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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

本文件由中国兽医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

心、哈尔滨平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东北农业大学、重庆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动物卫生监督所、内蒙古民族大学、乌鲁木齐市动物疾控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蒋卉、田莉莉、张莹辉、冯宇、王传彬、邵卫星、彭小薇、孙淑芳、董浩、毕

一鸣、许冠龙、丁家波、李泽钦、高明春、曾政、董春霞、骆璐、颜成旭、米吉提·莫合他尔汗、刘锴、

李爱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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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氏菌抗体荧光偏振检测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牛、绵羊、山羊、猪、鹿、骆驼的血清荧光偏振（FPA）抗体检测方法。

本文件主要用于中国境内的牛、绵羊、山羊、猪、鹿、骆驼布鲁氏菌抗体水平的检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8646-2018 动物布鲁氏菌病诊断标准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陆生动物手册—布鲁氏菌病（2018年版）

NY/T 541 兽医诊断样品采集、保存与运输技术规范

DB 65/T 3893 羊布鲁氏菌病监测样品采集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OIE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World Organization for Animal Health

FPA 荧光偏振检测 Fluorescence Polarization Assay

FLUPO 荧光偏振分析仪 Fluorescence Polarisation Analyser

mP 荧光偏振值 Millipolarisation Units

LPS 脂多糖 Lipopolysaccha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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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试剂、耗材及样品采集和处理

5.1 试剂

5.1.1 标准阳性血清：布鲁氏菌荧光偏振商品化试剂。

5.1.2 标准阴性血清：布鲁氏菌荧光偏振商品化试剂。

5.1.3 FPA标记抗原：布鲁氏菌荧光偏振商品化试剂或自行配置，方法可参照附录A。

5.1.4 样品稀释液：布鲁氏菌荧光偏振商品化试剂或自行配置，方法可参照附录A。

5.2 耗材

吸头、10 mm×75 mm高硼硅玻璃试管、96孔塑料试管架。

5.3 样品采集和处理

样品采集和处理见附录A。

6 仪器与设备

便携式FPA检测仪、试剂盒配套的FPA检测仪、微量移液器（1-10 µl、20-200 µl、100-1000 µl）、

连续加样器（1-10 µl和1-50 ml）、旋涡振荡器。

7 试验操作与结果判定

7.1 常量法

7.1.1 对照阴阳性血清检测

7.1.1.1 每天第一次试验前或 FPA检测仪被移动后，都要检测对照血清。

7.1.1.2 在两个 10 mm×75 mm硼硅玻璃试管（试管应清洁无指纹等，且无刮痕）中分别加入 1 ml

的 1×FPA样品稀释液。

7.1.1.3 分别在两个试管中加各入 10 µl的阳性和阴性对照血清，充分混合均匀（旋涡混合器振

动 5 s）。

7.1.1.4 使用便携式 FPA仪分别读取两管的空白密度值。

7.1.1.5 每管加入 10 µl的 FPA标记抗原，充分混合均匀（旋涡混合器振动 5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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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6 孵育至少 2 min，最长不超过 5 min。

7.1.1.7 使用便携式 FPA仪读取两管的mP值。试管的检测顺序与读取空白密度值时的顺序一致。

7.1.1.8 对照结果：阴性对照牛血清的 mP值应低于 90 mP（通常在 75 mP左右）；阳性对照牛

血清的 mP值在 200 mP左右。如果对照成立，再进行样品检测。否则，按照 FPA仪器的操作软件和操

作程序，调试便携式 FPA仪的参考因子值，直到满足对照结果成立的数值，才可进行样品的检测。

7.1.2 动物血清样品检测

7.1.2.1 在10 mm×75 mm硼硅玻璃试管加入1 ml的1×FPA样品稀释液（一个试管加一个样品）。

7.1.2.2 在上述试管中加入 10 µl的牛血清（或其它血清样品的稀释方法见表 1），充分混合均匀

（旋涡混合器振动 5 s）。

表 1 不同动物血清稀释方法列表

7.1.2.3 使用便携式 FPA仪读取被检样品试管的空白密度值。

7.1.2.4 在上述血清样品的试管中加入 10 µl的 FPA标记抗原，充分混合均匀（旋涡混合器振动

5 s）。

7.1.2.5 孵育至少 2 min，最长不超过 5 min。

7.1.2.6 使用便携式 FPA仪读取被检样品的mP值。试管测量顺序与读取空白密度值时顺序一致。

其它血清 稀释度 操作方法

绵羊 1:40 25 µl 血清加到 1.0 ml 样品稀释液中

山羊 1:25 40 µl 血清加到 1.0 ml 样品稀释液中

猪 1:25 40 µl 血清加到 1.0 ml 样品稀释液中

鹿 1:100 10 µl 血清加到 1.0 ml 样品稀释液中

骆驼 1:100 10 µl 血清加到 1.0 ml 样品稀释液中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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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7 结果判定：参照表 2对被检样品进行判断，当 mP值大于其阈值时，判为阳性；mP值小

