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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ypervariable region of vp2 gene of six different IBDV(Infectious bursal disease virus) 

isolates，which were isolated from Jiangsu province，was amplified by RT-PCR and sequenced
． 

Furthermore，sequences of six IBDV isolates were analyzed by ClustalX and Phylip3
．5．It was 

suggested that three isolates(Y3，P2G'P8G)were closely related to vvlBDV (very virulent IBDV) 

strains isolated from China and Europe．Other isolates(SZ，Y5，W04)were very close with Japanese 

vvlBDV strains．This study laid on foundation for the research of molecular epidemi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BDV vacc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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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实验采用来源于江苏地区的六株不同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 (Infectious bursal disease virus，IBDV)毒 

株，应用 RT-PCR法对 vp2基因高变区进行了扩增，构建重组质粒pMD18T-vp2，测序。与有代表性的 IBDV毒 

株VP2基因高变区序列进行比较分析，以 ClustalX软件进行序列比对，得到基因序列及氨基酸序列同源性，[BDV 

Y3、P2G、P8G、SZ、Y5和W04(6株)IBDV与 D6984(荷兰)的同源性达到99．0％以上，与其它一些超强毒 

株 (very virulent IBDV，vvlBDV)的同源性也达到了97．8％以上，并在关键氨基酸位点符合 vvlBDV特征，采用 

Phyfip3．5软件分析作出进化树，其结果从分子水平说明六个毒株均为vvlBDV，与欧洲和日本的超强毒株有较近 

的亲缘关系，而与美洲株的较远，从而为IBDV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和疫苗的研制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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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传染性法氏囊病毒 (Infectious bursal disease 中和抗体，具有血清型特异性，并可诱导哺乳动物 

virus，IBDV)引起鸡 (I型)和火鸡 (II型)的一 细胞凋亡【̈。IBDV 不同毒株氨基酸的差异主要发 

种高度接触性传染病一传染性法氏囊病 (Infectious 生于 VP2区特别是 206至 305个氨基酸，称之为 

bursal disease，IBD)，给世界各国的禽养殖业带来了 VP2高变区，是抗原性的主要部位。这段区域内不 

巨大损失。IBDV基因组由A (3．2kb)、B (2．8kb) 同毒株间的变异很大，其分子结构的改变常导致病 

两个双链RNA节段构成。vp2基因位于 A节段内， 毒致病力的改变及宿主对疫苗应答的改变，使得传 

形成的VP2为主要的结构蛋白和保护性抗原成分。 统的疫苗不能控制其流行。在 VP2基因高变区内包 

携带有宿主保护性抗原决定簇，可诱导产生保护性 括两个亲水区和一个七肽区。亲水区是变异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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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部位 』，对于超强毒株抗原性极为重要。因此， 

