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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野毒株的致病性及其 vp2基因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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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s of Field Strains of Infections Bursal Disease Viruses for Their 

Pathogenicity and vp2 Ge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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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ur field strains of Infections bursal disease viruses(IBDV1 isolated in China during 1997~ 

1 999 were compared for their pathogenity and sequences in high variable(hv)region of vp2 genes．It 

was indicated that GX8／99 was a very virulent mDV strain(vvmDV)，pathogenicity of other 3 strains 

Was not as the typical vvm DV but much higher than  classical or standard virulent m DV strains．The hv 

regions of vp2 of the 4 strains have very high homology with vvm DV reference strain HK46．96．8％～ 

99．5％ at DNA level and 96．6％～ 100％ at amino acid(aa)leve1．But their homology with vaccine strain 

D78 was very low,as only 91．7％～ 93．6％ or 91．8％ ～ 93．2％ at DNA level or aa leve1．respectively．It 

seems like that there Was som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quences of hv region and pathogenicity． 

Relatively,the new vvm DV strain GX8／99 had less homology of 96．8％～ 97．2％ at DNA or aa level to 

vvlBDV reference strain HK46 and other 3 field strains． than the homology among HK46 an d other 3 

strains，which were more than 98．4％ or 98．6％ at DNA or aa leve1．There was a 100％ homology of aa 

sequence among SD3／98、JS30／99 and HK46．It was demonstrated that the new vvm DV strains GX8／99 

had changed in both pathogenicity and hv region of vp2 gene relative to reference strain HK46 and other 

field str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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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 4个 IBDV野毒株的致病性和它们的 vp2基因高变区序列同时做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 4个 IBDV 

毒株在致病性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有一个是真正的超强毒，即 GX8／99，其他几个虽然达不到真正超强毒 

的毒力，但也比经典的标准毒的致死性高得多。在 vp2基因高变区，这 4个 IBDV野毒株与超强毒参考株 HK46 

同源性很高，在DNA水平为 96．8％~99．5％，在氨基酸 (aa)水平为 96．6％～100％。而与疫苗毒 D78有很大差异， 

分别只有 91．7％~93．6％和 91．8％~93．2％。说明 IBDV毒株的 vp2基因高变区确实与其致病性有一定关系。特别 

是 SD一1／97、SD．3／98、JS·30／99株之间及其与 HK46在 DNA和 aa水平的同源性高达 98．4％和 98．6％以上，SD．3／99、 

JS·30／99株之间及其与HK46的氨基酸同源性为 100％。然而，致病性特别高的GX8／99株病毒与其他 3个野毒株及 

HK46在DNA和氨基酸水平的同源性相对较低，在 DNA和 aa水平的同源性只有 96．8％~97I2％和 96．6％~97．9％。 

相对于国内的流行毒株和香港超强毒参考株 HK46，GX8／99株在致病性和 VP2高变区都已发生了一定的变异。 

关键词：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 (IBDV)；致病性；vp2基因；高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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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自从欧洲发现致死率很高 (50％～90％)的超强毒传染性法氏囊病毒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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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ulent infectious bursal disease virus，vvlBDV)[9,13．17] 