于阈值时，判为阴性；mP值等于阈值时，需重做。

表2 不同动物血清判定标准

7.2 微量法检测（本标准以市场上常用试剂盒使用方法为例进行说明，如使用其他商品化试剂盒，应

按试剂盒说明书要求进行操作。）

7.2.1 方法（一）

用于检测牛、羊血清中的光滑型布鲁氏菌抗体。

7.2.1.1 样品稀释液的配制

使用前，将 5×样品稀释液恢复至室温（20-25℃），并摇动（若有结晶可在 37℃水浴中加热 5-10

分钟）。然后用去离子水作 1∶5稀释，充分混匀。

7.2.1.2 操作步骤

7.2.1.2.1 取 96孔荧光分析板，将待检血清、阳性对照血清和阴性对照血清分别加入到 96孔荧

光分析板中，20μl/孔，其中阳性对照血清加 1孔（孔 1）和阴性对照血清各加 3孔（孔 2、孔 3、孔 4）。

加样过程要注意避免产生气泡。然后将已加样的荧光分析板放入仪器。

7.2.1.2.2 仪器开始检测后，每孔自动加 180μl样品稀释液并快速震荡 2分钟，充分混匀。

待检动物血

清
判定标准

牛 <95 mP为阴性 ； ≥95-≤115 mP为可疑；>116 mP为阳性

绵羊 <78 mP 为阴性；≥78-≤88 mP 为可疑；>88 mP 为阳性

山羊 <88 mP为阴性，≥88 mP为阳性

猪 <84 mP为阴性，≥84 mP为阳性

鹿 <87 mP为阴性，≥87 mP为阳性

骆驼 <90 mP为阴性；≥90-≤110 mP为可疑；>111 mP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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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2.3 静置 1分钟，仪器自动读取每孔空白值。

7.2.1.2.4 每孔自动加入 10μl荧光标记抗原并快速震荡 2分钟，充分混匀。

7.2.1.2.5 静置 1分钟，仪器自动读取每孔 FP值并计算△mP。

7.2.1.3 结果判定

7.2.1.3.1 计算公式

△mP =样品FP值－阴性对照平均FP值

7.2.1.3.2 结果判定标准

3个阴性对照血清孔的FP值均应＜170mP，且△mP的绝对值均＜10mP； 1个阳性对照血清孔的FP

值≥200mP，试验成立。

当血清样品的△mP≥20mP时，为布鲁氏菌病抗体阳性。

当血清样品的△mP＜20mP时，为布鲁氏菌病抗体阴性。

7.2.2 方法（二）

适用实验室内 96孔板形式的样品检测，可以检测牛的血清。

7.2.2.1 对照阴阳性血清检测

7.2.2.1.1 每天第一次试验前或 FPA检测仪被移动后，都要检测对照血清。

7.2.2.1.2 在干净的黑色 96孔板的第一列中的 6个孔中分别加入 190 µl的已稀释的 1×FPA样品

稀释液。复孔分别加入 10 µl的阳性（C++）、阴性（C-）的对照牛血清和样品稀释液（Cc）

7.2.2.1.3 振动 2 min，充分混合均匀。使用台式 FPA仪读取平板的空白密度值。

7.2.2.1.4 每孔加入 10 µl的 FPA标记抗原，振动 2 min，充分混合均匀。

7.2.2.1.5 孵育至少 2 min，最长不超过 5 min。

7.2.2.1.6 使用台式 FPA分析仪读取平板的检测密度值 mP值。检测顺序与读取空白密度值时的

顺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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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1.7 对照结果：阴性对照血清的 mP 值应该低于 90 mP（通常在 75 mP 左右）；阳性对照

