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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了解山东省奶牛养殖场中引起犊牛腹泻相关病毒的流行情况，2017—2018 年，在全省 13 个地区 51

家规模化奶牛养殖场，采集 624 份犊牛腹泻病料样品，进行牛病毒性腹泻病毒（BVDV）、牛肠道病毒（BEV）、
牛冠状病毒（BCoV）和牛轮状病毒（BRV）PCR 检测，并对检测结果采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以
及显著性差异分析（Pearson 卡方检验）。结果显示 ：BVDV、BEV、BCoV、BRV 个体检出率分别为 34.58%、
11.78%、8.84%、17.70%，群体检出率分别为 47.83%、38.89%、35.71%、33.33%，BVDV 检出率显著高于其他
3 种病毒（P<0.01），且有流行加重趋势 ；鲁西北、鲁中、鲁西南、半岛地区 4 种病毒的检出率有差异，其中鲁
中地区的 BVDV 检出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P<0.01）。结果表明，BVDV、BEV、BCoV、BRV 4 种病原在山东
省奶牛场中流行广泛，以 BVDV 流行最为严重，尤其是鲁中地区，且有流行加重趋势，成为导致奶牛场犊牛腹
泻的主要病毒性因素，建议有针对性地开展防控与净化。本检测初步摸清了山东省不同地区引起奶牛犊牛腹泻
相关病毒的感染情况，可为山东省制定奶牛腹泻病综合防控措施提供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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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e prevalence status of viruses leading to calf diarrhea in dairy farms in Shandong
Province during 2017 to 2018，624 samples of diarrhea materials were collected from 51 large-scale dairy farms in 13
regions across the province for PCR detection of bovine viral diarrhea virus（BVDV），bovine enterovirus（B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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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vine coronavirus（BCoV）and bovine rotavirus（BRV），and the results were summarized by SPSS 20.0 software
and analyzed by Pearson's chi-squared test. It was shown that the individual detection rates of BVDV，BEV，BCoV
and BRV were 34.58%，11.78%，8.84% and 17.70% respectively，the group detection rates were 47.83%，38.89%，
35.71% and 33.33% respectively，the detection rate of BVDV was greatly higher than that of other viruses（P<0.01），
and its prevalence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especially in central Shandong（P<0.01），although the detection
rates of the four viruses were different in northwest，central and southwest of Shandong and peninsula region. It was
concluded that BVDV，BEV，BCoV and BRV were widely spread in dairy farms in Shandong Province，especially
BVDV in central Shandong where it trended to be more serious，which mainly caused calf diarrhea，and should be
specially prevented，controlled and puriﬁed. The prevalence status of viruses related to calf diarrhea was preliminarily
identified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Shandong Province，which provided relevant data for developing comprehensive
measures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disease.
Key words ：calf diarrhea ；pathogenic detection ；BVDV ；BEV ；BCoV ；BRV

犊牛腹泻是犊牛饲养过程中的常见疾病之一，

群进行上述 4 种病毒的病原学检测，以期为了解山

通常会引起犊牛脱水、酸中毒、电解质失衡，导致

东省奶牛消化道疾病病毒性病原的流行状况以及犊

牛只出现精神萎靡、食欲不振，排水样便、稀便或

牛腹泻的防控和治疗提供参考。

者软便，以及呕吐、脱水、体重减少等临床症状，

1

一年四季均可发生，但高发于寒冷的冬季及早春

1.1

[1]

材料与方法
病料来源

季节 。犊牛腹泻可使犊牛死亡、发育不良以及治

2017—2018 年，从山东省 13 个地级市的 51

疗费用增加，严重影响奶牛养殖的健康和可持续

家奶牛场收捡犊牛腹泻粪便样品 624 份（表 1）。

[2]

发展 。目前，全世界奶牛场的犊牛腹泻发病率在
20%~100% 之间不等。根据是否有病原引起，可将
[3]

腹泻分成非传染性腹泻和传染性腹泻 。其中病毒
是导致犊牛传染性腹泻的重要原因之一，常见的
有牛病毒性腹泻病毒（bovine viral diarrhea virus，

其中：对来自 46 家牧场的 535 份样品进行 BVDV
检测，36 家牧场的 314 份样品进行 BEV 检测，42
家牧场的 362 份样品进行 BCoV 检测，30 家牧场
的 209 份样品进行 BRV 检测。
表1

