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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近年来，禽呼肠孤病毒（ARV）在我国白羽肉鸡群中的感染率呈上升趋势，流行范围较广，给我国肉

鸡养殖企业带来了较大经济损失。ARV 易变异重组，因此全面了解其分子流行病学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了解我国白羽肉鸡群中 ARV 的遗传变异特点，2020—2021 年从山东、河北、福建、安徽、辽宁、江苏等 6
个省份收集疑似 ARV 感染样品，采用 RT-PCR 方法筛选阳性样本，然后对阳性样本进行 σC 基因（1 088 bp）测序，

根据测序结果分析 ARV 不同基因型分布规律及占比。结果显示：2020—2021 年，从 6 个省份中，经 RT-PCR 检测，
检出 ARV 阳性样品 157 份，总阳性检出率为 62.1%，不同省份的阳性检出率为 44.4%~77.3%。157 份阳性样品
可分为 6 个基因型，其中基因 1 型 61 份（38.85%）、基因 2 型 41 份（26.11%）、基因 3 型 15 份（9.56%）、基
因 4 型 9 份（5.73%），基因 5 型 30 份（19.11%），基因 6 型 1 份（0.64%）；61 份基因 1 型样品中，38 份与标

准 ARV 疫苗株（S1133）属于同一亚分支，另外 23 份与 4599 参考株处于单独的另一亚分支。结果表明 ：我国
肉鸡群中存在一定程度的 ARV 流行 ；流行的 ARV 基因型较为复杂，且存在基因 1 型变异毒株，当前的疫苗株

已不能对其提供足够的保护。结果提示，今后需要进一步开展 ARV 感染监测，评估其流行及变异情况，调整免
疫策略，加快新疫苗等防疫技术及产品研发。本研究初步了解了我国部分省份的 ARV 分子流行病学特征，对我
国 ARV 感染的防控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变异株新型疫苗研发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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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avian reovirus（ARV）has been increasingly and widely prevalent in white feather

broilers in China，bringing great economic losses to broiler breeding enterprises in China. As ARV is prone to mutation
and recombination，it would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mprehensively investigate its molecular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genetic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RV in white feather broilers in China from
2020 to 2021，253 suspected ARV infecte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Shandong，Hebei，Fujian，Anhui，Liaoning
and Jiangsu provinces to detect positive samples by RT-PCR，followed by σC gene（1 088 bp）sequencing，against
which，the distribution and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ARV genotype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57 po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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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s were detected by RT-PCR，with a total positive detection rate of 62.1%，and that in each province was from
44.4% to 77.3%. All the 157 positive samples were divided into 6 genotypes，including 61 genotype 1（38.85%），41
genotype 2（26.11%），15 genotype 3（9.56%），9 genotype 4（5.73%），30 genotype 5（19.11%），and 1 genotype

（
；
（S1133）
，
6 0.64%）
38 out of 61 genotype 1 samples belonged to the same sub-branch as the standard ARV vaccine strain
and the other 23 fell into a separate sub-branch with 4599 reference strain. In conclusion，ARV was prevalent in broilers

in China to certain extent ；the prevalent ARV genotypes were complex，and there were genotype 1 variant strains，
so sufﬁcient protection could not be provided by current vaccine strains anymore，which indicated that surveillance
for ARV infection should be further strengthened，its prevalence and variation should be evaluated，immunization
strategies should be adjusted，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disease prevention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 such
as new vaccines should be accelerated. The above study on the molecular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RV in
some provinces of China supported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RV infection in China，and provided a basis for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novel vaccines against any variant strains.
Key words ：ARV ；molecular epidemiology ；σC gene

禽呼肠孤病毒（avian reoviruses，ARV）属于

基因型的分布规律，以期为我国 ARV 感染的防控

呼肠孤病毒科正呼肠孤病毒属，基因组为双股分

提供参考。

节段 RNA。根据 SDS-PAGE 电泳迁移率不同，可

1

将 ARV 的 RNA 分为 10 个节段，依次为 L（L1、

1.1

L2、L3）、M（M1、M2、M3）

材料和方法
样品及来源

和 S（S1、S2、

2020—2021 年从山东、河北、福建、安徽、

S3、S4）。S1 基因编码 σC、P10、P17 3 种蛋白，

辽宁、江苏等 6 个省，采集疑似感染 ARV 白羽肉

其中 P10 和 P17 是非结构蛋白，σC 是外壳蛋白。

鸡的腿或肌腱等组织样本共 253 份。采样鸡群涵盖

σC 蛋白参与细胞吸附，可诱发机体产生特异性中

网养、地面平养、笼养等多种饲养方式（表 1）。

和抗体，是 ARV 的主要抗原决定簇，其变异可导

疑似 ARV 感染发病鸡群日龄多为 15~25 日龄，个

致病毒致病性变化，在 ARV 感染及致病中发挥重

别为 10 日龄左右；采食、饮水正常，表现趴卧、

要作用。ARV 可影响各种禽类，包括鸡、鸭和鹅，

不愿走动等症状（图 1），随病程发展病鸡撇腿明显，

肉鸡感染后表现腱鞘炎、心肌炎、免疫抑制和发育

多为单侧腿外撇；前期无死亡，后期因瘫痪被踩踏

迟缓综合症等临床症状，对养禽业造成巨大经济

或继发细菌性疾病，导致死淘率增加，至出栏时累

损失

[1-3]

