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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2018 年山东省某养殖场发生大量幼龄鹦鹉死亡事件，疑似为病毒感染。为探寻病因，开展了该场及省

内另外两个鹦鹉养殖场的流行病学调查。利用 PCR 技术对临床样品中提取的 DNA 或 RNA 进行检测，结果发
现新城疫与禽流感病毒均呈阴性，而禽多瘤病毒（APV1）与鹦鹉喙羽病病毒（PBFDV）呈现为强阳性，由此
推断此 3 个鹦鹉养殖场存在 APV1 和 PBFDV 感染，平均病毒检出率分别为 67.9% 与 71.4%，共感染检出率率
为 58.0%。对阳性样品进化全基因分析发现：区域内的 PBFDV 流行毒株同源性高，与该地区早期报道的毒株亲
缘关系较为接近；APV1 的 VP1 基因同源性较高，与欧洲分离毒株亲缘关系较为接近，说明我国流行的 APV1
或来源于进口鹦鹉。本研究警示，需要加强鹦鹉疾病防控，严格鹦鹉进出口检疫，并制定和健全标准的鹦鹉病
检疫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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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2018，a large number of young parrots died in a farm in Shandong Province，which was suspected of
being infected with virus. In order to ﬁnd out relevant causes，an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was carried out in the
infected farm and other two farms in Shandong Province. DNA or RNA extracted from clinical samples was tested by
PCR，it was found that Newcastle disease virus（NDV）and avian inﬂuenza virus（AIV）were detected negative，
while Aves polyomavirus 1（APV1）and psittacine beak & feather disease virus（PBFDV）were detected strongly
positive，therefore，a conclusion was given that parrots in the three farms had already been infected with APV1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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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FDV，with average positive rate of 67.9% and 71.4% respectively，and the average co-infection rate was 58.0%.
As per the results of whole-genome analysis on these positive samples，the prevalent strains of PBFDV in the region
shared high homology，which was more similar to those reported earlier；the VP1 genes of APV1 were with higher
homology，which were more closer to those isolated in Europe，indicating that the APV1 prevalent in China might be
introduced by imported parrots. Hence，it wa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prevention of parrot diseases and increase
quarantine indicators related to imported parrots in China.
Key words：APV1；PBFDV；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phylogenetic analysis；co-infection

多瘤病毒具有高传染性，可感染多种脊椎动
物，如鸟类
灵长类

[5]

[1-2]

[3]

、蝙蝠 ，也包括人类

[4]

以及非人

PBFDV 属于圆环病毒科圆环病毒属，是一个环
形单链的 ssDNA 病毒

[18]

。PBFDV 基因组只有约

等。有证据证明，大多数人类都接触过

2 000 个碱基，编码 2 个主要蛋白：复制相关蛋白

[6]

（replication-associated protein，Rep） 和 衣 壳 蛋 白

多瘤病毒 ，但通常不会发病，只有免疫抑制或缺
[7]

陷的病人感染后会发生一系列病状 。但是多瘤病

[15，18]

（capsid protein，Cap）

毒对鸟类却有明显的致病作用，一经接触都可以致
[8]

病 。目前已发现多种感染鸟类的多瘤病毒，如禽
[8]

多瘤病毒（Aves polyomavirus 1，APV1） 以及鹅
[9]

。

鹦鹉作为观赏型鸟类，深受人类喜欢。APV1
与 PBFDV 作为感染鹦鹉的常见病原，严重影响鹦
鹉健康，然而目前还没有针对这两种病毒的商业化

出血性多瘤病毒等 。其中，APV1 感染幼雏引起

疫苗。随着鹦鹉的商业化发展，我国鹦鹉进口量不

的疾病又称幼雏病，可引起幼雏发生炎性反应，甚

断增加，在进口鹦鹉的同时，鹦鹉携带的病毒随之

至急性死亡，患鸟的血液、羽屑、粪便以及嗉囊分

一并输入。所以，了解这两种病在我国的流行情况

泌物中都可分离出病毒。而成年鹦鹉的 APV1 感染

对于疾病防控至关重要。2018 年山东省某鹦鹉养

通常为慢性的，临床表现为腹泻、生长速度变慢、

殖场暴发疾病，饲养鹦鹉出现腹部及背部绒羽发育

羽毛发育不全等
无囊膜

[10]

