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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某养鸡场鼻气管鸟杆菌核酸检测
及其 16S rDNA 基因序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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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确定云南省易门县某养鸡场大量肉鸡出现流鼻涕、打喷嚏、面部肿胀、食欲下降的原因，采集病死

肉鸡鼻腔黏液及肺、气管等组织，处理后提取病原核酸，通过 RT-PCR/PCR 方法分别检测禽流感病毒（AIV）、

传染性喉气管炎病毒（ILTV）、鼻气管鸟杆菌（ORT）、鸡副嗜血杆菌（ICV）。结果显示，仅 ORT 为核酸阳性，
其他病原均为阴性。对检出的 ORT 阳性样品 16S rDNA 基因进行序列分析发现，阳性样品与伊朗分离株和土耳
其 / 匈牙利分离株的同源性均在 99.7% 以上，都处于同一分支内，与国内 2014 年的报道一致，说明云南省流行
的 ORT 变异较少，仅具有相对短的进化史。本研究对于指导该地区鸡群细菌病防控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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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causes of runny nose，sneezing，facial swelling and loss of appetite in a large
number of broiler chickens in a farm in Yimen County，Yunnan Province，tissues such as nasal mucus，lungs and

trachea of dead broiler chickens were collected to extract the nucleic acid of the pathogen after disposal，then to detect
avian inﬂuenza virus（AIV），infectious laryngotracheitis virus（ILTV），Ornithobacterium rhinotracheale（ORT）
and Haemophilus paragallinium（ICV），respectively by RT-PCR/PC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ositive nucleic
acid was observed only in ORT，and negative in all other pathogens. The sequence of 16S rDNA gene of the detected
ORT positive samples was analyzed，and it was found that the 16S rDNA gene had more than 99.7% homology with
the Iranian and Turkey/Hungary isolates，all of which were located in the same branch，which was similar to the
information reported in China in 2014，indicating fewer pathogenic variations of ORT prevalent in Yunnan Province
and a relatively short evolutionary history. Therefore，the study was of reference signiﬁcance to guide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bacterial diseases in chicken ﬂocks in th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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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气管鸟杆菌病是由鼻气管鸟杆菌

方法

1.2

（Ornithobacterium rhinotracheale，ORT） 引 起 禽

1.2.1

类的一种急性、高度接触性呼吸道传染病，鸡和火

盒说明书，提取组织上清液核酸。

鸡易感。该病以呼吸困难、生长障碍及严重的纤维

1.2.2

素性化脓性肺炎和气囊炎为特征。ORT 常与禽流

ILTV、AIV、鸡副嗜血杆菌（ICV）基因序列及相

感病毒（AIV）、大肠杆菌、传染性鼻气管炎病毒、

关文献 [6]，分别设计检测引物，检测能引起肉鸡呼

传染性喉气管炎病毒（ILTV）等病原混合或继发

吸道症状的上述常见病原核酸。引物序列信息见

感染，导致感染鸡群生长缓慢，死亡率增加，给养
禽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1-2]

。该病原 1981 年由德国

学者发现，1994 年比利时学者建议使用“鼻气管
鸟杆菌”这个术语，之后在美国、德国、英国、法国、
[3]

以色列、荷兰、南非等许多国家被发现 。2000
年陈小玲等 [4] 在我国首次分离到 ORT。泰国、伊
朗以及我国台湾地区进行流行病学和血清型调查，

按照 RNA/DNA 核酸提取试剂

核酸提取
引物合成

根据国内外已发表的 ORT、

表 1。
表1
引物名称

病原核酸检测引物序列

ORT-F

GAGAATTAATTTACGGATTAAG

ORT-R

TTCGCTTGGTCTCCGAAGAT

ILTV-F

AACTTGAATGTCGGGAGGT

ILTV-R

CGTTGGAGGTAGGTGGTAG

AIV-F

CACCATGAGTCTTCTAACCGAG

发现 ORT 阳性率很高。目前该病分布广泛，可能

AIV-R

CTACTGTTGTATATGAGACCC

呈世界性蔓延 [5]。本研究对云南省易门县某养鸡场

ICV-F

CCGCA TAGAATCGGAAGA

能导致相似临床症状的相关病原进行核酸检测，证

ICV-R

CCAACCT TCC TCACCACC

实病原为 ORT，经 16S rDNA 基因序列分析，发现
病原变异较少，这对于指导该地区鸡群细菌病防控
具有参考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1.1.1

