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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制高效的新型鸭呼肠孤病毒病 （ＮＤＲＶ）灭活疫苗，分别采用病毒尿囊液和浓缩后病毒尿囊液为

抗原，经甲醛灭活处理后与常规油佐剂制成灭活疫苗，并进行种鸭免疫后血清学检测、雏鸭免疫保护及安全试

验。结果表明，浓缩疫苗安全性好，能明显提高疫苗的免疫效果，高峰期抗体效价的免疫持续期比常规疫苗长；

浓缩疫苗免疫雏鸭后的免疫保护性达１００％。以上研究表明，ＮＤＲＶ浓缩疫苗安全、高效，在雏鸭上具有良好的

免疫保护效果，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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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鸭呼肠孤病毒病 （俗称鸭出血性坏死性肝

炎，ＮＤＲＶ）是２００５年以来在我国多品种鸭群中

流行的一种新传染病。该病发病日龄小 （５～１０日

龄），发病率５％～２０％、死亡率２％～１５％，剖检

以肝脾出血、坏死为特征性［１－３］。本课题组在前期

的研究中已经研制出安全、有效的油乳剂灭活疫

苗，种鸭经２次免疫后能产生良好的中和抗体
［４］。

为了进一步优化ＮＤＲＶ灭活疫苗的质量，本研究

采用物理浓缩后的 ＮＤＲＶ抗原制备成灭活疫苗，

并与未浓缩的常规 ＮＤＲＶ灭活疫苗进行比较，分

析浓缩抗原疫苗的免疫原性。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病毒、鸭胚和试验动物

新型鸭呼肠孤病毒弱毒株 （ＮＤＲＶＪＭ８５）和

强毒株 （ＮＤＲＶＮＰ０３）由本实验室分离、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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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对漳州某养殖场鸭群ＮＤＲＶ抗体进行检测，

