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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泰安周边地区鸭病毒性肝炎流行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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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究泰安周边地区接种鸭病毒性肝炎疫苗或打了卵黄抗体的鸭群仍然发生病毒性肝炎的真正原因，我们对
2014 年 4~8 月份送检的 10 份疑似鸭病毒性肝炎病例进行了剖检诊断、组织病理学观察及 RT-PCR 检测，并进行遗传
进化及同源性分析。结果显示，10 份病例在临床症状及病理学变化上均符合鸭病毒性肝炎的特征，但只有 7 份病例
PCR 诊断为 DHV 阳性，3 份为阴性。这 7 份病毒的 VPO 基因同源性在 98.6%~100%，与 DHV-A、DHV-B 处于不同
分支，同源性均不足 76%，与中国分离株 JS2010、C-YCW 处于较小的分支上，同源性在 98.3%~98.9%，亲缘关系最
近，但为不同小分支，表明我们检测到的鸭病毒性肝炎毒株为 DHV-C 型，但与中国分离株 JS2010、C-YCW 存在一
定差异性。以上结果表明，DHV-C 已成为鲁中地区当前流行的优势毒株，注射针对 DHV-A 的疫苗或卵黄抗体无效
现象的发生可能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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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prevalence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of Duck hepatitis virus in and
around Tai’an area. From the suspected duck population we collected about 10 samples during the period of April to August
2014. Initially these samples were evaluated by necrscopsy, histopathological observation and RT-PCR findings. For further
confirmatory studies these samples were subjected to genetic evaluation and homology analysis.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histopathological changes revealed that all the samples showed the presence of duck virus hepatitis. Out of the total samples
seven were conformed for the presence of viral RNA by RT-PCR. The genetic evaluation and homology analysis of the
positive sample on VP0 gene was 98.6%~100%, showed close similarities with previously reported Chinese isolates JS2010
and C-YCW homologies, 98.3%-98.9%. Although these isolates having close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 but still having some
variation in the small branches, which suggested that the present isolates having certain difference from the previous isolates.
It is clear that DHV isolate from all the positive samples having less than 76% similarity with DHV-A and DHV-B. Taken
together, results suggest that DHV isolated from Shandong province of china is different from the early isolated DHV-A and
DHV-B type and is conceder as a new DHV type (DHV-C). Thus for the better control of this economically important disease
in Shandong province, it is necessary to use the newly isolated strain for Vaccine preparation.
Keywords: DVH; prevalence; new type

鸭病毒性肝炎（DVH）是由鸭病毒性肝炎病毒（DHV）引起的以雏鸭肝脏出血为特征的高致死
率接触性传染病。现在普遍认为有三种不同的病毒与该病有关，分别是 1 型、2 型和 3 型[1]。Kim 报
道了他们分离的 5 株 DHV-1 的全基因组序列，建议将其划分为小 RNA 病毒科的一个新成员[2]。2005
年，在“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的第八次报告”中，已将 2 型 DHV 归入星状病毒科星状病毒属，命名为
1 型鸭星状病毒[3]。Todd 等通过对 RT-PCR 产物进行序列分析和同源性比较后发现，3 型 DHV 也是
一种星状病毒[4]；但它有别于 1 型鸭星状病毒，与 2 型火鸡星状病毒关系更为密切。1 型和 3 型 DHV
之间没有任何抗原相关性[5]。
其中，1 型鸭病毒性肝炎呈世界性分布，流行于美国、英国、韩国、加拿大等国家[5,6]；而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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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鸭病毒性肝炎病毒感染则具有明显的地域性，2 型感染仅见于英格兰的东英地区，且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暴发后，该地区也再未发生过[5,7]。至今，3 型鸭病毒性肝炎主要在美国发生[5,8,9]。近年来，
国内各地不断出现免疫了 DHV-1 疫苗或者打了鸭病毒性肝炎卵黄抗体之后仍然发病的报道，人们怀
疑可能是 DHV-1 变异株和新的血清型 DHV 感染所致。这些新型 DHV 目前被分为台湾新型和韩国
新型 DHV[12]。不同血清型的 DHV 的基因分析结果表明，DHV-1 和新型（台湾新型和韩国新型）DHV
位于小 RNA 病毒科中不同分支上。Wang 等建议将血清 1 型、台湾新型和韩国新型分为 DHV A、B
和 C 三种基因型。
近年来，随着山东畜牧业的迅速发展，鸭的养殖量越来越多，而鸭病也变得异常复杂。在山东
地区，许多鸭场在用了鸭病毒性肝炎疫苗或卵黄抗体以后依旧发病，而且伤亡严重，给养殖场/户造
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为了进一步了解近期鸭病毒性肝炎的流行情况、发病特点、发病原因及病原
特征，制定相应的防治措施，我们对 2014 年 4~8 月份以来送诊的疑似鸭病毒性肝炎临床病例进行了
流行病学、病理学、病毒学等系列化调查研究。