。APV1 是多瘤病毒科病毒，

不全、异形喙、羽毛脱落、幼雏突然死亡等症状，

，其核酸是由 4 981 对碱基构成的环形双

疑似 APV1 或 PBFDV 感染，为此在该鹦鹉养殖场

[11]

[12]

链 DNA ， 表 达 Large T、Small t、VP1、VP2、

以及省内另外 2 个鹦鹉场展开了流行病学调查。

VP3、VP4 和 VP4 Delta 等 7 种蛋白，其中 VP4 和

1

VP4 Delta 蛋白只在鸟多瘤病毒中被发现

[13]

。

1.1

材料与方法
发病情况及病料采集

鹦 鹉 喙 羽 病（psittacine beak and feather

2018 年 6 月，山东省某鹦鹉育雏场内，2~3

disease，PBFD） 是 鹦 鹉 喙 羽 病 病 毒（PBFD

周龄鹦鹉出现异形喙，羽毛脱落并发生颜色变化，

virus，PBFDV）引起的鹦鹉常见传染病，可以通

或出现食欲不振，腹部及背部绒羽发育不全，同

过母体垂直传播，引起鹦鹉羽毛、喙部变形，胸腺

时伴有幼雏鹦鹉突然死亡等症状。随即对该场及

及法氏囊结构异常，造成幼雏死亡等

[14]

。PBFD 病

程分为急性、慢性及亚临床感染 3 种：急性感染，
[15]

省内另外 2 个暴发相似疫情的鹦鹉场进行了流行
病学调查。

；慢性和亚临

场 1 情况（山东济宁）：10 日龄左右以及少

床感染，通常发生在成年鹦鹉中，造成鹦鹉外观发

量 5 日龄雏鹦鹉发病，腹下、翅膀皮肤以及喙部变

表现为幼雏感染后发生急性死亡

生变化，如羽毛脱落，喙和爪部变形等

[16]

。PBFD

红，形似烫伤；嗉囊空虚，腹部肿胀，出现厌食症

最早发现于澳大利亚，而后通过水平或垂直传播及

状；病程 1~2 d，随后死亡；幼雏死亡率为 80%，

鸟类迁移等方式，相继传播到世界范围内的多个国

青年鹦鹉零星发病，死亡率为 1%~3%，成年鹦鹉

家，如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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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没有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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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2 情况（山东济宁）：14 日龄鹦鹉出现厌食、

表1

嗉囊空虚、腹部肿胀、皮肤变红等症状，病程 2~3 d，
随后死亡；少数同窝内未死亡的雏鸟出现异形喙、
羽毛脱落并颜色变浅、腹部及背部绒羽发育不全、
消瘦等症状。
场 3 情况（山东潍坊）：幼雏突然死亡，同

