保护剂不影响细胞生长的最大终浓度0.625%情况下，对实验中200 TCID50/0.1ml口蹄疫病

毒OS/99毒液可产生杀灭效果。 

采用实验中口蹄疫病毒OS/99毒液200 TCID50/0.1ml条件下，将保护剂稀释不同浓度，其中

保护剂对病毒杀灭效果最佳（终浓度）范围在0.625%～0.078%之间。 



靓精® ——对精子活力影响部分试验数据 

表1  不同梯度浓度的靓精®对精子总体活力的影响 

表2  不同梯度浓度的靓精®对精子前进式活力的影响 



靓精® —— 

表3  不同梯度浓度的靓精®对精子快速前进活力的影响 

注：表1、表2、表3中靓精®的浓度为稀释精液后的终浓度； 

三种精子活力均百分比表示，表中数据省略%； 

精液与稀释液的稀释比例均为1：1稀释，即靓精初始浓度为终浓度的两倍； 

对精子活力影响部分试验数据 



靓精® —— 

从表1、表2、表3中可以看出: 

 

添加终浓度为0.5%和1%靓精®组的精子总体活力和前进式活力在同一时间

均高于对照组，而快速前进活力在前五天各项指标均比对照组低，从第六

天起，各项指标均比对照组高；  

 

添加终浓度为0.75%靓精®的精液精子的三项活力指标在试验的同一时间均

高于对照组及其他试验组；  

 

与对照组相比，添加终浓度为2%的靓精®会降低精子总体活力、精子前进

式活力及快速前进式活力，缩短精液保存时间。即终浓度低于1.0%为靓精

®安全使用浓度。 

对精子活力影响部分试验数据 



靓精®——对精子畸形率的影响 

研究报告详见《上海畜牧兽医通讯》2015年02期，“靓精对稀释猪精液保存质量的影响”，曹建国等 



靓精®——对猪卵母细胞及胚胎发育的影响 

 
 
（研究报告详见：《黑龙江动物繁殖》2016年01期，“靓精对猪精子、卵母细胞和胚胎的影响”，陈丹

朔等） 





靓精® ——试验数据总结 

       ®

®

®



靓精® —中国农大验证报告 





靓精临床试验报告之一 

处理 配种母猪数 妊娠率 配种分娩率 总仔数 活仔数 健仔数 

0.75 % 靓精 104 94.23% 92.31% 11.54 10.57 10.01 

对照 108 94.44% 94..41% 11.38 10.40 10.12 

添加靓精对母猪妊娠率、分娩率、产仔数的影响  

数据来源：中国农大2016年数据 



靓精临床试验报告之二 
 

 添加靓精对母猪妊娠率、分娩率、产仔数的影响  

处理 配种母猪数 妊娠率 配种分娩率 总仔数 活仔数 健仔数 

0.5 % 靓精 125 91.11% 90.50 10.32 10.00 9.74 

对照 131 86.44% 86..27% 9.78 9.20 9.12 

数据来源：本公司实验数据  四川 



靓精临床试验报告之三 

数据来源：HNWS 2017 



靓精® ——产品介绍 

  主要成分： 

 特制高分子生物有机碘、特异抗菌肽、增效剂

及精子保护剂。 



  实验室精液处理： 

      将靓精®与精液稀释液按照1:1000-

2000的比例提前配制好，再用于稀释原精

。注意计算最佳使用终浓度为0.3-0.75%

之间。然后按照正常程序稀释、分装、保

存精液。 

靓精®使用方法一：精液添加 

关于使用浓度：预防控制：推荐0.3-0.5％左右； 
              污染净化或感染压力大时推荐0.5－0.75％； 
最简单的用法：10毫升靓精®加入2000毫升精液稀释液。 
 



靓精®使用方法二：公猪采精过程 

 公猪：清洗公猪体表污物，尤其是下腹及侧腹，修剪
公猪包皮被毛，挤出包皮积液，用1%靓精®溶液(用纯
净水稀释即可）喷洒清洗腹部及包皮、阴茎，摸干。 

 采精员：采精前充分洗涤双手，用1% 靓精®溶液擦拭
后操作。 

 重复使用器械：对实验室重复使用器械如烧杯、玻璃
棒等做清洗、消毒（1%靓精®浸泡）、烘干。 

 

 



靓精®使用方法三：母猪输精过程 

  

 1、待配母猪：先用清水将母猪尾根及外阴周围皮肤的粪
污擦洗干净，然后用1%靓精溶液擦洗一遍。 

 2、配种员：操作前双手用1%靓精®溶液浸泡或擦拭消毒。  

 



 
使用注意事项—— 

 1、须先配好精液稀释液，加入靓精® ，然后用于稀释精液； 

 2、计算靓精®使用浓度在0.3%—0.75%之间； 

 3、让靓精®与精液作用30分钟再用于人工授精； 

 4、精液保存时间和选用精液稀释保存粉质量有直接关系； 

 5、其他要求按照相应的操作规范执行。 

 



靓精®的价值 

  1.疫病净化辅助手段 

  2.促进引种及精液交换（联合育种）； 

  3.AI的生物安全措施落实到细节； 

  4.控制采精、输精过程污染； 

  5.提高养猪企业生产成绩； 

  6.促进商品精液推广，预防疾病散播； 

 

         

 

 



2016年初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专利号：201410628740.X 

靓精®的知识产权 



使用靓精常见问题解答 

 1、添加靓精后是否杀灭了里面所有病毒？ 

 2、如何判断病毒都被杀灭了？ 

 3、使用靓精是否可以不用淘汰公猪？ 

 4、母猪阳性场用靓精是否有意义？ 

 5、使用靓精能否提高生产成绩？ 



靓精®研发团队及合作单位-鸣谢 

 四川大学（华西医科大学） 

 德国亚琛应用科技大学 

 四川华派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四川省种猪性能测定中心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上海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北京市畜牧总站 

 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牧股份兰州生药厂 

。。。。。。 

 



靓精——让养猪变得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