BVDV），牛轮状病毒（bovine rotavirus，BRV），
牛肠道病毒（bovine enterovirus，BEV）和牛冠状

区域

[4]

病毒（bovine coronavirus，BCoV）等 。
BVDV 可引起以黏膜发炎、糜烂、坏死以及

鲁西北

腹泻为特征的急性热性牛传染病，呈世界性分布，
[5]

广泛存在于欧美等养牛发达国家 。BEV 感染性
不明显，通常只引起牛的轻度腹泻或隐性感染，但

鲁中

常因侵犯其他器官而引起各种临床综合征，或在一
[6]

定条件下引发显著症状 。BCoV 可引起新生犊牛
出血性腹泻和呼吸道感染以及成年牛冬季血痢，遍

鲁西南

[7]

布全世界 。BRV 可引起以精神沉郁、厌食、腹泻、
脱水为主要特征的犊牛急性胃肠传染病，在世界范
[8]

围内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目前关于山东省犊奶牛
4 种病原调查的报道较少。本研究对山东省犊奶牛

半岛
合计

犊牛腹泻样品来源分布

地级市

检测场数 / 个

采集样品量 / 份

德州

7

37

聊城

3

10

滨州

3

12

东营

4

95

济南

6

258

泰安

4

18

淄博

6

76

潍坊

2

12

济宁

5

39

临沂

1

3

日照

1

6

青岛

6

41

烟台

3

17

51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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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主要试剂
AMV 反 转 录 试 剂 盒， 购 自 Vazyme 公 司；

rTaq DNA 聚 合 酶、MiniBEST Viral RNA/DNA

35.71%（15/42）、33.33%（10/30）。BVDV
个体检出率和群体检出率均显著高于其他 3 种病
毒（P<0.01）。

Extraction Kit Ver.5.0 试剂盒，购自 TaKaRa 公司；
引物，购自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1.3

样品采集与核酸提取
用无菌棉拭子采集犊牛新鲜腹泻粪样，放入

含 2 mL 无菌生理盐水的管中，冷冻后加冰块保温
寄送至实验室。将样品充分混匀，反复冻融 3 次后，
取 1 mL，12 000 r/min 离心 5 min，取上清，备用。
1.4

PCR 检测
按照 TaKaRa 公司的 MiniBEST Viral RNA/DNA

图1

检测样品中 4 种病毒的个体检出率对比

图2

检测样品中 4 种病毒的群体检出率对比

Extraction Kit Ver.5.0 试剂盒说明，从上清中提取病
毒核酸样品。将提取后的核酸样品，参照 Vazyme
公 司 的 AMV 反 转 录 试 剂 盒 说 明 书 制 备 cDNA，
用于后续 PCR 检测。分别参照文献 [9-12]，设 计
BVDV、BEV、BCoV 和 BRV 检 测 引 物， 交 由 上
海生工有限公司合成。采用 Vazyme 公司 AMV 反
转录试剂盒，对样品核酸反转录后进行 PCR 扩增。
扩增产物通过凝胶电泳仪，检测是否存在目的条带，
进而判定样品是否为阳性。
1.5

统计分析
将 13 个地级市分为鲁西北（德州、聊城、滨州、

2.2

区域分布

东营）、鲁中（济南、泰安、淄博、潍坊）、鲁西

对 4 种病毒的检测结果，按照山东省地理区

南（济宁、临沂、日照）和半岛（青岛、烟台）4

域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 1）显示，鲁中地区

个地理区域。对检测结果采用 SPSS 20.0 进行数据

BVDV 个 体 检 出 率 为 46.08%， 显 著 高 于 其 他 区

统计，Pearson 卡方检验进行显著性差异分析，采

域（P<0.01），而其他 3 个区域间的 BVDV 个体

用 Graphpad Prism 8 软件作图。

检出率以及其他病毒检出率在全省不同地域的分

2

布无明显差异（P>0.05）。

2.1

结果与分析
病原检出率
采 用 特 异 性 PCR 对 BVDV、BRV、BEV

表2

山东省不同区域 4 种病毒的个体检出率统计

%

和 BCoV 进 行 检 测。 结 果（ 图 1~2） 显 示：

地区

BVDV

BEV

BCoV

BRV

鲁西北

14.17

10.50

8.60

15.38

BVDV、BEV、BCoV、BRV 个 体 检 出 率 分 别

鲁中

46.08

12.88

8.96

18.45

为 34.58%（185/535）、11.78%（37/314）、

鲁西南

10.34

4.55

9.38

21.43

8.84%（32/362）、17.70%（37/209）， 群 体 检

半岛

23.40

16.00

8.30

15.38

出率分别为 47.83%（22/46）、38.89%（14/36）、

总计

34.58

11.78

8.84

1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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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时间分布