引物设计

引物名称

引物序列（5'—3'）

PBFDdup-F

TTGGGTCCTCCTTGTAGTGGGATC

PBFDdup-R

CAGACGCCGTTTCTCAACCAATAG

Rep-F

TTTCGCCTTGAACAACCCA

Rep-R

CTGCTCATTGGCCCATT

场内 20 日龄鹦鹉出现异形喙、羽毛脱落、食欲不振、

H9-837F

CAAACTCCACAGAAACTG

羽毛发育不全、腹部肿胀等症状。

H9-837R

CTGACATTGTGGAATGGC

1.2

NDV-F

AGTGATGTGCTCGGACCTTC

NDV-R

CCTGAGGAGAGGCATTTGCTA

主要试剂与仪器
DNA 提取试剂盒和凝胶电泳琼脂糖，购自

扩增片段
长度 /bp
495

500

837

121

上 海 生 工 生 物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TRIzol、DL

为：预变性 94 ℃ 3 min；94 ℃ 30 s，53 ℃ 30 s，

2 000 bp Marker、琼脂糖凝胶电泳回收试剂盒和

72 ℃ 2 min，30 个循环；72 ℃充分延伸 10 min。

PCR Master Mix，购自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有限

PCR 产物通过 1.5% 琼脂糖凝胶电泳在 UV 下观察。

公司；反转录试剂盒，购自 Takara 公司。其他仪

样品 cDNA 使用通用引物进行 H9N2 亚型禽流感

器包括，Tissuelyser-24 全自动组织快速研磨仪、

和 NDV 的 PCR 鉴定，反应条件及体系同 PBFDV

LongGene PCR 仪 A300 Fast Thermal Cycler、Tanon

的方法，引物使用 H9N2 及 NDV 的鉴定引物（表 1）。

1600 数码凝胶成像仪等。

1.6

1.3

DNA 与 RNA 提取

基因扩增、测序、进化树分析
如 果 样 品 为 阳 性， 对 样 品 进 一 步 扩 增：

对患病鹦鹉所处区域进行粪便采集。粪便以
质量分数 1:9 加入 PBS，用组织研磨仪研磨后，离
心取上清。使用 DNA 提取试剂盒，根据试剂盒说
明书提取病毒 DNA，-20 ℃冻存。取采集的粪便
0.03 g，加入 1 mL TRIzol 并混匀，根据试剂盒提
供的方法提取 RNA，并将提取的 RNA 进行反转录。
反转录试剂，购自 Takara 公司；反转录引物，使
用 Hexamer 与 Oligo DT 混合引物，cDNA-20 ℃冻

APV1 扩 增 VP1 基 因（1 032 bp），PBFDV 扩 增
全基因组（2 000 bp）。通过凝胶电泳，对所扩增
片段回收并测序，测序时使用特异性引物。通过
DNAMAN 软件，对测序结果进行序列比对、拼接。
为分析这些病毒的来源与进化情况，使用 MEGA
软件，将测得的序列进行进化分析。选取不同时期
有关国家报道的 APV1 及 PBFDV 序列作为参考，
用 Neighbor-joining 方法进行进化树绘制，参数采

存待用。

用 boot-strip（1 000 次重复）。

1.4

2

引物设计与合成
根据参考文献设计引物，并由上海睿勉生物
[19]

科技有限公司合成，分别有 4 对：PBFDdup 、
[17]

[20]

[21]

Rep 、H9-837 、NDV （表 1）。
1.5

PCR 检测

2.1

结果与分析
PCR 检测
经 PCR 鉴定，3 个养殖场均检出了 APV1 和

PBFDV，且病毒检出率较高，其中 APV1 检出率
分 别 为 60.0%、60.0%、87.5%，PBFDV 分 别 为

对试剂盒提取的 DNA，用特异性 PCR 检测

100%、60.0% 和 50.0%（ 表 2）。 从 结 果 可 以 看

PBFDV。检测体系为 20 uL，包括：10 μL 2×PCR

出，3 个养殖场均存在这两种病毒的共感染情况，

Master Mix、1.5 μL Rep-F 上游引物（10 μmol/L）、

且较严重，共感染检出率分别为 60.0%、60.0% 和

1.5 μL Rep-R 下 游 引 物（10 μmol/L）、2 μL DNA

50.0%。 同 时，H9N2 亚 型 禽 流 感 及 NDV 的 PCR

模板，加 PCR 级无菌水至 20 μL。PCR 反应条件

鉴定结果均为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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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APV1