以来，很快传播至亚洲和世界其它地区。我国也先 

后有多篇有关 vvlBDV野毒株流行的报道 J。显 

然 vvlBDV 已成为广泛流行的毒株 。Brown和 

ShinmertlO]首先发表了vvlBDV株 UK661的 2基 

因的全序列。随后，许多国家都分别比较了各地流 

行株 2的高变区的系谱关系 ̈， ， ， 】，我国在这方 

面也有很多的研究【2I6 ’ 】。这些研究都试图以此来 

阐明 VP2高变区的碱基或氨基酸变异与致病性或 

其它生物学特性的关系。本研究选取了4个致病性 

程度不同IBDV野毒株，其中包括我们已在致病性 

上做了详细比较研究的超强毒 IBDV株 GX8，99【4】， 

将它们的致病性和 vp2基因的高变区序列同时做比 

较研究，并与已知的超强毒参考株 HK46[14]和疫苗 

毒 D78的vp2做了比较。 

1 材料与方法 

1．1 SPF鸡胚、SPF鸡 

购 自济南 SPAFS实验室及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家禽研究所实验鸡场。 

1．2 毒株 

SD．1／97、SD．3，98、JS．30／99、GX8，99等 4个 

野毒株，分别来 自山东 (SD)、江苏 (JS)和广西 

(GX)，最后二位数表示收集到的年份，收集的均 

为原始法氏囊病料。 

分别取法氏囊病料准确称重，加4倍灭菌 PBS 

(pH7．4)研磨，冻融 3次。悬液加 40％的乙醚混 

匀作用 20min，4000r／min离心 10min。并重复一次， 

加双抗至终浓度 4000IU，mL。放置 4"C过夜。为了 

扩大囊毒的量同时也为了在 SPF鸡纯化病毒，将处 

理的病料再接种 6～8只 4周龄 SPF鸡传代，3～4d 

后不论是否死亡均采集法氏囊混合研磨后再按如 

上处理。将处理后的法氏囊悬液用无菌离心管分装 

若干放置．20℃待用。分别用作测定 ELD50及感染鸡 

用。试验时每次取用一管，不重复使用。 

1．3 SPF鸡感染方法 

分别用28d的SPF鸡，在其脱离SPF环境后5～ 

8h内立即接种经上述处理的囊毒。每只鸡接种不同 

毒株的病毒液 0．2mL，点眼、滴鼻各 0．1mL。观察 

6d内鸡的死亡数，并对 6d后存活鸡进行剖检，记 

录法氏囊／体重、胸腺／体重、脾脏／体重。 

1．4 ELD50和 EID50的测定比较 

分别用 8d的 SPF鸡胚采用卵黄囊接种法进行 

接种。不同的 IBDV毒株分别按 l0倍系列稀释至 

l0一，每个稀释度接种 6个鸡胚，每胚接种 0．1mL。 

剔除 24h内死亡的鸡胚。以后每日照胚 2次，观察 

至 144h，然后根据 Meed．Muech计算方法计算每株 

野毒的囊毒悬液中含有的ELD50。 

对 144h内死亡或不死亡的鸡胚，分别取每个 

鸡胚的部分肝脏、肾脏和脾脏，与 pH为 7-4的PBS 

以 1：4比例混合研磨，离心取上清液，鸡传染性法 

氏囊病快速诊断试纸条进行测试是否有 IBDV 感 

染，根据 Meed．Muech来计算其 EID 

传染性法氏囊病快速诊断试纸条由河南省农 

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提供。 

1．5 vp2高变区的扩增 

人工感染鸡法氏囊中 IBDV基因组 RNA 的提 

取及 cDNA 的合成及扩增按文献【l 1报道的方法进 

行。所用引物为：P1：5 ．TCACCGTCCTCAoC1T- 

AC．3 ，对应于 ORFA．1第 495位到 512位核苷酸， 

长 18bp；P2：5 ．TCAGG I-ITGGGATCAGC．3 ， 

互补于 ORFA一1第 1137位到 1120位核苷酸，长 

1 8bp； P3： 5 一GCCCAGAGTCTACACC ’A AC 

TGC．3 ，对应于ORFA．1第607位到630位核苷酸， 

长 24bp；P4-5 ．GCGACCGTAACGACAGATCC一 

3 ，互补于ORFA．1第 1100位到 1081位核苷酸， 

长 20bp：以 P3、P4为引物，所得扩增产物应为 

494bp。 

1．6 序列测定和比较 

选取经酶切鉴定后的阳性克隆进行序列测定。 

序列测定由上海博亚公司完成。采用DNASTAR软 

件对测定的 4个 IBDV 毒株的 vp2基因高变区的 

cDNA序列和与已知的超强毒参考株 HK46f14]和疫 

苗毒D78的vp2做了比较。 

2 结果 

2．1 IBDV毒株的ELD50和 EID50的测定 

人工接种鸡胚，对 4个毒株的法氏囊悬液测定 

了其ELD50和 EID50，4个法氏囊野毒株均可在 SPF 

鸡胚上复制并使鸡胚致死，但 ELD50呈现一定程度 

的差异。并且使用鸡传染性法氏囊病快速诊断试验 

条测定，结果表明4个野毒株的EID50和ELD50完 

全一致 (表 1)。 

2．2 不同毒株人工感染 SPF鸡的致死率 

表 2列出了 4个 IBDV毒株人工感染 28dSPF 

鸡的死亡率及人工感染 6d后法氏囊、胸腺、脾脏 

的变化。4个 IBDV毒株对 SPF鸡的致死率有差异。 

其 中 GX8，99 株的致死率程度足可算超强毒株 

(vvlBDV)，死亡率为 84％，其它 3个毒株对 28d 

SPF鸡的致死率在45％~71％之间。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孙淑红，等．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野毒株的致病性及其 基因比较 247 