亲水区内氨基酸残基的改变将会导致病毒抗原性 

的改变，甚至新型变异株的出现。七肽区(S．W-S．A． 

S-G-S)的氨基酸位点与 IBDV 的毒力和致病力密 

切相关。 

本实验对来源于江苏地区的 6株 IBDV 的 2 

基因高变区段进行序列分析，从IBDV结构的分子 

机理研究毒株间的同源性与亲缘关系，分析其变异 

规律，为IBDV的分子流行病和疫苗的研制提供科 

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IBDV细胞毒 SZ、Y3、Y5、W04(分别以SZ、 

Y3、Y5、w04代称)和组织毒 P2G、P8G (分别 

以P2G、P8G代称)分别来自苏州、扬州和南京某 

鸡场，由南京农业大学姜平教授和南京军事医学研 

究所王永山研究员惠赠。vero细胞和大肠杆菌 

DH5a均 由本室保存 。限制性内切酶 (EcoRI、 

棚I、BamHI)、Rnase Inhibitor、pMD-1 8T载体 

试剂盒、DL2000Marker购自 Takara；随机引物、 

AMV购自Promega；Taq购自 Biostar；胶回收试 

剂盒购 自Omega；Trizol、DEPC购 自Invi~ogen； 

新生小牛血清、1640培养基购 自Gibco。 

1．2 病毒的增殖 

细胞毒：1640培养基加入 10％新生小牛血清培 

养 vero细胞，培养 24h以内的vero细胞接毒，48 h 

观察到明显 CPE后收毒，反复冻融三次，-20℃进 

行保存。 

组织毒：取患病组织 0．5g，以PBS(DEPC水 

配制)按 5：1比例研磨，5000r／min 5min低温离心 

后，保留上清弃去沉淀，上清液 20~C进行短期保存。 

1．3 病毒 RNA的提取 

细胞毒 100，000g 4"C超离心 2．5h，适量 PBS 

重悬沉淀，使用 Trizol试剂按照常规方法对进行病 

毒RNA的提取；研磨并重悬后的组织毒使用 Trizol 

试剂按照常规方法对进行病毒 RNA的提取。得到 

的RNA用 DEPC水溶解，立即进行RT-PCR。 

1．4 引物设计 

根据GeneBank已发表 IBDV序列，以Oligo6．0 

和 PrimerPremier5．0软件设计一对引物，委托北京 

奥科生物公司合成。引物序列如下： 

上游引物 (573．59O)：5 ．GCCAACATCAACG 

ACAA．3 

下游引物(1227．1210)：5 ．GGCGACCGTA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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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Phylip3．5软件剥本实验 6株病毒和选自 

GerteBank的毒株进行分析做出进化树，从进化树 

所显示的亲缘关系对本实验6株病毒进行分析。 

表 1 丰文所引HJ的l予列 

Table I Sequences used in this paper 

Sequences labelled with wets'six[BDVs d in the exp~dmenl 

Used 6 IBDV strains in this test 

2 结果 

2．1 细胞毒增殖CPE 

以vem细胞增殖病毒48h lJ现刚显CPE。 

2．2 PCR产物的琼脂糖凝胶电泳 

1％的琼脂糖电泳检测 PCR产物，显示P2-G、 

s2、Y3、Y5和WO4样品均得到约 654bp的条带， 

与预期大小 l符 (图未示)．． 

2．3 pMD18T-vp2质粒双酶切鉴定 

PCR产物以 1％freJ琼脂糖电泳后进行胶回收， 

得到的产物与 pMD—l8T载体连接，转化 DH5c~，随 

机挑取牛长十含X—gal和 1PTG的LB—Amp、P板 I 

的白色单茼落，对得到的 pMDl ST-~p2质粒进行 

EcoR I手u Hind III舣酶剀鉴定，得列约 2．8kb千̈ 

654bp两条带，这与 RT-PCR结果是一致的，如 I 

所示： 

M 1 P2O P8G SZ Y3 Y5WO4 、12 

l—  bn I6．27( S 5dg) 3 c1 2．580 

2 4 VP2片段序列的同源性比对 

序列测定获得 'p2基囡高变区『 列 654bp，并 

推导出其氨基酸序列 从同泺性比较和 vp2-葡 匪： 

核 酸序列比对表叫：Y3和 PSG与D6984(荷兰) 

同源住达到 99．3％ P2G 与 D6984同源件达到 

99．0％，SZ 、Y5和 w04 与 D6984同源性达到 

99．5％；与其它几株 vvIBDV 表Ⅲ出较高 源 ， 

如OKYM (日本)≥98．9％，HK46t香港)≥UK661 

(旗国)≥98．7％，BD3，99(德国)≥98．0％，G920l 

¨一州)>97．8％。与同外的 些经 毒株和变异株 

比较，其同源性普遍在 95％以下．与我吲Harbin、 

ZJ2000、CJ80l、GZ902等毒 的同源性梢对也较 

低， 兑明在这一段抗原位点易发牛变 结果晓叫 

本实驰所采用的6株 IBDV与米F1日本、I歃i州和我 

国的vvlBDV均宵较高的宁列同源性，而 与经典株 

和弱毒株的嘲源性较差。 

2．5 进化树的构建 

进化树罔 3覆可{，这6株 IBDV处于H一人分 

支中 井目． I1 、 、欧的 vvIBDv (OKYM (1] 

