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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nucleotide sequences of Porcine Reproductive and Respiratory Synd rome 

V／ms VR2332 strain and Pseudorabies virus shanghai strain provided in GenBank， two pairs of 

primersweredesignedto amplifytheN geneofPRRSV byRT—PCR an dTkgeneofPRV byPCR． As 

a result， a rapid molecular diagn osis with high specificity an d accuracy was set up．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PRRSV Was detected from 11 out of 33 samples， PRV was detected  from 9 out of 33 

sam ples， and CO—infection by PRRSV and PRV was confirmed in 8 samples， the rate of co-infection 

Was at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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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 自 1987年发现至今，已 

在世界大多数养猪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1．2】。而伪狂 

犬病作为仅次于口蹄疫、猪瘟的危害养猪业的重要 

疫病，一直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3．4l。这两种传染病 

在猪群中发生以后，同样出现妊娠母猪流产、产木 

乃伊胎等繁殖障碍，从流行病学、临床症状等方面 

也难以做出判断。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 (Porcine reproduc— 

tiveand respiratory syndrome virus．PRRSV)包括欧 

洲型及北美洲型两个基因型，每一基因型包括 8个 

阅读框，而编码病毒核衣壳蛋白基因 (N基因)的 

ORF7在两个基因型中相当保守【2，引，为本病的分子 

生物学快速诊断提供重要的分子病毒学依据。伪狂 

快速诊断 

文章编号：1003—5125(2003)06—0614-02 

犬病毒 (Pseudorabies virus；PRV)的 TK基因作为 

PRV 的主要毒力基因之一，具有相对较高的保守 

性，对该基因片段的扩增是从分子病毒学角度区分 

TK基因缺失的疫苗毒和野毒的重要依据【3．4】。在了 

解两种病毒的分子病毒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两种疾 

病混合感染的快速诊断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病毒及病料来源：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 

VR2332 resp株及 PRV上海株均为本室保存；从安 

徽、浙江、福建等地猪场送检的 33份流产胎儿及 

死胎中，采集肺脏、肝脏及淋巴结作为检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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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主要试剂：Tripure细胞裂解液购 自罗氏诊断 

试剂公司；反转录酶 M—MLV、TaqDNA聚合酶、 

蛋白酶 K均购 自大连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1．3 扩增 目的基因片段所用引物：参照 GenBank 

公布的 PRRSV VR2332及 PRV上海株的核苷酸序 

列，自行设计并由大连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合成两 

对引物，一对引物 (P1、P2)用以扩增 PRRSV核 

衣壳蛋白基因 (N 基因)，另一对引物 (P3、P4) 

用以扩增 PRVTK基因。 

Pl：5 

P2 ：5 一AG I1CAG K GGGA GA一3 

P3 ： 5 一CGGAAGCGCGCCGGGATGCGC一3 

P4 ：5 一G CGGGTGGGAGGGGCGAGGGTC．3 

1．2 方法 

1．2．1 病料的处理：按常规操作【6】，离心后收取上 

清于一20℃保存备用。 

1．2．2 用 RT—PCR方法检测 PRRSV：取处理好的病 

料上清按常规方法提取总 RNA。设立已知 PRRSV 

作为阳性对照，按相同方法操作。用新鲜提取的病 

毒总 RNA按常规方法操作制备 cDNA，随后进行 

PCR。对 PCR产物进行琼脂糖凝胶电泳鉴定。 

1．2-3 应用 PCR法检测 PRV：按照文献方 刨提 

取 DNA，后用等体积酚：氯仿抽提三次。提取的核 

酸于．20℃保存备用。设立已知的 PRV上海株作为 

对照，按同样方法提取病毒核酸。按照常规方法进行 

PCR操作，同时设已知病毒的对照。对 PCR产物 

进行琼脂糖凝胶电泳鉴定。 

1．2．4 RT-PCR及PCR产物的测序与比较：将RT． 

PCR及 PCR产物送交大连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完 

成测序工作，测序结果用 DNAstar分析软件与 

GertBank公开序列进行同源性分析。 

2 结果和讨论 

应用 RT．PCR检测 33份样品，共有 11份样品 

检测出PRRSV，即出现了单一且亮度高的目标条带 

(380bp)，同已知 PRRSV结果完全一致。而采用 

PCR法检测 PRV的结果显示有 9份样品的PCR产 

物电泳后出现了约 lkb大小的亮度高且单_的目标 

条带，与已知的 PRV 上海株结果一致。在检测的 

33份样品中，有 8份样品同时检测出了PRRSV与 

PRV。应用 DNAstar分析软件将 RT．PCR产物的测 

序结果与 GenBank公布的 PRRSV VR233株的 

OR．F7片段进行比较，二者同源性达 99．3％；将 PCR 

产物的测序结果与 PRV上海株的公布序列相比较， 

二者同源性达 96．8％。结果证实了扩增片段的正确 

性，也证明了所建立诊断方法的特异性与可靠性。 

在本试验中，针对 PRRSV与 PRV各设计了一 

对引物，分别运用 RT-PCR及 PCR对送检病料进行 

检测，共检测出8份样品存在 PRRSV与 PRV混合 

感染，混合感染情况占到 24．2％。在国内对伪狂犬 

病的检测主要依靠乳胶凝集试验来检测血清抗体， 

这一方法不可避免地导致假阳性，影响了操作人员 

对结果的判定。而针对 PRRS主要应用 IDEXX公 

司ELISA试剂盒对血清抗体进行检测，由于检测费 

用过高以及大多数猪场普遍接种疫苗的现状，一方 

面使生产单位难于承受高昂的检测费用而影响了 

该方法的推广，另一方面 ELISA检测阳性结果并不 

表明检测猪为 PRRS病猪。所以通过血清学检测， 

这两种病的阳性检出率均超过 30％，与生产实际有 
一 定出入。 

在本试验中针对病原建立了检测猪群上述两 

种疾病混合感染的方法，这一结果显示：用本室建 

立的RT．PCR、PCR对 PRRSV及 PRV的检测是可 

行的，能够达到准确、快速诊断疫病的目的，在临 

诊上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应用这一快速诊断方法， 

从处理病料到琼脂糖凝胶鉴定一天之内就可得出 

结果，省去了从病料中分离病毒、培养病毒等环节 

(这些过程至少需 4d)，大大缩短了确诊时间，对 

于尽快采取相应防制措施既提供了重要病原学依 

据又争取了宝贵时间。检测结果也反映猪繁殖障碍 

性疾病在我国的流行已较为普遍，而且混合感染的 

流行现状更为严峻。建立一套简便易行、既保证特 

异性又具有高度准确性的诊断方法，配合相应防制 

措施，是我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进行猪病 

防治工作必须要走的一条探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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