表 1 4个IBDV野毒株法氏囊悬液中病毒含量 

Table 1 ELD50 or EIDso in bursal sample suspension of 

differentIBDV strains 

4个IBDV毒株中，不同毒株对同样日龄的SPF 

鸡的易感性不同，对免疫器官的影响也不同。其中 

以GX8／99株对法氏囊、胸腺造成的伤害更重。 

表 3中列出了4个 IBDV毒株人工感染不同日龄不 

同批次SPF鸡后的致死率以及各免疫器官与体重之 

比。结果表明，不同日龄不同批次的SPF鸡人工感 

染同一病毒时致病性存在差异。 

表 2 不同毒力的IBDV毒株在同一批次 4周龄 SPF鸡上的致病性试验 

Table 2 Pathogenicity of IBDV strains tested in the sarfle batch of SPF chickens at the age of 28 days 

表 3 IBDV野毒株在不同批次不同日龄 SPF鸡的致病性 

Table 3 Pathogencityof IBDV strainsinthedifferentbatchof SPF chickens atthedifferent ageofdays 

2．3 IBDV对中枢免疫器官的作用 

所有毒株在人工感染鸡后，都能引起中枢免疫 

器官法氏囊和胸腺不同程度的萎缩。(表 2和表 3)。 

2．4 攻毒死亡鸡与存活鸡免疫器官的差异 

将 4个 IBDV毒株攻毒28d的 SPF鸡 1～6d内 

死亡鸡和第 6d时剖杀鸡的各项免疫指标分别进行 

统计，发现所有毒株剖杀鸡的胸腺和法氏囊都比死 

亡鸡的胸腺萎缩更严重 (表 2)。另外，所有4个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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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感染后 6d内死亡鸡的脾脏小于 6d后剖杀鸡的。 

2．5 人工感染不同日龄 SPF鸡致死率的差异 

4个IBDV分离株在不同日龄不同批次的SPF鸡 

上的致死率存在很大差异，相对来说，有些毒株对鸡 

的致死率受攻毒时 SPF鸡的年龄的影响较大(表 3)。 

只有GX．8／99株保持相对稳定性，在较大的年龄范围 

内都有较高的致死率。表4列出了不同毒株做人工攻 

毒实验的次数及其致死率的变动范围。 

表 4 不同 IBDV毒株攻毒 3～6周龄 SPF鸡的致死率 

Table 4 Summary of comparisions on pathogenicity of IBDV 

strains in spfchicken of 3～6 weeks of age 

2．6 野毒株与参考毒株的 vp2高变区核苷酸序列比 

较 

vp2基因高变区的cDNA序列和与已知的超强毒 

参考株HK46和疫苗毒D78的同源性比较结果表明 

(表 5)，这 4个 IBDV野毒株的vp2基因高变区与 

vvlBDV参考株 HK46相当接近，为96．8％~99．5％， 

而与疫苗毒 D78差异较大仅为 91．7％~93．6％。在 

这 4个野毒株中，SD1／97、SD3，98和 JS30／99更加 

接近 HK 46，为 97．7％~99．5％。而我们鉴定出的致 

病性最高的 GX8，99则与其他 3株和 HK46的同源 

性相对较低，只有 96．8％~97．7％。4个毒株 VP2 

高变区核酸序列见 GenBank AY 288o47、AY288048、 

AY288O49、AY288050。 

2．7 野毒株与参考毒株的VP2高变区氨基酸序列 

比较 

图 1显示了4个 IBDV野毒株的VP2基因高变 

区的氨基酸序列和与已知的超强毒参考株 HK46和 

疫苗毒 D78的同源性比较。结果表明，4个 IBDV 

野毒株的VP2基因高变区氨基酸序列与vvlBDV参 

考株 HK46相当接近，而与疫苗毒 D78差异较大， 

有 9．12氨基酸差异。在强毒株中，SD1／97、SD3／98 

和 JS30／99更加接近 HK 46。SD1／97与HK46只有 

2个氨基酸变异，而 SD3／98与 JS30，99则与 HK46 

完全相同，虽然它们的核酸序列还有一定差异。而 

我们鉴定出的致病性最高的 GX8／99则与其他 3株 

和 HK46有 3．5个氨基酸变异，看来该超强毒株在 

VP2的高变区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异。 

表 5 野毒株与 HK46株及 D78株的vp2同源性 比较(％) 

