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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猪副轮状病毒 (C群 )的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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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 聚丙烯酰胺凝腔 电泳法， 从某猪场 的 20份仔猪 腹泻标 本 中检 出具 有副轮状病毒 

(c群 )RNA~,诛图型者ll份，其检出率高选s5 。该病毒经口服接种未吮初乳的新生仔 

猪t可致急性水祥腹泻，并排出大量病毒。经轮状瞒毒 (A群 )ELISA和副轮状病毒 (B 

群 )对流免疫 电泳检测证明，它与轮状病毒(̂ 群)和副轮状瞒毒(B群)均无血清学交叉。 

本文首次证实在我国猪群中存在有与国外报道的相同的猪昌0轮状病毒(c群)，且可引 

起仔猪爆发流行，是仔猪腹泻不可忽税的病原之一。 

关羹词： 副轮 状病 毒 (c群 ) 聚丙烯 酰胺撬腔 电泳 

ELISA 仔猪 

Salf等CI．J1982年根据轮状病毒和副轮状病毒 的特异性抗原和 RNA电泳图式， 将所 

有轮状病毒区分为A、B，C、D四群。A群包括婴幼儿和多种动物的普通轮状病毒，其 

RNA电泳图式为 4}2 I 3 I 2；B群包括仔猪 、牛C 、绵羊 、 山羊⋯，以及洪涛 

等 发现的成人腹泻轮状病毒，其 RNA电泳图式为 4 t 2 t 2；3 J C群轮状病毒包 括婴 

幼儿 “ 以及仔猪 。 的副轮状病毒，其 RNA电泳图式为4 l 3 l 2 l 2；D群轮状病毒 

仅见于鸡和火鸡 的副轮状病毒， 其 RNA电泳图型摸式为 5；2；2；2， 以上四 群轮 

状病毒 各具自己的群抗原，群问无血清学交叉。 

迄今为止，在我国尚未见有动物副轮状病毒(c群)的报道。作者于1988年 3月在新 

疆农八师 147团一连猪场，从 20份仔猪腹泻粪样中检测出副轮病毒 (c群)的电泳图型 

u份，捡出率达56％。经电镜检查、动物感染试验，典型轮状病毒 (A群 )ELISA，副 

轮状病毒 (B群)对流免疫电泳检铡，初步认为副轮状病毒 (c群)也是仔猪腹泻 的 病原 

之 一。 

材料和方法 

一

， 仔猪髓泻羹祥采●：新疆农八师l47团一连猪场，其怀孕母猪均用仔猪黄痢四价疫苗 (苗 

本文于1988年 8月26日收瑚 

’本谭艇由新叠t牧厅资助 

季摹冀耜寰．何盈协二位教授指导，特致l谢掌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434 扁毒学杂志 4，l98§ 
ViroIogica Sinlet 