监测新生犊牛和进场牛、淘汰持续感染（PI）牛等

对 2017—2018 年样品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和对

综合措施逐步开展净化。在 BVDV 高发季节、高

比分析。结果（图 3）显示：2018 年 BVDV 检出

阳性率牧场，开展犊牛舍消毒、进出场消毒和初乳

率较 2017 年显著增加（P<0.01），其他病毒略有

巴氏消毒等有效的消毒措施，可有效降低 BVDV

下降，但下降幅度不显著（P>0.05）。

的传播风险。
4 种腹泻相关病毒性病原引起的腹泻是严重影
响犊牛发育和成活率的主要疾病之一，目前尚无特
效治疗方法。国内仅有 BVDV 灭活疫苗，一般只
用于本病流行地区 2 月龄至 2 岁牛的免疫，对育成
母牛和种公牛可于配种前再接种 1 次，这样多数牛
可以获得免疫

图3

3

[13]

。对于其他 3 种病毒，目前尚无

成品疫苗使用，感染发病时可应用收敛剂和补液等

2017—2018 年山东省 4 种病毒检出率对比

进行保守治疗，同时配合抗生素治疗

讨论
本次检测数据显示，山东省奶牛养殖场犊牛

腹泻样品中，BVDV 的个体检出率（34.58%）和
群体检出率（47.83%）显著高于其他病原，而且
与 2017 年相比显著增加，表明 BVDV 是导致山东
省犊牛腹泻的主要病毒性因素，且有流行加重趋势，

[17]

。平时应该

加强检疫，对引进牛只严格进行血清学检测，防止
引入带毒牛。一旦发生腹泻，对病牛进行隔离治疗
或处理。4 种病原引发疾病的预防关键在于加强饲
养管理。新生犊牛及时喂服初乳、降低圈内地面冷
辐射和加强圈舍消毒，可有效降低犊牛腹泻发生率。
另外，国内科研工作者应加快新流行毒株的分离，

建议重点加强防控。
本次检测的 BVDV 检出率高于 Deng 等

[14]

2015

年报道的 32.06% 的全国奶牛阳性率和孙力等

[15]

报道的 24.6% 的新疆地区阳性率，但低于宋维彪等

[16]

筛选出免疫原性好的毒株进行疫苗研制，通过疫苗
免疫来更好地预防 BVDV、BCoV 等感染的发生。
本次检测涉及的样品均来自牧场送检的犊

报道的 51.59% 的青海省牦牛阳性率。目前国内

牛 腹 泻 粪 便 样 品， 仅 对 BVDV、BEV、BCoV 和

多数牧场未对进出场的牛只进行 BVDV 检测，且

BRV 进行了检测分析，并未检测细菌及其他病毒

BVDV 疫苗免疫率较低，从而导致了 BVDV 在牧

的感染情况，也没有对所有样品全部检测 4 种病原，

[7]

场间或牧场内的传播和流行 。在牛只转运时无需

无法分析样品中病原的混合感染情况，因此无法明

检测 BVDV 以及 BVDV 疫苗免疫率低的背景下，

确引起犊牛腹泻的具体病因，检测结果也不能真实

山东省较全国其他省份 BVDV 流行严重可能与山

反映这些病原的流行情况，但可以说明这些病原是

东省奶牛集约化养殖程度高、流动性大相关。

引起犊牛腹泻的重要影响因素，应引起重视。

要控制 BVDV 的区域流行和传播，牧场可根

4

结论

据自身情况和经济承受能力，开展 BVDV 防控和

检测表明，4 种腹泻相关病原在山东省内奶牛

净化工作。对于低阳性率牧场，淘汰阳性牛和群体

群中流行广泛，以 BVDV 流行最为严重，尤其是

监控是牧场安全的有力保障；对于高阳性率或进出

鲁中地区，且有流行加重趋势，建议有针对性地开

场牛只频繁的牧场，可通过疫苗免疫、分群饲养、

展防控与净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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