Table 5 Homology comparison ofvp2 offield strains with 

theHK46 andD78(％) 

GX8，99 Hk46 Sdl，97 SD3，98 JS3O，99 D78 

GX8，99 97．7 96．8 97．7 97．2 91．7 

Ⅷ 【46 2-3 97．7 99．1 98．6 93．1 

Sdl，97 3-3 2_3 98．4 98．9 92．7 

SD3，98 2-3 0．9 1．6 99．5 93．6 

JS30／99 2．8 1．4 1．2 0．5 93．6 

D78 8．9 7_3 7．8 6．8 6．8 

1 90 

YTITAADDYQFSSQYQAGGVTITLFsANIDAITSLSIGGELVLQTSVQGLIQGATIYLIGFDGTAVITRAVAADNGLTAGTDNLMPFNTV 

⋯ ⋯ ⋯ ⋯ P一 ⋯ ⋯ ⋯ 一一 

- - - ⋯ ⋯ ⋯ ⋯ 一 R⋯ ⋯ ⋯ 一 

⋯ ⋯ ⋯ 一 ⋯ 一 - - - ⋯ 一 一 一 I 

⋯ 一 一

T---一 一一N一 一T⋯ ⋯ ⋯ L 

GX8／99 

HI(46 

SD1／97 

SD3／98 

JS30／99 

D78 

GX8／99 

HK46 

SD1／97 

SD3／98 

JS30／99 

D78 

图 1 IBDV野毒株与vvlBDVHK46株及 D78株 VP2氨基酸序列比较 

Fig．1 mino acid sequence comparison in the variable region of VP2 of field strains with the vvlBDV HK46 and D78 strain 

3 讨论 i 6 

IBDV的VP2是病毒的主要保护性抗原，可诱 的VP2基因的全序列以来，许多国家都分别比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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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流行株 VP2的高变区的系谱关系[11,15,16,19】。我 

国在这方面也有很多的研究【2．6 川。这些研究都试 

图以此来阐明 VP2高变区的碱基或氨基酸变异与 

致病性或其它生物学特性的关系。虽然这些研究都 

显示，在 VP2高变区的氨基酸序列与致病性间有一 

定的关系，但 van den Berg[181对不同毒力的大量野 

毒株的VP2高变区序列比较表明，IBDV的VP2高 

变区只能看作是强毒株或超强毒株在演化系谱中的 
一

种分子标志，而不能作为与致病性相关的标志。 

有鉴于此，我们对 4个 IBDV野毒株的致病性 

和它们的 vp2基因高变区序列同时做了比较分析。 

结果表明，4个 IBDV的毒株在致病性程度上存在 

较大差异，其中有真正的超强毒 GX8／99，其他几 

个虽然达不到真正超强毒的毒力，但也比经典的标 

准毒的致死性高得多。在 vp2基因高变区，这 4个 

IBDV野毒株与超强毒参考株 HK46同源性很高， 

在 DNA水平为 96．8％~99．5％，在氨基酸水平为 

96．6％～100％。而与疫苗毒 D78有很大差异，分别 

只有91．7％～93．6和 91．8％～93．2％。这说明IBDV 

毒株的 vp2基因高变区确实与其致病性有一定关 

系。特别是 SD一1，98、SD一3／99、JS一30／99株之间及 

其与 HK46的同源性高达 98-4和 98．6％以上， 

SD一3／99、JS一30／99株之间及其与 HK46的氨基酸同 

源性为 100％。然而，我们鉴定的一个致病性特别 

高的Gx8／99株病毒l4J与其他 3个野毒株及 HK46 

在 DNA 和氨基酸水平的同源性相对较低，只有 

96．8％～97．2％和 96．6％～97．9％。至于 IBDV毒株 

的致病性与 vp2基因高变区的变异的相关性究竟是 

直接与致病性有关，还是象van den Berg【】8】所认为 

的那样只能看作是强毒株或超强毒株在演化系谱 

中的一种分子标志，这可能需要更有力更直接的实 

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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