挑选无母源抗体的１０日龄樱桃谷鸭胚，３日龄樱

桃谷鸭和半番鸭，临近产蛋、ＮＤＲＶ抗体为阴性

的樱桃谷鸭用于本试验。

１２　抗原制备、浓缩及ＥＬＤ５０测定

将ＪＭ８５病毒株接种１０日龄的樱桃谷鸭胚，

收获２４ｈ后死亡鸭胚的尿囊液病毒，经３０００

ｒ·ｍｉｎ－１离心１５ｍｉｎ，弃掉沉淀物，上清液装入

透析袋中，扎紧透析袋两端，放入ＰＥＧ２００００盐粉

中，４℃进行透析，当透析浓缩至原总体积的１／５

时取出，用少量的灭菌ＰＢＳ冲洗透析袋内壁，至

浓缩后终体积为病毒原液的１／４。收取浓缩前后的

尿囊液，在１０日龄樱桃谷鸭胚中测定ＥＬＤ５０。

１３　抗原灭活及疫苗的制备

分别将浓缩后尿囊液及未浓缩的尿囊液加入终

浓度为０．１５％甲醛溶液，３７℃灭活２４ｈ，每隔８ｈ

充分混匀１次。灭活后病毒原液按照文献 ［４］的

方法，按油相、水相比例为３∶２进行搅拌混匀，

制成油包水型灭活疫苗。

１４　疫苗安全性检验

３日龄健康雏樱桃谷鸭各１５羽，每羽颈部皮

下及肌肉各注射１．０ｍＬ的浓缩抗原疫苗或未浓缩

的常规疫苗，每日观察鸭群精神和健康状况，连续

观察２０ｄ，并在接种后５ｄ随机剖杀５羽·组－１，

观察肝、脾等内脏病变。

１５　种鸭免疫及中和抗体测定

取上述两种灭活疫苗接种临近产蛋的樱桃谷

鸭，１．０ｍＬ·羽－１，２０羽·组－１；取免疫鸭和对

照鸭，在免疫后第２、３、５、７、９、１１、１３周采

血，参考文献 ［５－６］，采用固定病毒稀释血清法，

测定血清的中和抗体效价，操作简述如下：在９６

孔板中培养鸭胚成纤维细胞，细胞单层后，待测血

清用无血清的ＤＭＥＭ 培养液进行２倍比稀释，取

各稀释度血清与等体积的２００ＴＣＩＤ５０的病毒液混

匀，３７℃作用６０ｍｉｎ后，取混合液接种鸭胚成纤

维细胞，２０μＬ·孔
－１，每个稀释度重复４孔，同

时设病毒对照孔和阴性对照孔，置３７℃、５％ ＣＯ２

培养箱中培养，每日观察细胞病变，按 Ｒｅｅｄ

Ｍｕｅｎｃｈ方法计算血清中和抗体效价。

１６　雏鸭免疫及攻毒保护试验

３日龄半番鸭和樱桃谷鸭接种疫苗，０．３

ｍＬ·羽－１，１５羽·组－１，同时设未免疫的对照

鸭；免疫后７ｄ各组鸭接种 ＮＤＲＶ 强毒 ＮＤＲＶ

ＮＰ０３，１．０ｍＬ·羽－１；攻毒后５ｄ，每组随机取５

羽称重后剖杀，观察肝脾等内脏病变；另１０羽继

续观察２０ｄ。体重数据以平均值±ＳＤ表示，并采

用狋检验计算统计学差异。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病毒ＥＬＤ５０测定

病毒接种鸭胚，收集的鸭胚尿囊液病毒在１０日

龄樱桃谷鸭胚中测定的ＥＬＤ５０为１０
－５．０·（０．１ｍＬ）－１，

经透析浓缩后尿囊液病毒对１０日龄樱桃谷鸭胚的

ＥＬＤ５０达１０
－５．８· （０．１ｍＬ）－１。

２２　灭活疫苗的制备及安全检验

取浓缩和未浓缩的尿囊液病毒用甲醛灭活后，

参考文献 ［４］的方法制成２种油佐剂灭活疫苗。

将这２种油佐剂疫苗大剂量接种３日龄樱桃谷鸭，

结果显示雏鸭接种后在整个观察期内的采食、饮

水、精神状态等均正常，未见发病和死亡；接种后

５ｄ每组随机剖杀５羽，肝、脾等内脏器官未见异

常，表明灭活疫苗安全性好。

２３　樱桃谷鸭单次免疫后中和抗体消长规律

常规疫苗１次免疫成年樱桃谷鸭后，第２周开

始产生中和抗体并渐进上升，７周时效价达到最高

值，至９周时抗体效价趋于稳定，随后开始逐渐下

降。浓缩疫苗１次免疫成年樱桃谷鸭后，第２周开

始产生中和抗体并迅速上升，５周时效价达到顶

峰，并维持高效价至９周，之后开始逐渐下降。对

照组在各个时间点仅有轻微的中和抗体背景值 （图

１）。以上结果表明浓缩疫苗接种后所诱导的中和抗

体效价明显高于未浓缩的常规灭活疫苗，且抗体效

价高峰期的维持时间比常规疫苗长。

图１　成年樱桃谷鸭１次免疫后血清中和抗体效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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犻狀犪犮狋犻狏犲犱狏犪犮犮犻狀犲狊

２５　雏鸭免疫后攻毒保护结果

雏半番鸭和樱桃谷鸭免疫浓缩疫苗后攻击

ＮＤＲＶ强毒，在整个观察期间免疫攻毒组鸭群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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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见发病，与健康对照鸭类似，剖杀也未见半番鸭