计淘汰率为 3%~20%。解剖可见，跗关节发青，肌

。

近年来，我国 ARV 引起的白羽肉鸡发病率
[4]

明显升高 ，发病日龄大多在 15 日龄以后直至出

腱水肿、炎性渗出、出血（图 2）。
1.2

RT-PCR 试剂（一步法试剂盒）和 Marker，为

栏，发病率为 5%~20%。发病鸡群的上一代种鸡群
[5]

试剂与耗材

大多免疫过经典 ARV 疫苗 ，说明这种常规疫苗

Takara 公司产品；50×TAE buffer，为上海生工公

并没有提供足够的临床保护。ARV 易变异重组，

司产品；Goldview 核酸染料，为 labest 公司产品；

因此全面了解其分子流行病学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

琼脂糖，为康为世纪公司产品；核酸提取纯化试剂

意义。为了解我国鸡群中 ARV 的遗传变异特点，

盒，为杭州博日公司产品。

2020—2021 年从山东、河北、辽宁、江苏、福建

1.3

仪器与设备

等省份收集疑似 ARV 感染样品，采用 RT-PCR 方

超净工作台 DL-CJ-INDII，北京东联哈尔仪器

法筛选阳性样本，然后对阳性样本进行 σC 基因

制造有限公司产品；离心机 TD24-WS，eppendorf

（1 088 bp）测序，并根据测序结果分析 ARV 不同

公司产品；核酸提取纯化仪 NPA-32P，杭州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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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采样
年份

2020

2021

部分样品来源鸡群的流行病学信息

采样
地点

养殖
模式

品种

发病史

上游种鸡群 ARV 免疫史

安徽

网养

商品代白羽肉鸡

13 日龄开始出现撇腿、瘫痪，死淘率为 0.5%~10.0%

经典株疫苗“一活二死”免疫

河北 地面平养 商品代白羽肉鸡

27~28 日龄出现明显瘫痪，累计死淘率为 10.0%

经典株疫苗“一活一死”免疫

河北 地面平养 商品代白羽肉鸡

20 日龄开始出现瘫痪，累计死淘率为 5.0~10.0%

经典株疫苗“一活二死”免疫

14 日龄开始出现撇腿，累计死淘率为 3.5%

经典株疫苗“一活二死”免疫

北京

不详

商品代白羽肉鸡

山东

不详

商品代白羽肉鸡

5~13 日龄多批次出现瘫痪，每天死淘率为 0.2%~1.0%，
累计死淘率为 5.0~10.0%

河北

不详

商品代白羽肉鸡

7 日龄开始出现瘫痪，病程 20 d，累计死淘率为 4.5%

经典株疫苗“一活二死”免疫

河北

笼养

商品代白羽肉鸡

15 日龄开始出现瘫痪，病程超过 20 d，累计发病率为 20.0%

经典株疫苗“一活一死”免疫

15 日龄开始出现瘫痪，出栏时累计发病率为 18.0%

经典株疫苗“一活一死”免疫

河南 地面平养 商品代白羽肉鸡

经典株疫苗“一活二死”免疫

注：“一活二死”免疫，指活疫苗免疫 1 次，灭活疫苗免疫 2 次；“一活一死”免疫，指活疫苗免疫 1 次，灭活疫苗免疫 1 次。

图1

病鸡临床表现

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电泳仪 DYY-6C，北京六一生

图2

病鸡腿部剖检结果

物科技有限公司产品；凝胶成像仪 JS-2000，上海

病料样品上清约 300 μL 置 1.5 mL 的离心管，取

培清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移液器，eppendorf 公司

样加入自动核酸提取板中，按照说明书操作提取

产品。

RNA。

1.4

方法

1.4.2

RT-PCR 检 测

根 据 NCBI 上 发 表 的 ARV

取腿或肌腱等组织病料

σC 基因序列设计特异性引物（表 2）用于样品检

约 2 g，加入 4~5 mL 灭菌 PBS 或者生理盐水，置

测。引物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合成。RT-

研磨器（灭菌）中研磨或者用剪刀细心剪碎，置

PCR 反应条件（一步 法试剂盒）：50 ℃逆转录

-20 ℃中反复冻融 3 次，离心取上清备用。取上述

30 min，95 ℃预变性 3 min；95 ℃变性 30 s，

1.4.1

病料 RNA 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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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退火 35 s，72 ℃延伸 90 s，共 32 个循环；72 ℃

