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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出现基因 XII 型
新城疫病毒的分布及特性
刘华雷，吕

艳，王静静，赵云玲，郑东霞，戈胜强，罗瑶瑶，魏润宇，王志亮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山东青岛 266032）

摘

要 ：2010—2012 年在全国新城疫主动监测中分离并鉴定出 6 株基因 XII 型新城疫病毒。这是我国首次发现

该基因型病毒。分离到的 XII 型新城疫病毒全部分布在我国南方地区，多为水禽分离株，仅有 1 株为鸡源分离株。
脑内接种致病指数（ICPI）和分离株 F 蛋白裂解位点的氨基酸组成证实分离株均为新城疫强毒。进一步的遗传
进化分析表明，这 6 株分离株属于基因 XIIb 亚型，与南美地区的 XII 型分离株基因型不同（XIIa 亚型）。对于
国内新出现的基因 XIIb 新城疫病毒的来源，仍需要更多的监测数据来证实。目前的监测数据表明，这种在我国
新出现的 XII 型新城疫病毒具有在当地造成地方流行和进一步扩散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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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x genotype XII Newcastle disease viruses（NDVs）were isolated and identiﬁed from active risk-based
surveillance during 2010—2012. It was the ﬁrst report of the genotype XII NDVs in China. All viruses were isolated
from southern part of China，most of isolates were originated from waterfowl，and only one strain was isolated from
chicken. All viruses were proved to be virulent based on the value of ICPI and the cleavage site of F protein. All NDV
isolates were clustered into subgenotype XIIb，whereas reference XII NDVs isolated from South America were placed
into subgenotype XIIa. More surveillance need to be conducted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origin and source of the emerging
genotype XII in China. The current monitoring data indicated that the emerging genotype XII viruses not only had the
potential to cause ND endemic in local area，but also had high risk to spread into other parts of China.
Key words ：Newcastle disease virus ；genotype XII ；phylogenetic analysis ；risk surveillance

新城疫（Newcastle disease，ND）是由新城疫

物疫病。我国将其列为一类动物疫病，并在《国家

病毒（Newcastle disease virus，NDV）强毒株感染

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 年）》中

引起的一种急性、高度接触性禽类烈性传染病，其

列为优先防治和重点防控的动物疫病之一 。NDV

不仅对家禽造成严重损害，还会影响国际贸易。世

具有遗传学多样性，可分为 Class I 和 Class II 两类，

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将 ND 列为必须报告的动

每类又可进一步分为多种基因型或基因亚型。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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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II 至少包括 18 个基因型 [2]。其中，不同基因
[3]

型病毒具有一定的宿主特异性和地域分布特征 。

并列第一作者 ：刘华雷、吕 艳、王静静

监测表明，基因 VI 型和 VII 型是我国目前流行的

通信作者 ：王志亮

主要优势基因型，其中基因 VI 型主要在鸽群中流
1

行，而基因 VII 型则主要在鸡和水禽中流行。目前

离株完整的 F 基因进行扩增。其中 RT-PCR 反应条

在东南亚、中亚等地区流行的 NDV 与在我国流行

件为：42 ℃ 30 min；94 ℃ 3 min；94 ℃ 30 s，55 ℃

的病毒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在 ND 防控中，

30 s，72 ℃ 90 s，进行 30 个循环；72 ℃ 5 min。将

既要做好国内已有病毒的监测和评估，也要防止外

扩增产物用 1% 的琼脂糖凝胶电泳鉴定，对鉴定为

来型（Exotic）NDV 的传入。

NDV 核酸阳性的样品，送北京六合华大基因科技

基因 XII 型 NDV 于 2008 年首次报道在秘鲁出
[4]

现 。后来的研究表明，这种类型病毒早在 2004

股份有限公司测序。
1.5

遗传进化分析
用 Lasergene 对 测 定 的 不 同 分 离 株 序列进行

年就开始在当地呈地方流行。此外，在哥伦比亚等
[5]

地也有该类型病毒发生和流行的报道 。2010 年

拼 接 与 校 正， 分 析 各 分 离 株 在 F 蛋 白 基 因 裂 解

我国首次从广东省活禽市场中监测到基因 XII 型

位 点 的 氨 基 酸 组 成。 将 各 分 离 株 F 基 因 序 列 与

NDV，随后在福建省也分离到这种类型病毒。对

GenBank 中公布的 NDV 经典毒株序列进行比对，

于其来源，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来证实，估计候鸟

采 用 MEGA6.06（Molecular Evolutionary Genetics

迁徙在病毒跨境传入中起了重要作用。应警惕这种

Analysis，Version 6.06）[7] 进行 F 蛋白基因遗传进

新型 NDV 在国内的分布和流行，加大主动监测力

化 分 析； 采 用 邻 位 相 连 法（Neighbor-joining） 及

度，分析其流行和扩散趋势，开展疫苗免疫效果评

Kimura-2-Parameter 模式进行系统进化树分析，将

估，以便为实现中长期规划制定的阶段性防控目标

Bootstrap 值进行 500 次重复运算。

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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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材料与方法

1.1

结果
2010—2012 年从广东省、福建省的活禽市场

样品来源
按照国家动物疫病监测与流行病学调查计划，

在广东省、福建省的活禽市场、屠宰场和散养户等

共分离到 6 株 NDV。其分布在 4 个活禽市场。宿主、
地点和时间分布等信息详见表 1。
表1

不同环节，分别采集不同禽类的泄殖腔和口腔棉拭
子，开展基于风险的 NDV 主动监测。
1.2

病毒分离与鉴定
按照常规方法接种 10 日龄 SPF 鸡胚，采用血

凝和血凝抑制试验进行鉴定。对分离到的 NDV 按
照文献

[6]