血清的 mP值通常在 200 mP左右。如果对照成立，再进行样品检测。否则，按照 FPA仪器的操作软件

和操作程序，调试 FPA检测仪的参考因子值，直到满足对照结果成立的数值，才可进行样品的检测。

7.2.2.2 样品检测

7.2.2.2.1 在干净的黑色 96孔板中每个孔加入 190 µl的已稀释的 1×FPA样品稀释液。其中设置

阳性对照和阴性对照孔各两个。

7.2.2.2.2 向每个对照孔和样品孔中分别加入 10 µl的阳性、阴性对照血清和被检牛血清（一个

孔检测一个样品），室温下振动 2 min，充分混合均匀。96孔板置入荧光偏振检测仪中进行第一次读数，

得到对照血清和样品的空白值。

7.2.2.2.3 从 FPA检测仪上取出 96孔板向每个孔中分别加入 10 µl的 FPA标记抗原，室温下振

动 2 min，充分混合均匀。

7.2.2.2.4 如台式 FPA检测仪是非自动加样的，需要将 96孔板置入荧光偏振检测仪中进行第二

次读数，得到对照血清和样品的 mP值。平板的测量顺序与读取空白板时的顺序一致。

7.2.2.2.5 如台式 FPA检测仪是自动加样的，后续程序设置好后，仪器自动加入 10 µl的 FPA标

记抗原、然后振动 2 min，充分混合均匀；再孵育至少 2 min；FPA检测仪进行第二次读数，得到对照

血清和样品的 mP值。

7.2.2.3 结果判定

阴性对照血清的读值必须介于 60-90 mP 之间，阳性对照血清的读值必须介于 140-300 mP之间，当

二者读数都成立时，才能对样品进行判断。

待检血清样品 mP值大于其阈值 95 mP时，判为阳性；mP值小于阈值 95 mP 时，判为阴性；mP

值等于阈值时，需重做，根据重测数据进行结果判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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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样品采集与试剂配制

A.1 样品采集和处理

按照NY/T 541 和DB 65/T 3893中的方法采集和分离受检牛、绵羊、山羊、猪、鹿、骆驼的血清，

分离后的血清最好没有溶血现象，血清量通常为0.5-1ml备用。

A.2 FPA 标记抗原制备（举例）

警告—以下使用的细菌是已经在三级及以上生物安全实验室从事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

遵从 GB 1948 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下培养的细菌，经过灭活检验合格后，才能用于 FPA 标记抗原的

制备。

制备时，已经灭活的 5g干重(或 50g湿重)牛种产布鲁氏菌 2308株菌体悬液中加入 400 mL2 % (V/V)

醋酸，121 ℃高压灭菌 15 min，于 5 ℃±3 ℃10000 g 离心 10 min，去除菌体碎体。然后，上清液用

20g 的三氯醋酸沉淀任何蛋白质和核酸,4 ℃1000 g再离心 10 min去除沉淀。取上清液置 100倍体积的

蒸馏水透析，浓缩后冻干备用。将 3 mg LPS溶于 0.6 mL0.1 M的氢氧化钠(4克NaOH/升)中，37 ℃±2 ℃

孵育 1 h，加入二甲亚砜配制的异硫氰酸荧光素异构体-I(浓度为 100 mg/mL)0.3 ml 再于 37 ℃±2 ℃温

育 1 h。结合的 OPS 加到 1×10 cm的用 0.01 M pH7.4±0.2磷酸缓冲液平衡的二乙氨基乙基葡聚糖凝胶

(DEAE)层析柱上。加 10 ml-15 ml缓冲液后为亮绿色，然后换为 ph7.4±0.2的 0.1 M的磷酸缓冲液，这

将导致 10-15ml 的缓冲液洗脱后有 25-40ml的绿色荧光物质洗脱下来。将此物质用作 FPA 中的抗原。

抗原可按比例增加。

每次试验所用抗原的量可通过洗脱上述物质直至 FPM的荧光强度达到 250000至 300000 而确定。

抗原于 5 ℃±3 ℃以液体状态可贮存于深色瓶中数年，或冻干保存于深色瓶中。标记抗原可以从

少量商业来源处获得。

A.3 10×样品稀释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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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取 8.5g氯化钠，12.1 g Tris，0.5 mL吐温 20，5.7g EDTA，加蒸馏水至 100 ml，混匀。调节 pH

值至 7.2，121℃高压灭菌 30 min。室温保存。使用前用 200 ml（电阻为 18.2mohms）的去离子水稀释

至 1×样品稀释液直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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