表4

延伸 5 min。RT-PCR 扩增产物经 1.0% 琼脂糖凝胶

采集时间

省份

2020 年 1 月
2020 年 3 月

2020—2021 年疑似 ARV 感染样本检测统计结果
送检样品
数/份

阳性样品
数/份

阳性检出
率 /%

山东

11

5

45.5

山东

14

7

50.0

2020 年 4 月

河北

9

4

44.4

2020 年 6 月

福建

8

5

62.5

2020 年 7 月

安徽

15

9

60.0

2020 年 8 月

福建

12

5

41.7

2020 年 9 月

山东

16

13

81.3

2020 年 10 月

安徽

5

2

40.0

2021 年 2 月

辽宁

6

3

50.0

2021 年 3 月

福建

14

7

50.0

2021 年 4 月

江苏

9

6

66.7

LB 液体培养基，37 ℃摇床培养 8 h 以上；对菌液

2021 年 5 月

山东

18

14

77.8

进行 RT-PCR 检测，将阳性菌液送至生工基因公司

2021 年 6 月

江苏

29

17

58.6

进行测序。将测序结果拼接，采用 MegAlign 软件

2021 年 7 月

山东

26

16

61.5

2021 年 8 月

福建

24

17

70.8

2021 年 9 月

山东

21

13

61.9

2021 年 10 月

辽宁

16

14

87.5

253

157

62.1

电泳检测，使用凝胶成像仪观察和记录结果。
表2

引物序列和扩增目的片段大小
目的 基因片段
基因 大小 /bp

序列（5' → 3'）

引物

ARV-1088-F AGT ATT TGT GAG TAC GAT TG
ARV-1088-R

GGC GCC ACA CCT TAG GT

σC

σC 基因测序及遗传进化分析

1.4.3

1 088

将 RT-PCR

产物进行电泳后，对目的条带进行胶回收，回收产
物与 pMD18-T 载体连接，连接产物转化 DH5α 感
受态细胞，然后将其涂在氨苄板上，37 ℃温箱内
培养过夜；挑取单个白色菌落，接种到含有氨苄的

将检测序列与 NCBI 中发表的已知序列（表 3）进
行比对，并采用邻接法（MEGA6.0 软件）构建进
化树。

合计 / 平均

表3

不同基因型 ARV 参考序列

基因型
1 型（1-Vaccine S1133）

NCBI 序列号
L39002

1 型（I-4599）

KX398298

2 型（II-ARV）

JX983602-GA

3 型（III-ARV）

KP727788-03422

4 型（IV-ARV）

KR856994

5 型（V-ARV）

KP727806-04870

6 型（VI-ARV-SK-R 34）

2

AF354221

结果

2.1

RT-PCR 检测

M. DL 2 000 DNA Marker ；1~13. 部分样品 ；
14. 阴性对照 ；15. 阳性对照。

图3

部分样品 RT-PCR 检测结果

对 253 份疑似 ARV 感染样品进行 RT-PCR 检

序，然后与 GenBank 上发表的 ARV 参考毒株构建

测， 检 出 ARV 阳 性 157 份， 平 均 阳 性 检 出 率 为

系统发育树进行比对。结果显示：157 份 ARV 阳

62.1%；6 个省份均有阳性检出，其中山东的阳性

性样本共分为 6 个基因型。61 份（38.8%）属于基

检出率为 64.2%（68/106），福建为 58.6%（34/58），

因 1 型，其中 38 份与标准 ARV 疫苗株（S1133）

江苏为 60.5%（23/38），辽宁为 77.3%（17/22），

属于同一亚分支，另外 23 份处于单独分支，与

安 徽 为 55.0%（11/20）， 河 北 为 44.4%（4/9）。

4599 参考株处于另一亚分支；41 份（26.11%）为

具体检测结果见表 4、图 3。

基因 2 型，15 份（9.6%）为基因 3 型，9 份（5.73%）

2.2

σC 基因分子进化分析
将 157 份 ARV 阳性样本进行 σC 基因序列测

9

为基因 4 型，30 份（19.11%）为基因 5 型，1 份（0.64%）
为基因 6 型。根据 σC 基因构建的系统发育树见图 3。

流 行 病 学

图3

根据 σC 基因构建的 ARV 系统发育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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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新产品研发。

讨论
ARV 是无囊膜的 dsRNA 病毒，其基因组由

10 个节段组成。其中 S1 基因片段的 σC 基因编码
的细胞附着蛋白，是 ARV 的主要抗原决定簇。因此，
σC 基因常被用作 ARV 毒株分型的依据 [6]。根据
σC 基因不同，可将其分为 6 种基因型 [7]。ARV 容
易变异重组。近年来，美国、巴西、日本、韩国等
国家均有种鸡免疫过 ARV 商品化疫苗（如 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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