1
1.1

材料与方法
实验材料
鸭病毒性肝炎临床疑似病例主要来自山东泰安及其周边地区的发病肉鸭养殖场；病理组织学切

片及染色在山东农业大学动科院生物切片室进行；DL5000 DNA Marker、无 RNase 双蒸水，EasyPureTM
Viral DNA/RNA Kit 购自北京全式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EasyScriptTM One-Step RT-PCR SuperMix 购
自北京全式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2

方 法

1.2.1 病料采集 对送诊的疑似鸭病毒性肝炎病例进行病理学剖检，对符合鸭病毒性肝炎病变的疑似
病例，详细记录病死鸭信息，并进行编号。取脑、肝、脾、心脏等器官组织，分成两份，一份用 10%
的福尔马林溶液固定；另一份贮存于-80 ℃冰箱。
1.2.2 组织病理学观察 将在 10%福尔马林溶液中固定好的组织经修块、水冲、酒精梯度脱水、透明、
浸蜡、包埋、切片流程制作常规石蜡切片，然后进行 HE 染色，光学显微镜下观察组织学病变。
1.2.3 RNA 提取及 PCR 鉴定 取-80 ℃冰箱中保存的疑似鸭病毒性肝炎的病鸭组织，将各组织用匀浆
机进行混合研磨，4000 rpm 离心 5 min，弃掉沉淀，取上层液体作为提取的样本，并做相应的编号。
按照 EasyPureTM Viral DNA/RNA Kit 说明书的步骤进行 RNA 提取。参考张臣伟根据 1 型鸭病毒性肝
炎 VP0 基因设计的引物：F:GCTCCAGACTAGTTCCTGAGG；R:CGGAGATCCAAGATGGCATA 进
行 RT-PCR 检测，目的片段 684 bp。20 μL 体系组成如下:EasyScript One-Step Enzyme Mix 0.3 μL，
2×One-Step Reaction Mix 10 μL，RNase-free Water 4.7 μL，上游引物 F(10 μM)1 μL，下游引物 R(10 μM）
1 μL，模板 3 μL，RT-PCR 反应条件如下：42 ℃反转录 25 min，95 ℃预变性 5 min，然后进入 30 个
循环（95 ℃ 30 s，55 ℃ 30 s，72 ℃45 s），最后 72 ℃延伸 10 min。将 PCR 产物经 1%的琼脂糖凝胶
电泳进行鉴定。
1.2.4 序列测定及分析 将鸭病毒性肝炎的阳性 PCR 产物送去华大基因进行测序，测序结果在
DNAstar 上与 1 型参考株（A、B、C 型）进行比对，绘制遗传进化树及遗传距离图。

2
2.1

结 果
疑似病例症状表现及剖检病变
病鸭精神沉郁，采食量减少，运动失调，死时呈角弓反张姿势。病死鸭主要表现肝肿大，颜色

变浅，表面有斑点状出血。胆囊肿大，充满墨绿色胆汁。肾肿大，充血呈鲜红色，切面隆起，边缘
外翻。有些病例胰腺有局灶性坏死。有的病例还见心内外膜条纹状出血病变。
2.2

组织病理学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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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细胞普遍肿胀，呈空泡变性及脂肪变性病变，常见严重的出血性坏死，坏死肝细胞核碎裂、
崩解，肝细胞溶解成均质红染的颗粒状物质，其中散在多少不等的红细胞、淋巴细胞和异嗜性粒细
胞。个别病例可见胆管上皮细胞、卵圆细胞、间质结缔组织增生。脾脏、胰腺实质细胞表现不同程
度的变性、坏死。肾小管上皮细胞普遍发生颗粒变性、水泡变性，并见不同程度的坏死，有的见许
多异嗜性粒细胞浸润。大部分病鸭可见轻度的病毒性脑炎病变，只有个别病例出现典型的袖套现象、
小胶质细胞结节状增生。
2.3

PCR 鉴定结果

2.3.1 检测结果 对临床上具有明显的神经症状、剖检肝脏出血的病例进行了 PCR 检测。结果见表 1，
10 份病例中有 7 份为阳性，3 份为阴性。

编号
No.
1
2
3
4
5
6
7
8
9
10

地区
District
泰安省庄
菏泽郓城
济宁兖州
济宁兖州
莱芜川水
泰安郊区
潍坊临朐
潍坊临朐
淄博桓台
泰安房村

表 1 DHV-1 型鸭病毒性肝炎检测结果
Table 1 The test results of DHV-1
DHV-1 阳性
发病日龄
肝脏出血
神经症状
Daily incidence Liver bleeding Neurological symptom Positive DHV-1
22
√
√
√
13
√
√
×
30
√
√
√
17
√
√
√
20
√
√
√
20
√
√
×
6
√
√
√
27
√
√
√
17
√
√
×
10
√
√
√

注:“√”代表阳性；“×”代表阴性。Note: √ indicates the positive; × indicates the negative.