PBFDV

20

12（60.0）

20（100）

12（60.0）

牡丹

20

12（60.0）

12（60.0）

12（60.0）

虎皮

16

14（87.5）

8（50.0）

8（50.0）

56

38（67.9）

40（71.4）

32（58.0）

粪 样
数/份

1

虎皮

2
3
总数

阳性数 / 份（检出率 /%）

共感染数 / 份
（共感染率/%）

鹦鹉
种类

鹦鹉场

山东省 3 家鹦鹉育雏场 APV1 及 PBFDV 检出情况

PBFDV 全基因组序列同源性与进化分析

2.2

GenBank 号
PBFDV_Shandong_Jining_1（MN720912），
APV1_Shandong_Jining_1（MN720917）
PBFDV_Shandong_Jining_2（MN720913），
APV1_Shandong_Jining_2（MN720916）
PBFDV_Shandong_Weifang_1（MN720914），
APV1_Shandong_Weifang_1（MN720915）

特殊的氨基酸位点突变（57T、64A、67T、83M、

对 PBFDV 阳性病料的 PCR 产物进行回收后
测序，利用 DNAMAN 软件，对序列结果进行比对，

111N、202K、203M），但与新型的 Cap 蛋白同源
性只有 70%，说明该毒株为经典 PBFDV 毒株。

发现同场的病毒序列同源性为 100%。所以，从每
个养殖场中随机选取部分阳性病料进行 PBFDV 全
基因组 PCR 扩增，产物回收后进行测序。将得到
的序列进行拼接并且提交 GenBank，获取号见表
2。PBFDV_Shandong_Jining_1（MN720912）

与

PBFDV_Shandong_Jining_2（MN720913） 的 同 源
性为 96.1%，它们与 PBFDV_Shandong_Weifang_1
（MN720914）的同源性分别为 96.2% 和 96.1%，
可见各毒株间同源性相似。为进一步了解所鉴定的
PBFDV 遗传演化关系，使用 MEGA 软件，与已在
GenBank 提交的、国内外相关发表的病毒全基因
序列进行分析比对，并绘制 PBFDV 全基因遗传进
化树（图 1）。结果显示，本次测得的山东省流行
的 PBFDV 毒株和我国之前分离报道的流行毒株进
化关系最近，与日本分离毒株也较近，但与欧美分
离毒株较远，说明我国流行的 PBFDV 为地方流行
毒株，而且不同毒株之间的亲缘关系较近。之前报
道

[17]

，在我国检测到了新型 PBFDV（MK073896
图1

SD3 China）。而本次检测的病毒与其同源性较低，
只有 87.0%，而和经典型（MK410947 JS9 China、
MK410951 HB25 China） 同 源 性 约 为 95.0%。 研

2.3

山东省鹦鹉 PBFDV 与世界各地区病毒的
基因遗传进化树分析结果

APV1 VP1 序列同源性与进化分析

究 中 的 3 个 PBFDV Rep 蛋 白 氨 基 酸 与 经 典 型 及

对 APV1 阳性病料的 PCR 产物进行回收后测

新型的同源性较高，均为 99.8%，与经典型 Cap

序，利用 DNAMAN 软件，对序列结果进行比对，

蛋 白 同 源 性 为 88.0%~95.0%。 研 究 发 现，APV1_

发现同场病毒的序列同源性为 100%。所以，从

Shandong_Jining_2（MN720916）的 Cap 蛋白存在

每个养殖场中随机选取部分阳性病料中 APV1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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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1 基因进行测序。将得到的序列进行拼接并且