毛抗原 Ka 8、K¨、K a 7p，F 1)预防 注射。但谤 场仔猪仍发生腹泻 ，腹泻 多发生于 产后20一l0日 

特，临床表现为厌食、精神沉郁，腹泻黄色或白色水样便， 发瞒率在 80牾 以上。采集腹泻粪样标 

本20份 (P10--P29)，经细菌学检查未见腑毒佳大肠杆菌。然后标本冰冻保存于一30'C待检o 

=，寓毒棱酸提取和聚丙膏t瞳凝驻电津：参照Herring等l l及拱涛等 l̈ l方法加以改进 

1． 病 毒核酸提取 取 以pH7．2 0．01mol／L磷酸缓冲盐 溶液稀释 的粪样悬液 0．5ml，加 l0嘶 

SDS 70／-~I振摇l0分钟；加 饱和重蒸酚 0．5ml和氯 仿：异戊醇 (24：1)0．4ml，竞 分撮摇 S分 钟， 

12000r／m离心 S分钟 ，吸取 水相层。 此步骤重 复2-- 3次。最后一次术相层 中加入2．5倍(v／v)冷 乙 

醇 ，一30℃过夜 ；12000r／ra离 心 5分 钟 ，倾去乙醇 ，沉 淀真 空干蜾；加 入样品液 (pH6．8 0．05mol／L 

Tris—HCI 7
．5m1／甘油 2．5ml／溴酚蓝 10rag)溶解，4℃存放以备电泳 

2． 聚 丙烯酰胺凝胶 电泳：采用垂 直板式 电泳 槽，不连续 电泳，凝砍板规格20X14X0．1cm。 

浓缩胶为3嘶聚丙烯酰胺，缓冲液为pH6．8Tris—HC1，分 离胶为 5嘶 聚丙烯 酰胺 ，缓 冲液为 pH8．9 

Tris—HCIj 电泳液为 pH8．s 0．125mo1／L Trls一0．192mol／L甘氨酸；恒 电流 30mA，电泳 3--4小 

时左右。 

3． 染色：凝 胶板用 蒸馏 水漂洗，置 0．1lmol／L硝酸 银溶 液中染色 30分 钟，在 蒸馏水中漂洗 

3冼后，置 0．75mol／L Na0H一0．1mol／L甲醛液 中显色 至条带 清晰，以蒸馏水 漂洗，置5牾醋 酸液 

中固定。观察 拍黑 后制 干保存。 

三、寓毒抗曩垂盘 ： 

1． 典型轮状病 毒 (A群 )群抗 原检测： 用 兰州生物 制品研 究所生产的轮状病毒 ELISA试 剂 

盒 ，按 说明操作。 

2． 副轮状病毒 (B群 )群 抗原检 测：用本 室分 离鉴定的羊副轮状病 毒 (B群 )病科，以差速 

离心和蔗糖垫层提取抗原，免疫羔羊制备高免血清。被捡粪样以pH7．2 0．01tool／L PBS稀释后加 

等量氯仿竞分撮摇 12000r／m离心 s分钟，碾取上层液为特捡抗原。同时设阳性抗原对照和阴性血 

清对 照，按Middeton(17)和施惠达f 。l等对流免疫 电泳 ．但 缓冲液 改用 0
．03mol／L pH8．6巴比妥 

缓 冲液 

四、来 吮韧乳仔猪的实验感染：选健康临产母猪， 守护特产， 产前阴部消毒，取刚 产仔猪 4 

只 ，用灭菌敷 料试 干后 ，置消毒箱 中隔离饲喂消毒牛乳。取 PAGE副轮状 癀毒(c群 )电诛强阳性 ，典 

型轮状病毒(A群)ELISA 阴性，副轮状病毒对流免疫电泳阴性的 pll粪样，以 Hank’s液 l：10稀 

释， 3000r／m离心30分钟，吸取．h清液 ，加入 青霉素 、链霉素 、卡那 霉素 (2000单位．毫克／m1) 

处理 ，作为 鎏种毒源。仔 猪中 2只接 毒，每 只口服2ml， 2只对照 严 格隔离饲艰运时观察记录结 

果，采 集粪样进行 PAGE检 删。 

五、 电蕾檀 童：取PII粪样 ，以 PBS作l：5稀释，加入等量氯 仿充分振摇 后，8000r／m 离心 5 

分钟 ，吸取上 清 ，常规 制样 、磷钨酸 负染电镜检查。 

六、●考毒株：轮状病毒NCDV袜 (江苏农科院赠 )、猴轮状病毒SA-11侏 (洪涛教授赠 )羊 

副轮状病毒 (B群 )(本室分 离 )。 

结 果 

一

、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结果 用PAGE法对一连猪场20份腹泻标本进行检蹴，检出 

具有副轮状病毒 (c群)电泳图垄的标本 II份 (PII、pl 3、P14、p15 p16,p17 p25、p26、 

p27、p28、p29)，捡 出具有副轮状病毒(B群)电泳图型的标本 1份(p22)，来测出 A群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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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病毒电泳型或混台电泳型 的标本。 

