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2018 年福建省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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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初步了解福建省番鸭细小病毒病流行情况，提出相应的防控方法，2012—2018 年，在福州、莆田、

漳州和三明 4 个主要番鸭饲养区 18 个固定养殖场，收集 435 例临床病例样品，进行番鸭细小病毒病（番鸭三周
病和番鸭小鹅瘟）病原检测，分析病原感染状况。结果显示：2012—2018 年，在 435 例临床病例中，检出番鸭
细小病毒病病原阳性病例 155 例，阳性检出率为 35.6%（155/435），其中番鸭三周病阳性病例 102 例，番鸭小
鹅瘟阳性病例 125 例，两种病混合感染病例 72 例。2012—2014 年，番鸭三周病病原检出率约为 40.0%，2015
年降至 27.4%，2016—2018 年降至 5.0% 以下，病原检出率大幅下降（P ＜ 0.01）；2012—2018 年番鸭小鹅瘟
病原检出率在 23.4%~34.9% 之间，检出率下降不明显（P ＞ 0.05）。分析认为，2014 年番鸭三周病商品疫苗的
推广应用大大降低了三周病的临床发病率，使该病已非导致番鸭临床发病的主要因素；而对于番鸭小鹅瘟，因
缺乏针对性的有效疫苗，防控效果不明显。因此，该地应继续加强番鸭三周病活疫苗的免疫，最终净化该病；
而对于番鸭小鹅瘟，需做好综合防控，可免疫鹅细小病毒弱毒疫苗，控制临床发病，减少疫病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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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ogenic Detection of Parvovirus Disease in Clinical Cases of Muscovy Duck
in Some Regions of Fujian Province during 2012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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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preliminarily recognize the prevalence of parvovirus disease in Muscovy duck in Fujian Province
and to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during 2012 to 2018，435 samples of clinical
cases were collected from 18 designated farms in Fuzhou，Putian，Zhangzhou and Sanming（the main feeding
regions for Muscovy duck）. Further，the pathogens of parvovirus disease（three-week disease and gosling plague）
were detected to analyze their infection status. It was found that，among the 435 clinical samples，155 samples were
detected positive，with the detection positive rate of 35.6%（155/435），including 102 pathogen-positive cases for
three-week disease，and 125 cases for gosling plague，72 cases for coinfaction of the two disieases. From 2012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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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the detection rate of pathogens of three-week disease was about 40.0%，then decreased to 27.4% in 2015，and
further dropped to less than 5.0% in 2016 to 2018，the detection rate declined sharply（P ＜ 0.01）；from 2012 to
2018，the detection rate of gosling plague was 23.4% to 34.9%，which decreased slightly（P ＞ 0.05）.Therefore，
it was analyzed that the clinical incidence rate of three-week disease was greatly reduced by immunizing corresponding
vaccines in 2014，which was no longer the main cause for Muscovy duck disease；however，gosling plague was not
controlled effectively due to the lack of targeted vaccines. Therefore，the immunization against three-week disease
should be continued until the disease was eradicated and puriﬁed. Besides，comprehensive control of gosling plague
should be strengthened，such as by immunizing attenuated vaccines against parvovirus disease to control any outbreak
of the disease and to reduce any losses.
Key words：parvovirus disease；Muscovy duck；clinical case；pathogen detection；Fujian

福建省番鸭养殖历史悠久，饲养量最大，占
全国 50% 以上，鸭苗供应量占全国的 70%~80%，

2

结果与分析

2.1

总体情况
2012—2018 年，在检测的 435 例临床疑似病

番鸭养殖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之
一 。但随着番鸭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鸭病流

例中，检出番鸭源细小病毒病病原阳性 155 例，阳

行也逐渐复杂，特别是番鸭细小病毒病。

性检出率为 35.6%（155/435），其中两种病原混

[1]

番鸭细小病毒病包括番鸭三周病和番鸭小鹅

合感染病例 72 例，阳性病例中的混合感染占比为

瘟。番鸭三周病病原是番鸭细小病毒，主要发生在

46.5%（72/155）。

3 周龄内的雏番鸭，故称“三周病”，发 病 率 为

2.2

番鸭三周病

。番鸭小鹅瘟病

2012—2018 年， 在 检 测 的 435 例 临 床 病 例

原为鹅细小病毒，主要发生在 20 日龄以内番鸭，

中，检出三周病病原阳性 102 例，病原阳性检出

40%~50%，死亡率为 50%~80%

[2-5]

发病率为 50%~70%，病死率为 40%~65%

[6-9]

。这两

率为 23.4%（102/435），各年的病原检出率分别
为 39.7%、41.9%、48.3%、27.4%、5.0%、3.0%、

种疫病对番鸭饲养业危害较大。
为了解福建省番鸭三周病和番鸭小鹅瘟的流
行情况，2012—2018 年，在福建省主要番鸭饲养
区的番鸭饲养场，收集临床疑似样品进行番鸭细小