3

提 交 GenBank， 获 取 号 见 表 2。APV1_Shandong_
Jining_1（MN720917）

讨论
APV1 和 PBFDV 都是鹦鹉中的常见病原。此

及 APV1_Shandong_

次调查结果显示，PBFDV 及 APV1 阳性检出率都

Jining_2（MN720916） 相 对 保 守， 同 源 性 为

比较高，个别场的 PBFDV 检出率高达 100%，而

100%。这两株病毒与 APV1_Shandong_Weifang_1

这两种病毒都没有疫苗可用于预防，提示只能做好

（MN720915）的同源性也较高，为 99.2%，说明

鹦鹉育雏场的管理及疫病净化。这两种病毒对幼龄

这 3 株病毒亲缘关系较为接近。

鹦鹉有致病性，但对于成年鹦鹉来说，不表现明显

对 APV1 的 VP1 基因进行遗传进化分析的结

临床症状，这成为疾病净化的不利因素之一。另外

果（图 2）显示，本研究中测得的山东省流行毒株

还发现，PBFDV 及 APV1 共感染现象较严重，这

APV1_Shandong_Jining_1（MN720917） 及 APV1_

可能是导致此次鹦鹉发病的主要原因之一。山东省

Shandong_Jining_2（MN720916）与欧洲分离毒株

流行的 PBFDV 毒株与之前报到的我国流行毒株进

以及我国报道的毒株关系较近，APV1_Shandong_

化关系较近，说明这株病毒已在我国鹦鹉种群中稳

Weifang_1（MN720915）也与欧洲分离毒以及新西

定传播。而 APV1 都与国外的分离毒株亲缘关系较

兰毒株较为接近，说明这 3 个毒的来源可能相似，

为接近，提示这些株病毒有可能来自于鹦鹉进口。

都与国外分离毒株亲缘关系较为接近。而这几个

近年来，随着我国进口鹦鹉数量的不断增加，
[17，22]

毒株和之前发表的国内检测到的毒株（MH643735

鹦鹉病毒性疾病也随之而来。有相关文章

AP1 SD18，已包含于系统进化树中）基因同源性

道了关于 APV1 及 PBFDV 在我国鹦鹉种群中的传

[22]

报

达到 99.6%~99.87% ，氨基酸同源性为 99.85%，

播，但始终没有引起大众的关注。目前，对于鹦鹉

说明这些毒株的来源十分相近，并且共同循环于种

病的研究仍然很少，在 GenBank 中上传的鹦鹉病

群中。

病原序列也很有限。本研究比对了所有的 APV1，
只有约 30 条序列可供参考，因此要控制此病，加
强基础研究尤为重要。而对于 PBFDV 的研究相对
较多，而且此病发现较早，20 世纪 80 年代，澳大
利亚就开展了此方面的研究

[23-24]

。

本 次 调 查 在 GenBank 上 提 交 了 新 的 PBFDV
与 APV1 病毒核苷酸序列，可助力该病研究。今后
会针对该病原造成鹦鹉急性死亡的机制进行分子病
毒学研究，同时分离病毒，尝试开展灭活疫苗研制。
本研究警示，需要加强鹦鹉疾病防控，严格鹦鹉进
出口检疫，制定并健全标准的鹦鹉病检疫程序。
参考文献：
[1]

HEENEMANN K，SIEG M，RUECKNER A，
et al. Complete genome sequence of a novel avian
polyomavirus isolated from gouldian finch[J]. Genome
announc，2015，3（5）：e01001-15.

图2

山东省鹦鹉 APV1 与世界各地区病毒的
基因遗传进化树分析结果

[2]

RINDER M，SCHMITZ A，PESCHEL A，
et al. Identification and genetic characterization of

107

polyomaviruses in estrildid and fringillid finches[J].
[3]

Archives of virology，2018，163（4）：895-909.

psittacine beak and feather disease and its effect on

TAO Y，SHI M，CONRARDY C，et al. Discovery

Australian endangered species[J]. Australian veterinary

of diverse polyomaviruses in bats and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the Polyomaviridae[J]. Journal of general
[4]

virology，2013，94（4）：738-48.

A novel DNA virus associated with feather inclusions
in psittacine beak and feather disease[J]. Veterinary

polyomavirus[J]. Virology，2017，506：45-54.

Routes and prevalence of shedding of psittacine beak and

et al. Detec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two chimpanzee

feather disease virus[J]. American journal of veterinary

Virology journal，2010，7（1）：347.

characterization of novel genotypes of psittacine beak

Seroprevalence rates of HPyV6，HPyV7，TSPyV，

and feather disease virus from budgerigar in China[J].

HPyV9，MWPyV and KIPyV polyomaviruses among the

Transboundary and emerging diseases，2019，66（5）：

healthy blood donors[J]. Journal of medical virology，

1827-1833.