本】、HK46(香港)、UK661【旗旧)、BD3／99(德 

同1、G9201(广一州)、D6984(茼’ ))和源 OKYM 

的致弱毒株 OKYMT处于同 大分支t }1 Y3 

与 HK46、D6984、G9201形成 一个分支，P8G、P2G 

与 BD3／99在l|=i】一分支内．SZ、Y5和 W04 与 

OKYM 有着较近『自亲缘关系，UK66l为弛、 的 

支 表明本实验的 6橡 IBDV上要 来n1]木、欧 

洲干『1我围的 vvlBDV有较近}_l(】泉缘天系 

l蚓3 根据VP2 l J业 拽f{：限I 1々 J 怍的进化树 

Fig 3 Phylogenetic tree ol the 654一bp 1'i；2 gene fragment 

based On GenBank 1'12ference lBDV strallI and l,,o Jates 

from Jiangsu province 

圈2 pMDI8T-VP2厦皇f_【质粗EcoR 1 Hind I11投睫【，】鉴定 

2 The identificatio 0r 。 3讨论1 MI
． 2IL2 fx30N~arker：M2．^DNAI rtR I十Hind jtl一日 』 H I．P2G, ’ 

0。s - 一 ’w ：pMD18T vp2lE~ I+ ” dⅢ 术实验所采用的 6株 IBDV 柬自LJ木、l坟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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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国的 vvlBDV有较高的序列同源性，6株 IBDV 

与中、日、欧等地的vvlBDV同源性最高，均在97％ 

以上 。 

IBDV分子七肽区 (S—W-S—A—S—G．S)的分子结 

构与IBDV的毒力和致病力密切相关，其中 1个或 

2个丝氨酸被取代必将导致毒力的下降。七肽区保 

持 SWSASGS不变是 vvlBDV结构上的一个典型特 

征，另外有一些对 IBDV毒力强弱具有决定作用的 

特征性氨基酸位点 Q249、G254、N279、T284、A222、 

1294、$299 J。其中N279和 T284是 IBDV适应 

CEF细胞的关键性氨基酸 】，适应细胞后得到的弱 

毒株可作为活疫苗，而 四种 vvlBDV：HK46、 

OKYM、D6948、UK661在这两个位点发生了相同 

的变化 (N279D，T284A)后均不能适应 CEF细胞， 

也说明了这些位点对毒力的重要性 【6】。结合其分子 

结构的比较，本实验毒株 P2G、P8G、Y3、SZ、 

Y5、wo4的七肽区保持 SWSASGS未发生任何变 

化，此结构符合 vvlBDV特征。另外，当 249、254、 

279、284、222、294、299位氨基酸发生变化 Q249、 

G254、N279D、T284A、A222、1294、$299，113DV 

具有超强毒性，成为 vvlBDV。经对 P2G、P8G、 

Y3、SZ、Y5、W04六株 mDV的 249、254、279、 

284、222、294、299位氨基酸分析，证实这几个位 

点分别为 Q、G、D、A、A、I、S，不存在弱毒株 

特征，完全符合 vvlBDV典型结构特征。因此，确 

定该六个分离株为 vvIBDV。亲水区内氨基酸的保 

守性对 IBDV的抗原性是极为重要的。P2G、P8G、 

Y3在第一亲水区和第二亲水区内的氨基酸与所选 

vvIBDV相比均未发生变化；SZ、Y5、wo4只在第 
一

亲水区发生了一个氨基酸 Q219R的变化，这一变 

化是否会引起病毒抗原表位的变化还有待进一步 

研究。 

进化树的分析中，本实验六株 IBDV(P2G、P8G、 

Y3、SZ、Y5、W04)与中、日、欧 (OKYM、HK46、 

UK661、BD3／99、G9201、D6984)的 vvmDV 和 

源于 OKYM 的致弱毒株 OKYMT处于同一大分支 

中。具有最近的亲缘关系。 

综上所述，同源性比较和进化树的研究分析结 

果表明，实验中6株来源不同的IBDV分离株 P2G、 

P8G、Y3、SZ、Y5、W04在本实验分子水平的分 

析可认为是超强毒株，且与国外 (主要是欧洲和 日 

本)vvlBDV 有密切的亲缘关系。结合众多国内外 

资料，发现亚洲流行的IBDV多与欧洲株的同源性 

较高并有较近的亲缘关系，上世纪 8O年代至9O年 

代亚洲正是我国大量进口鸡种及蛋产品的时期，分 

析推测本实验的6株 IBDV很有可能起源于欧洲而 

非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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