1.5%（表 1）。
从表 1 可见，2012—2014 年，这些地区的临
床番鸭三周病检出率在 40.0% 左右（39.8%~48.3%），
表1

病毒病病原检测，以期为这两种疫病防控措施的制

番鸭临床样品三周病检测结果

年份

检测数 / 例

阳性数 / 例

检出率 /%

2012

63

25

39.7

a

2013

62

26

41.9

a

2014

58

28

48.3

a

漳州和三明等主要番鸭饲养区 18 个固定养殖场收

2015

62

17

27.4

集临床疑似病例，其中福州 3 家、莆田 6 家、三

2016

60

3

5.0

明 5 家、漳州 4 家，共收集临床疑似病例 435 例

2017

64

2

3.0

（1 个鸭场发病 1 次按 1 例计算）。将临床样品与

2018

66

1

1.5

合计 / 平均

435

102

23.4

定提供数据支撑。
1

样品收集与检测方法
2012—2018 年，分别从福建省福州、莆田、

Hanks 液，按照 1:5 比例磨成匀浆，−20 ℃冻融 3
次后，提取 DNA/RNA；采用福建省畜牧兽医研究
所建立的 PCR 或 RT-PCR 方法进行检测

[10-11]

。

b

B
B
B

注 ：上标相同字母表示之间差异不显著（P ＞ 0.05），不同小
写字母表示之间差异显著（P ＜ 0.05），大小写字母表示之间差异
极显著（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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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检出率大幅下降，2016 后降至 5.0% 以下，

疫苗免疫可显著降低该病的临床发病率，对于番鸭

与 2015 年相比差异显著（P ＜ 0.05），与 2012—

三周病控制和根除具有重要意义。

2014 年相比差异极显著（P ＜ 0.01），说明这些

对 于 番 鸭 小 鹅 瘟， 目 前 还 没 有 针 对 性 有 效

地区的番鸭三周病得到明显控制，已非导致该地番

疫 苗， 仅 有 鹅 细 小 病 毒 弱 毒 疫 苗 可 以 使 用， 但

鸭临床发病的主要因素。

该疫苗对番鸭源鹅细小病毒的攻毒保护率仅为

2.3

50%~60%，不能提供有效保护

番鸭小鹅瘟
2012—2018 年， 在 检 测 的 435 例 临 床 病 例

中，检出番鸭小鹅瘟病原阳性病例 125 例，病原
阳性检出率为 28.7%（125/435），各年的病原阳
性检出率分别为 34.9%、29.0%、34.5%、27.4%、
26.7%、23.4%、25.8%（表 2）。
由表 2 可见，这些地区各年度的番鸭小鹅瘟
病原阳性检出率差异不显著（P ＞ 0.05），说明番
鸭小鹅瘟流行情况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该病原仍是

。从本调查数据

来看，番鸭小鹅瘟病毒每年都会导致 20% 以上的
番鸭临床发病。目前，我国福建、广东、山东、江
苏、浙江等省份，以及荷兰、德国、俄罗斯、匈牙
利、法国等欧洲国家均有番鸭小鹅瘟流行的报道，
其分布广泛

[16-19]

。番鸭小鹅瘟的发病日龄为 10~30

日龄，死亡率为 40%~50%，发病日龄越大，死亡
率越小，但即使存活，也会影响其生长发育，导致
淘汰率增加，已成为严重危害番鸭养殖业的重要疫

导致该地番鸭临床发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表2

[15]

病之一
番鸭临床样品小鹅瘟检测结果

[20-21]

，因此应做好该病的防控。

本研究仅采集临床病例进行番鸭细小病毒病

年份

检测数 / 例

阳性数 / 例

检出率 /%

2012

63

22

34.9

2013

62

18

29.0

外，在检测过程中，也检出了呼肠孤病毒、白肝病

2014

58

20

34.5

病毒等其他病原与番鸭细小病毒的混合感染，这说

2015

62

17

27.4

2016

60

16

26.7

2017

64

15

23.4

2018

66

17

25.8

合计 / 平均

435

125

28.7

检测，其结果并不能真实反映该病的流行情况。另

明导致番鸭临床发病的病原较为复杂。因此，下一
步需要开展系统的流行病学调查，真正掌握番鸭细
小病毒病的流行情况及其危害，从而为该病防控和
净化策略的制定提供数据支撑。
4

3

讨论

结论
检测表明，随着商品疫苗的推广应用，番鸭

番鸭三周病活疫苗能够有效抵抗番鸭细小病
毒感染，1 日龄免疫后，对 7 日龄番鸭的攻毒保护
[12]

率大于 90% 。2016 年以来，临床病例中的番鸭
三周病检出率大幅下降，可能的原因是 2014 年番
鸭三周病商品疫苗（商品名“鸭小威”）的推广应
用。自该疫苗使用后从 2015 年开始三周病检出率

三周病在福建省主要番鸭饲养区养殖场的临床发病
率得到明显控制，已非引起番鸭临床发病的主要因
素，说明该疫苗的防控效果较好；番鸭小鹅瘟因没
有针对性有效疫苗，其临床发病率下降不明显，仍
是导致该地番鸭临床发病的重要因素之一。今后需

出现下降，至 2016 年已降至极低水平，检出率小

要继续加强番鸭三周病疫苗免疫，逐步净化或根除

于 5.0%。在国内，山东、江苏等地番鸭养殖场未

该病；对于番鸭小鹅瘟需开展综合防控，可免疫鹅

进行该病疫苗免疫的，依然会发生番鸭三周病，发

细小病毒弱毒疫苗，控制其临床发病，降低疫病造

生频率在 25.0% 以上

18

[13-14]

。这说明番鸭三周病活

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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