FENG H，SHUDA M，CHANG Y，et al. Clonal
integration of a polyomavirus in human Merkel cell
carcinoma[J]. Science，2008，319（5866）：1096100.

[8]

BOZEMAN L H，DAVIS R B，GAUDRY D，et al.
Characterization of a papovavirus isolated from ﬂedgling
budgerigars[J]. Avian disease，1981，25（4）：97280.

[9]

research，1991，52（11）：1804-1809.
[17] MA J，TIAN Y，ZHANG M，et al. Identiﬁcation and

SROLLER V，HAMSIKOVA E，LUDVIKOVA V，et al.

2016，88（7）：1254-1261.
[7]

pathology，1991，28（4）：300-3004.
[16] RITCHIE B W，NIAGRO F D，LATIMER K S，et al.

DEUZING I，FAGROUCH Z，GROENEWOUD M J，
polyomavirus genotypes from different subspecies[J].

[6]

journal，2015，93（12）：466-470.
[15] LATIMER K S，RAKICH P M，STEFFENS W L，et al.

GHEIT T，DUTTA S，OLIVER J，et al.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novel putative human

[5]

[14] RAIDAL S R，SARKER S，PETERS A. Review of

FEHER E，LENGYEL G，DAN A，et al. Whole
genome sequence of a goose haemorrhagic polyomavirus
detected in Hungary[J]. Acta microbiol immunol hung，
2014，61（2）：221-227.

[10] DAVIS R B，BOZEMAN L H，GAUDRY D，et al. A

[18] NIAGRO F D，FORSTHOEFEL A N，LAWTHER
R P，et al. Beak and feather disease virus and porcine
circovirus genomes：intermediates between the
geminiviruses and plant circoviruses[J]. Archives of
virology，1998，143（9）：1723-1744.
[19] 庄青叶，蒋文明，陈继明，等 . 我国大陆地区首例鹦
鹉喙羽病的诊断及其致病病毒 C1 基因的序列分析 [J].
畜牧与兽医，2009，41（10）：22-25.
[20] WANG Y，ZHU S，HONG W，et al. A multiplex
PCR for detection of six viruses in ducks[J]. Journal of
virological methods，2017，248：172-176.
[21] SABA SHIRVAN A，MARDANI K. Molecular detection
of infectious bronchitis and Newcastle disease viruses in

viral disease of ﬂedgling budgerigars[J]. Avian disease，

broiler chickens with respiratory signs using duplex RT-

1981，25（1）：179-183.

PCR[J]. Veterinary research forum，2014，5（4）：

[11] B E R N I E R G ， M O R I N M ， M A R S O L A I S G . A

319-323.

generalized inclusion body disease in the budgerigar

[22] M A J ， W U R ， T I A N Y ， e t a l . I s o l a t i o n a n d

（Melopsittacus undulatus）caused by a papovavirus-

characterization of an Aves polyomavirus 1 from diseased

like agent[J]. Avian disease，1981，25（4）：1083-

budgerigars in China[J]. Veterinary microbiology，

1092.

2019，237：108397.

[12] FAJFR M，STEPANOVA V，PLISKOVA L，et al.

[23] PASS D A，PERRY A R. The pathology of psittacine

Human polyomaviruses[J]. Klin mikrobiol infekc lek，

beak and feather disease [J]. Australian veterinary

2015，21（4）：120-125.

journal，1984，61（3）：69-74.

[13] JOHNE R，PAUL G，ENDERLEIN D，et al. Avian

[24] MCORIST S，BLACK D G，PASS D A，et al. Beak

polyomavirus mutants with deletions in the VP4-encoding

and feather dystrophy in wild sulphur-crested cockatoos

region show deficiencies in capsid assembly and virus

（Cacatua galerita）[J]. Journal of wildlife diseases，

release，and have reduced infectivity in chicken[J].

1984，20（2）：120-124.

Journal of general virology，2007，88（3）：823-830.

108

（责任编辑：朱迪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