2.3.2 PCR 产物电泳结果 10 份 PCR 产物经过 1%的琼脂糖凝胶电
泳，结果发现有 7 份 PCR 产物在 684 bp 处有一条很亮的条带，与
预期的目的片段大小一致，为阳性；有 3 份 PCR 产物呈阴性(图 1)。
2.4 VP0 基因的遗传进化分析
将 7 株 DHV-1 阳性 PCR 产物测序，与 DHV-1 经典代表株 C80、
A66，B 型参考株 04G、90D，C 型参考株 AP-03337、AP-04009、
AP-04114、C-YCW、C-YCZ、C-YDF 以及 1 型变异株 1v 等参考
株进行序列比对，发现我们所获得的 7 株分离株与韩国 C 型处在
同一大的分支，亲缘关系较近，从图中可以看到，分离株与中国 JS2010、C-YCW 分离株处于较小
的分支上，亲缘关系最近，但为不同小分支，表明这些新型分离株与中国分离株 JS2010、C-YCW 存
在一定差异性，与 DHV-B、DHV-A 处于不同的分支（图 2）。分离株的 VP0 基因序列表明，7 株流
行株（1、3、4、5、7、
8、
10 号）之间的同源性在 98.6%~100%（图 3），与韩国 C 型的同源性在 95.4%~95.9%，
与中国分离株 C-YCW 的同源性 98.3%~98.9%，与台湾型的同源性在 74.8%~75.6%，与传统 1 型 A66
的同源性仅为 73.3%~73.8%。所以，分离的 7 株流行株均为 DHV-C。

图 2 分离株与参考株的遗传进化分析
Fig.2 Evolutionary analysis on isolated and check strains

图 3 分离株与参考株的同源性分析
Fig.3 Homologous analysis on isolates and check str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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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1) 新型鸭病毒性肝炎的临床症状、剖检病变以及组织病理学变化与经典的 DVH 基本相似，很

难从这些方面对 DHV 的血清型进行鉴别诊断。
(2) 从发病日龄上看，有的鸭群在 27、30 日龄时发病，与以往的经典鸭病毒性肝炎相比，发病
日龄不仅仅局限在 3~21 日龄，有延迟的趋势。
(3) 10 份具有肝脏出血、死后角弓反张症状的病例中，有 3 份为阴性，可能与黄曲霉素中毒或坦
布苏病毒感染有关，因为进一步检测有些鸭饲料黄曲霉毒素严重超标，并检测到鸭坦布苏病毒感染。
(4) 2002 年，苏敬良等从北京发病的北京雏鸭和广西樱桃谷病死鸭中分离到 2 株与 1 型鸭病毒性
肝炎病毒无血清学相关性的病毒，将其暂定为新型鸭病毒性肝炎病毒（N-DHV）[10]。2006 年，刘建
等从北京、河北、山东和广西等地送检并具有明显的肝脏出血病变特征的雏鸭肝脏中分离到 9 株病
毒株，通过对其进行血清学鉴定，发现其中 7 株为新型鸭病毒性肝炎病毒，2 株为 1 型鸭病毒性肝
炎病毒[11]。本次的调查结果表明，山东省大多数地区由以前流行的经典 DHV-A 已经转变成 DHV-C，
而多数疫苗或卵黄抗体是针对过去广泛流行的 DHV-A（如 A66、C80 等），这也解释了用传统的鸭
病毒性肝炎弱毒疫苗或卵黄抗体无法预防该病的主要原因。
(5) 虽然本次检测到的鸭病毒性肝炎毒株均为 DHV-C，但是并不代表山东省只存在该型鸭病毒
性肝炎病毒，也可能存在经典鸭病毒性肝炎病毒。因为大多数肉鸭养殖场都使用 A 型鸭病毒性肝炎
弱毒苗或者卵黄抗体，经典毒株已得到基本控制，DHV-C 已成为优势流行毒株。
(6) 2008 年，朱明霞等曾对淄博市 8 个区县的 218 例鸭病毒性肝炎病例进行调查分析，结果发现，
鸭群病毒性肝炎病占鸭发病数的 42.5%，发病率为 15.7%~22.7%，死亡率为 11%~14%[13]；2012 年，
朱俊平等对潍坊地区 22 个鸭病毒性肝炎的鸭群进行调查发 现，发病率 3%~70.7%，病死率为
8.6%~70.3%[14]。由上可见，目前，鸭病毒性肝炎仍然是危害鸭群的最主要疫病，经济损失惨重，应
该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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