／樱桃谷鸭的肝、脾等内脏器官均正常，未见出血、

坏死等特征病变。免疫常规疫苗的雏半番鸭和樱桃

谷鸭攻击ＮＤＲＶ强毒，攻毒后虽然未见明显临床

症状，但是免疫攻毒鸭的肝、脾可见少量坏死灶，

半番鸭和樱桃谷鸭的病变率分别达６０％和４０％；

攻毒对照组在攻击强毒后第３天开始发病，表现为

羽毛脏乱，吃料、饮水下降，不愿走动，剖检见

肝、脾大量的坏死灶，脾脏肿大 （表１和图２）。

上述结果表明浓缩疫苗１次免疫后７ｄ攻毒，具有

良好的预防保护效果；而未浓缩的常规疫苗１次免

疫后攻毒，也能明显减少由强毒感染造成的内脏病

变，但保护效果比浓缩疫苗差。

表１　雏鸭免疫后的攻毒保护试验

犜犪犫犾犲１　犘狉狅狋犲犮狋犻狏犲犲犳犳犻犮犪犮狔狋犲狊狋狅狀犱狌犮犽犾犻狀犵狊犻犿犿狌狀犻狕犲犱狑犻狋犺犻狀犪犮狋犻狏犪狋犲犱狏犪犮犮犻狀犲狊

组别

雏半番鸭 雏樱桃谷鸭

肝、脾出现

病变的羽数

发病率

／％

死亡率

／％

平均体重

／ｇ

肝、脾出现

病变的羽数

发病率

／％

死亡率

／％

平均体重

／ｇ

浓缩疫苗免疫攻毒组 ０ ０ ０ ４１３．３３±９．８５ ０ ０ ０ ４９７．５±９．２

常规疫苗免疫攻毒组 ３ ６０ ０ ３７９．０±２３．９ ２ ４０ ０ ４５５．３３±１１．３

攻毒对照组 ５ １００ ０ ３４９．５±１０．７ ５ １００ ０ ４２６．１７±１１．０

空白对照组 ０ ０ ０ ４１１．５±９．４ ０ ０ ０ ５０１．６７±１４．１

注： 表示与同日龄的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犘＜０．０５）， 表示与同日龄的对照组相比差异极显著（犘 ＜０．０１）。

图２　雏鸭免疫后攻毒肝脏的剖检病变

犉犻犵．２　犖犲犮狉狅狆狊狔犾犲狊犻狅狀狊犻狀犾犻狏犲狉狊狅犳犱狌犮犽犾犻狀犵狊犻狀狅犮狌犾犪狋犲犱狑犻狋犺犖犇犚犞犪狋７犱犪狔狊狆狅狊狋狏犪犮犮犻狀犪狋犻狅狀

注：Ａ为对照鸭肝脏，Ｂ为浓缩疫苗免疫攻毒鸭肝脏，Ｃ为常规疫苗免疫攻毒鸭肝脏，Ｄ为攻毒对照鸭肝脏。

３　讨　论

灭活疫苗中的抗原由于经过灭活处理，接种后

不能在体内增殖，所以疫苗诱导机体产生的免疫应

答强度与抗原含量及免疫原性密切相关［７］。前期研

制的常规灭活疫苗需２次免疫后才能产生有效的中

和抗体，限制了其在雏鸭中的应用。为了进一步优

化ＮＤＲＶ灭活疫苗的质量，本研究采用透析袋浓

缩的方法增加抗原含量，研制浓缩疫苗，比较浓缩

疫苗与常规疫苗的免疫原性。发现浓缩疫苗安全性

好，能明显提高疫苗的免疫保护效果，高峰期抗体

效价比常规疫苗显著增高，且高峰期抗体的免疫持

续期比常规疫苗长，浓缩疫苗免疫１次就能达到常

规疫苗２次免疫的效果；雏鸭免疫浓缩疫苗后，其

免疫后７ｄ的攻毒保护率为１００％，而常规疫苗免

疫后７ｄ的攻毒保护率仅为４０％～６０％；浓缩疫苗

免疫攻毒鸭的体重与正常对照鸭体重无差异，但显

著高于攻毒对照鸭和常规疫苗免疫攻毒鸭，表明研

制的浓缩疫苗安全、高效，种鸭只需１次免疫就能

诱导强的免疫应答，同时疫苗也能够应用于雏鸭，

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也为研制不同疾病的多联疫

苗奠定了基础。

ＮＤＲＶ的典型临床特征是感染鸭的肝脏、脾

脏出现明显的坏死灶。部分感染鸭虽然未能观察到

临床症状，但是已经隐性感染，肝、脾已经有坏死

灶。所以本研究在分析疫苗的免疫保护效力时，采

用免疫攻毒后剖杀的方法，观察肝、脾内脏出现病

变的阳性率和病变程度，为疫苗质量评价提供了一

种安全、便捷、准确的方法。常规疫苗免疫雏鸭攻

毒后，其肝脏、脾脏的病变程度明显低于攻毒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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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而浓缩疫苗免疫攻毒后，肝、脾均未见异常，

免疫鸭的精神、采食、生长状况也均正常。这些结

果证实ＮＤＲＶ灭活疫苗具有良好的免疫原性，且

免疫效果与抗原含量成正比；也进一步表明，浓缩

疫苗适合用于雏鸭，雏鸭１～３日龄免疫，免疫后

７ｄ就可以抵抗强毒的感染，使雏鸭度过该病的危

险窗口期。

本研究虽然建立了一种通过观察免疫攻毒鸭

肝、脾内脏病变程度来评价疫苗免疫效力的方法，

但是内脏器官组织结构是否发生病理变化还需要通

过病理切片进一步观察，这部分研究正在进行，将

另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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