二、病毒抗原检测结果 典型轮状病毒(A群)ELSA，20份粪样标本除 P一20阳性外， 

其余l9份均为 阴性，副轮状病毒 (B群 )对流免疫电泳检查，除 P一22(PAGE亦为 B群 

阳性 )为阳性外，其余 l9份均为阴性。 - 

三、未吮初乳仔猪感染实验 对照组仔猪两只单独隔离饲慢，观察0 日未见腹泻发 

生， 取 12．13、 、24、48小时肛拭标本，作 PAGE检查，均为阴性，实验组仔猪两 

_兄，在接毒后分别于l2和l3小时，开始出现腹痛症状并排出黄色稀便，随后排出大量水 

样黄色粪液。在接毒l8小时后，剖杀采集肠内容物。取l2和l3，』、时粪样及l8小时肠内容 

物，PAGE检查均与原 接种毒有相同副轮状病毒 (C群 )电泳图型。 

四、电镜检查 P一儿 号粪样电铙下可见轮状病毒样病毒颗粒 (见图 2 )。 

图 l 轮状病毒租副轮状病毒 RNA电泳图型 

A、猴轮状病病毒 (sA一 11) 

B，仔堵副轮状病毒 (C群 )一ll号 掸品 

C，仔猪副轮状病毒 (c群 )一¨号与l 5号样品稿 台电津 

D、仔猪副靶状病毒 (C群 )一16号样品 

E，实验 惑染仔猪回收毒 

Fig
．
1 The r0lavlrus and P。r4rotaTirUS R NA profiIe8 

A．The nk 7 rot4Tirus(ŝ ·11) 

B．Th Pi$1e Para r0tiviru 5(gr p C)．No 11 

C．Th P glet 9a rKrOt4Ti rⅡ$(gra P C)-No 1l aDd Ne．1 5 co．clect r。pbore815 

D．Th 91g】c pa rare~vir口自( r0u c)-Ne 1 5 

E。 The t pe Ti㈣ l·1】r iⅡfecltd Piglet viru s 

图2 仔摧副轮状病毒 (c群 )电镜聊察，示单衣壳病毒颗粒 
F g

． 2 The Pi let P r|rot‘Viru s(g rD p c)ele t r0㈣ iere c0pi c ob。e rvstionj 

，h0wing th● si“gle c P。id ira1 9stljcIe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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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以 PAGE法在 147团猪场的 20份仔猪腹泻粪样中检出具有 Saif等[| 分群中的 C群 

轮状病毒的 4 l 3 l 2 l 2核酸电泳囤，且与 Bohl等检出的猪副轮状病毒 (c)的电泳图极 

棺似，甩典型乾状病毒ELISA试卉甘盘检测和用羔羊副轮状病毒 (B群)对流 免疫电泳检 

潞，表明它不具有 A群和 B群轮状病 毒的群特异抗原，故初步认为 是猪副轮状病 (C 

群 )。 

国内外报道副轮状病毒 (C群 )在婴幼JLt““ 和猪群⋯ ”中捡出率都很低． 但 我 

们在 147团一连猪场20份仔猪腹泻粪样中，捡出副轮状病毒 (c群 )u份，其捡 出率高 

达55 呈爆发流行形式。表明该病毒株具有较强毒力。 
一 连猪场怀孕母猪经仔猪黄痢四价菌毛抗原疫苗注射，细菌学检查未捡出肠毒性大 

肠杆菌。PAGE检测时，检出 B群轮状病毒 1例，ELISA检测，检出 A群轮状病毒 1倒。 

表明该猪场以次流行舶仔猪腹泻主要是由猪副轮状病毒 (C群 )感染所致，A群 B群轮 

秩寤毒也是病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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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on of Pararotavirus(Group C)in Piglets 

W ang Zheng—dang W ang Lin—qing Zhsng Yen Peng Kc—gao · 

W ang Jis-fu Jing Shan~zhen W an Deng-rong Zhsng W u~bei 

20 diarrheal samples from piglets of a pig farm were examined with PAGE， 

and 11 of them manifested the pararotavirus(group C)RNA electrophoretic 

profile． An acute watery diarrhea occurred after inoculating llewhorn co]ostrum— 

deprived piglets．Rotavirus(group A )ELISA and pararotavirue(group B)COUⅡ一 

ter im mⅡn0electrop ore8i8 showed that the virus has no serologic relations with 

gremp A and B rctav{Yn~s
． 

K ey w ords： Pararotavirua(group C ) PAGE ELISA Piglet 

‘ Augu st t l Agricultural Colleg e，Urumgi． Xia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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