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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提纲

l近期非洲猪瘟流行新特点

l非洲猪瘟病毒抗体检测试纸的研制

l我们非洲猪瘟病毒抗体检测试纸特色

l非洲猪瘟病毒抗体检测试纸初步应用



l 病毒已在我国定殖并形成较大污染面

l 非洲猪瘟变异株和经典强毒株共流行，防控更复杂

l 非洲猪瘟变异株带来的挑战

Ø 症状更隐蔽、监测更困难

   非典型、亚急性病例增多，临床症状不典型，

容易与其他疫病混淆

   实验室诊断困难（检测不到病毒），漏检病例

增多

Ø 精准清除更困难、损失巨大

  发现晚、污染广，难以实施精准清除，损失巨大

一、近期非洲猪瘟流行新特点



对非洲猪瘟变异株的认识

l 非洲猪瘟基因缺失株

Ø 国内专家监测到多种基因缺失类型

Ø 毒株来源于非法疫苗使用（所谓2 ml关键技术）

Ø 农业农村部专门近期发文严厉打击

l 自然变异株、自然弱毒株

Ø 病毒传入3～4年后，其他国家均出现过自然变异株、自然弱毒株

Ø 表现为死亡率下降、亚临床症状和出现大量慢性或隐性感染猪



非洲猪瘟变异株临床症状

l 嗜睡、轻触不起、采食量减少

l 发热、皮肤发红、关节肿胀、

坏死

l 咳喘、腹式呼吸

l 育肥猪死淘率增高

l 母猪流产或出现死胎/木乃伊胎



 ASFV抗体检测

l 临床需要

Ø “变异毒株”用qPCR检测困难

Ø 漏检率高，错过防控时机，损失大

l 检测目的

Ø 疫情综合分析

Ø 引种检测，确保“抗原、抗体”双阴性

Ø 净化

在“非洲猪瘟变异株”流行背景下需要开展抗体检测



二、非洲猪瘟病毒抗体检测试纸研制

对阳性参考血清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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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对于IFA检测效价为1：4000

的ASFV阳性参考血清（中监

所）试纸检测效价可达1：

100000以上

l 检测实验室留存的2018年前

血清5批200多份，全部是阴

性



 康复猪血清检测

康复猪血清进行1:27000的稀释，

该试纸依旧可以检测到



对PCR检测结果阳性血清用试纸进行抗体检测

l 盲样：54个，PCR检测全部

阳性。

l 本次检测阳性：20  阴性：

34。



 抗体检测胶体金试纸和进口ELISA试剂盒比对检测

使用两种ELISA试剂盒和试纸对77份

血清盘（其中有背景不清楚、康复猪

及感染猪）检测：

l 康复猪、感染猪血清试纸阳性检

出率明显高于ELISA

l A10、 B4、 B8三个感染后5-7天

的样品试纸检测阳性，试剂盒检

测阴性





用胶体金试纸条检测ASFV感染后抗体产生情况



临床感染后抗体产生时间（4月29日案例）

CT值   37.2    14.5     16.6       23.9

l 客户情况：200头母猪场（自繁自养）

l 2018年以来一直稳定，今年首次中招

l 1-4号全血为保育后期，同舍

l 客户口述3.4号发病5天，2号没抗体

的大概发病3天。



检测靶标的选择 – Capsid p72

三、非洲猪瘟抗体检测试纸特色

  p72 蛋白是病毒二十面体的主要

成分，约占蛋白总重的三分之一，

对于病毒衣壳的形成至关重要。

 p72蛋白是病毒主要的病毒抗原，

抗原决定簇保守，免疫原性稳定。  

Cryo-EM Structure of the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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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重组抗原的制备

HEK293F

同时转染B602L和p72共表达
获取正确折叠的三聚体衣壳蛋白



重组抗原的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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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洲猪瘟抗体检测试纸初步应用

疫情综合分析
原编号 CT值 抗体结果 原编号 CT值 抗体结果

R1-101 40 阴性 R4-22 40 可疑

R2-12 40 阴性 R4-26 40 阴性

R2-98 阴 阴性 R2-10 阴 阴性

R2-26 阴 阴性 R2-19 36.8 阴性

R2-100 35.9 阴性 R2-23 阴 阴性

R2-92 40 阴性 R2-21 40 阴性

R2-99 阴 阴性 R2-113 40 阴性

R2-110 40 阴性 R3-92 40 阴性

R2-18 37.8 阴性 R3-14 阴 阴性

R2-103 38.6 阴性 R3-29 40 阴性

R3-110 40 阴性 R3-5 阴 阴性

R3-18 40 阴性 R4-108 阴 强阳

R3-22 疑 阴性 R4-105 40 阴性

R3-107 阴 阴性 R4-23 阴 阴性

R3-104 阴 可疑 R4-2 40 阳性

R3-97 阴 阴性 R4-88 阴 阴性

R3-8 35.8 强阳 R4-99 阴 阴性



排除疫情



引种、购猪检测

l 发病猪、潜伏感染、耐过猪是主要传

染源

l 变异株感染、亚急性、慢性感染排毒

量低、间歇排毒，抗原漏检

l 引种检测，确保“抗原、抗体”双阴

性



精准清除、净化

l 准确的诊断是净化的前提

l 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容易漏检

l 抗原检测成本高、操作复杂

l 在病毒污染面广的情况下，通过抗体

检测，净化是必由之路



 试纸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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