的方法进行噬斑纯化，将纯化后的病毒

置 -80 ℃保存。
1.3

病毒分布

本研究中的 6 株基因 XII 型 NDV 信息

毒株名称
宿主 地点 时间 ICPI F 裂解位点
Goose/Guangdong/1003/2010 鹅 广东 2010 1.74 112RRQKRF117
Goose/Guangdong/450/2011 鹅 广东 2011 1.93 112RRQKRF117
112
117
Goose/Guangdong/12/2011
鹅 广东 2011 1.90 RRQKRF
112
117
Goose/Guangdong/17/2011
鹅 广东 2011 1.88 RRQKRF
112
117
Goose/Guangdong/20/2011
鹅 广东 2011 1.78 RRQKRF
112
117
Chicken/Fujian/1162/2012
鸡 福建 2012 1.88 RRQKRF

2.2

脑内接种致病指数测定
6 株 NDV 分离株 1 日龄雏鸡脑内接种致病指

病毒致病指数测定
取新鲜繁殖的 NDV 尿囊液，用无菌生理盐水

数均在 1.74~1.93 之间（表 1），表明 6 株 NDV 分

作 10 倍稀释；每个样品脑内接种 1 日龄 SPF 雏鸡

离株均为强毒株。

10 只，0.05 mL/ 只，每 24 h 观察 1 次，连续观察

2.3

8 d。每天观察，给鸡打分，计算其脑内接种致病
F 蛋白基因的 RT-PCR 扩增和序列测定
采 用 High Pure Viral RNA Kit（Roche） 提 取

2

离株在 F 蛋白裂解位点的氨基酸组成均具有典型
的 NDV 强毒株分子特征（表 1）。这与其致病指

TM

One Step

数测定结果一致。6 株病毒分离株之间的 F 基因核

[4]

对不同分

苷酸同源性在 99.5%~100% 之间，氨基酸同源性在

NDV 分离株的 RNA，利用 PrimeScript
RT-PCR Kit Ver.2（TaKaRa）按照文献

序列测定表明，6 株病毒分离株 F 基因编码区
长度均为 1 662 bp，共编码 553 个氨基酸。6 株分

指数（ICPI）。
1.4

F 蛋白基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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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100% 之间，表明 6 株分离株具有较高的同

分析显示，我国目前流行的病毒具有多样性，基因

源性，说明这些病毒可能具有共同的来源。

型分布具有明显的宿主特异性。比如，目前在鸽群

2.4

中流行的主要为基因 VI 型，在鸡和水禽中流行的

遗传进化分析
通过构建 NDVF 基因编码区全长的遗传进化

则主要为基因 VII 型。值得关注的是，在我国边境

树（图 1），可将 NDV 可分为 ClassI 和 Class II 两类，

地区还存在一些新传入基因型。比如，在广东和福

其中 Class II 又可分为 18 种基因型。按照 Diel 等

建等省新出现的基因 XII 型，在云南省、贵州省新

提出的分类系统，本研究中的 6 株分离株均属于基

出现的基因 VIIh 型。

因 XII 型，是在我国首次出现的基因型。与其遗传

按照《国家动物疫病监测与流行病学调查计

演化关系较为接近的是近年来在秘鲁和哥伦比亚等

划》，本中心在我国部分省份开展了基于风险的

南美地区流行的毒株，但分属于不同的基因亚型。

ND 病原学主动监测，调查范围涉及活禽交易市场、
屠宰场和散养户。其中，2010 年首次从广东省的
鹅群中监测到 1 株基因 XII 型 NDV。这是我国首
次发现基因 XII 型病毒。基因 XII 型 NDV 于 2008
年首次在南美的秘鲁中被分离到，随后也有在孔雀
中以及在哥伦比亚等地流行的报道。进一步分析发
现，我国分离到的基因 XII 型 NDV 与在秘鲁等南
美地区流行的 XII 型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分属于两
个基因亚型，即 XIIb 和 XIIa 亚型。对于国内这种
基因 XIIb 的来源，仍需要更多的监测数据去研究。
自 2010 年我国首次检出这种新型 NDV 后，2011—
2013 年在南方个别省份也有发现。虽然由于监测
范围和抽样等方面的局限性，近两年没有检出该型
病毒，但其流行风险仍然存在。
因此，在 ND 防控中，既要做好基因 VI、VII
等国内已有基因型的监测和防控，也要做好对新出
现的 XII 型 NDV 的系统研究，评估诊断和检测方
法的有效性，加大监测范围和力度，预测分析其流
行扩散的风险和趋势，综合评估现有疫苗的免疫效
果。鉴于目前这种新型 NDV 仍然局限在我国南方
部分省份，主要存在于水禽尤其是鹅中。建议在这

图1

3

基因 XII 型新城疫病毒国内分离株 F 基因遗传进化树

些地区进一步加强病原学监测，强化免疫尤其是对
水禽的免疫，开展免疫效果评估，尽量避免水禽和

讨论
ND 是严重危害我国养禽业的烈性传染病之

陆禽的混合饲养，提高生物安全水平，防止病原进

一。近年来，随着 ND 疫苗质量的持续改善、生物

一步扩散和蔓延。

安全水平的不断提高、饲养模式的转型升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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