材料
病料 2020 年 12 月初，云南省易门县某

养鸡场出现大量流鼻涕、打喷嚏、面部肿胀、食欲
下降和生长缓慢等症状的鸡只。12 月 9 日，取病
死肉鸡鼻腔黏液及肺、气管等组织，混合剪碎研
磨，按照体积比 1:10 加入 PBS，反复冻融 3 次后，
3 000 r/min 离心 10 min，取上清液提取核酸。
1.1.2

试剂 RNA/DNA 核酸提取试剂盒 TaKaRa

1.2.3

产物大小 /bp

引物核苷酸序列（5'—3'）

病原核酸检测

784

427

408

282

通 过 RT-PCR/PCR 方 法

分 别 检 测 AIV、ILTV、ORT、ICV 核 酸。AIV 的
RT-PCR 扩增体系（25.0 μL）：2×1 Step Buffer
12.5 μL、RNase Free dH2O 8.5 μL、上游引物（AIV-F）
0.5 μL、 下 游 引 物（AIV-R）0.5 μL、Prime Script
1 Step Enzyme Mix 1.0 μL、模板 RNA 2.0 μL。RTPCR 扩增程序：50 ℃反转录 30 min；94 ℃预变性
2 min；94 ℃变性 30 s，45 ℃退火 30 s，72 ℃延
伸 1 min，共 35 个循环；72 ℃延伸 7 min。其他各
病 原 （ILT V 、O RT、 IC V ） 的 PC R 扩 增 体 系
（25.0 μL）：rTaq 12.5 μL，RNase Free dH 2 O

MiniBEST Viral RNA/DNA Extraction Kit Ver 5.0，

9.5 μL， 病 原 的 上、 下 游 引 物 均 为 0.5 μL， 模 板

胶回收试剂盒 TaKaRa MiniBEST Agarose Gel DNA

DNA 2.0 μL。PCR 扩增程序：95 ℃预变性 5 min；

Extraction Kit Ver 4.0，PCR 试 剂 盒 Premix Taq

94 ℃变性 1 min，50 ℃退火 1 min，72 ℃延伸

（TaKaRa Taq Version 2.0 plus dye），RT-PCR 试剂

1 min，共 35 个循环；72 ℃延伸 7 min。扩增产物

盒 PrimeScript Onestep RT-PCR Kit Ver.2，均为宝生

经 1% 琼脂糖凝胶电泳后，观察结果。

物工程（大连）有限公司产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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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S rDNA 核苷酸序列分析

将 PCR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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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样品产物，用胶回收试剂盒进行 DNA 回收后，

同源性均为 99.7%（图 2）。系统进化分析结果显

送昆明擎科生物公司测序；采用 MEGA 11 软件，

示：ORT 阳性样品 16S rDNA 基因与 ORT14/16 株、

对 16S rDNA 进行序列比对和系统发育分析。

CH-P940508 株、 土 耳 其 / 匈 牙 利 1997 株 和 土 耳

2

其 / 匈牙利 2009 株在同一个分支内，均属于基因

结果与分析

2.1

群 I 型（图 3）。

病原核酸检测
在采集的鼻腔黏液以及肺、气管等组织样品

中 检 出 ORT 核 酸 阳 性， 而 ILTV、AIV 和 ICV 均
为阴性（图 1）。
2.2

16S rDNA 基因序列分析
通 过 BLAST 比 较 后， 自 GenBank 数 据 库 中

下载国内外公开的 ORT 16S rDNA 基因序列和同源
性高的 ORT 16S rDNA 基因序列，采用 MEGA 11
软件进行序列比对和系统发育分析。ORT 阳性样
品 16S rDNA 基因与 ORT14/16 株、CH-P940508 株
的同源性均为 99.9%，与土耳其 / 匈牙利 1997 株、
土 耳 其 / 匈 牙 利 2009 株 及 ESV60、ESV207 株 的

图2

M. DL 2 000 DNA Marker ；
1、2. ICV 阳性对照、样品 ；
3、4. ILTV 阳性对照、样品 ；
5、6. AIV 阳性对照、样品 ；
7、8. ORT 阳性对照、样品。

图1

ICV、ILTV、AIV、ORT 的
PCR/RT-PCR 扩增结果

ORT 16S rDNA 基因核苷酸同源性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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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从而减少经济损失。云南省是全国重要的养鸡
大省，2021 年全省出栏肉鸡 3 亿只以上，绝大部
分为大型集约化养殖，规模化养鸡场的 ORT 检出

率为 20%[7]，推算全省约有 6 000 万只鸡感染，一
旦发病，可能造成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故建议家
禽养殖企业在重视传染性和致死性巨大的禽流感、
新城疫、马立克氏病等病毒病的同时，重视细菌病
给生产带来的影响。
参考文献：
图3

3

ORT 16S rDNA 基因系统进化分析结果

讨论
禽鼻气管鸟杆菌病在全球范围内流行，目前

呈快速蔓延趋势 [7]。其易感动物种类繁多，尤以禽
类最为易感，禽类感染后主要表现流鼻涕、呼吸紊
乱等呼吸道症状，以及生长迟缓、采食量及肉增重
减少、蛋鸡产蛋量降低等。在本研究案例中，临床
剖检发现病鸡的肺、气管均出现肿胀、充血以及鼻
腔黏液增多等明显炎症情况，与文献 [8-10] 报道的

该病病理变化多见气囊炎、单侧或双侧纤维素性
化脓性肺炎、胸膜炎等一致。目前，ORT 的病原
学及其感染的防控技术等研究还不够深入。由于
ORT 血清型众多，且常与其他细菌或病毒发生混
合感染，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 ORT 的致病机理，
进一步探究该病的防治策略。
全长 16S rDNA 核苷酸同源性和系统进化关系
显示，本次从云南省检出的 ORT 阳性样品与 6 株
英国分离株 LMG 的同源性相差较大，但与伊朗分
离株（ORT8/15、ORT14/16）和土耳其 / 匈牙利分
离 株（OR006/turkey/Hungary/2009、OR035/turkey/
Hungary/1997）的同源性均在 99.7% 以上，都处于

同一分支内，与李富祥等 [11]2014 年报道的情况一
致，说明云南省鸡源 ORT 在过去 8 年内突变较少。
ORT 单独感染时危害不大，死亡率也不高，
临床症状较轻微，容易被养殖者忽视，导致后期发
生混合感染，病程延长，用药治疗效果差，危害加大。
目前国内对 ORT 重视程度有待加强，病原研究不
够充分，也没有相应疫苗可用，建议做好生物安全
措施，减少各类应激，加强饲养管理，防止家禽发

47

[1]

ALLYMEHR M. Seroprevalence of Ornithobacterium

rhinotracheale infection in broiler and broiler breeder
chickens in West Azerbaijan Province，Iran[J]. Journal of
veterinary medicine，2006，53（1）：40-42.
[2] MAYAHI M，GHARIBI D，GHADIMIPOUR R，et al.
Isolation，identification and antimicrobial sensitivity
of Ornithobacterium rhinotracheale in broilers chicken
ﬂocks of Khuzestan，Iran[J]. Veterinary research forum，
2016，7（4）：341-346.
[3] 赵鹏，李佳，谢琛，等 . 家禽鼻气管鸟杆菌研究进展 [J].
中国家禽，2015，37（6）：37-41.
[4] 陈小玲，宋呈 . 我国鼻气管鸟杆菌鉴定初报 [J]. 中国
兽药杂志，2000，34（2）：62-63.
[5] 李瑶瑶，刁有祥 . 鼻气管鸟杆菌 PCR 诊断方法的建立
与应用 [J]. 福建农业学报，2009，24（1）：19-23.
[6] 虎学礼，王金荣，钱一相，等 . 土杂鸡传染性鼻炎和
鸡慢性呼吸道病混合感染的诊治 [J]. 黑龙江畜牧兽医，
2018（20）：134-136.
[7] 刘长梅，李忠晓 . 我国鼻气管鸟杆菌流行现状及分析 [J].
家禽科学，2021（9）：38-42
[8] DE BOECK C，KALMAR I，DUMONT A，et al.
Longitudinal monitoring for respiratory pathogens in
broiler chickens reveals co-infection of Chlamydia psittaci
and Ornithobacterium rhinotracheale[J]. Journal of
medicine microbiology，2015，64：565-574.
[9] ZUO Z H，ZHANG T Y，GUO Y X，et al. Serosurvey
o f Av i a n m e t a p n e u m o v i r u s ， O r i t h o b a c t e r i u m
rhinotracheale，and Chlamydia psittaci and their
potential association with avian airsacculitis[J]. Biomedical
environment science，2018，31（5）：403-406.
[10] 梅晨，王琪琎，先宏，等 . 1 例副鸡禽杆菌和鼻气管鸟
：
杆菌混合感染的诊断 [J]. 中国兽医杂志，2020，56（3）
61-64.
[11] 李富祥，李华春，杨仕标，等 . 肉鸡和蛋鸡鼻气管鸟
杆菌的分离鉴定及其新生物学特性分析 [J]. 中国兽医
科学，2014，44（1）：55-61.

（责任编辑：侯文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