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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动物遗传资源

与疾病防治

1  引言

疫病给世界各地的畜牧业带来了负面

的影响。养殖户以及其他从事畜禽健康工

作的人员通过利用化学药物治疗、疫苗接

种、控制病原菌传播和改善管理等措施来

减小疫病危害。但是这些措施的持续性还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使用化学

药物治疗时，会给环境和畜产品安全带来

影响；经济条件差的养殖户难以支付高昂

的治疗费用；以及随着药物应用产生的耐

药性等问题。各种病原菌都能产生抗药

性，例如线虫对驱虫剂产生的抗性、细菌

对抗生素产生的抗性、原虫对抗原生动物

药产生的抗性以及病毒对疫苗反应性的下

降和蜱、螨对各种杀螨剂产生的抗性等。

使用抗生素还会导致抗生素在畜产品和食

物链中的药物残留，并随之产生众多抗药

性更强的病原菌，从而给人类的健康带来

很大的威胁（BOA，1999）。

对于许多疾病来说，已发现了畜禽遗

传多样性与动物易感染程度之间的相关

性。在疾病的遗传管理方面，需要准确区

分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为“抗病性”，它

是指动物抵抗细菌、病毒并免受其感染的

能力。另一个为“耐受性”，它是指动物

感染某一病原菌后，机体生长受病原菌影

响的大小。区分这两个概念很重要，比如

我们要防止某种疾病传播，“抗病性”就

会比“耐受性”显得更重要。

遗传选育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提高畜

禽的“抗病性”和“耐受性”的方法，这

也是控制流行病传播的有效方式。利用这

种方法防治疫病有很多优点（F A O ，

1999），包括：

● 遗传变化一旦产生，将会永久保持；

● 所产生的效果比较稳定；

● 不需要再持续用药就能达到抗病的

目的；

● 使其他方法效力的持续时间更长，

因为病原体和病菌媒介将不易产生

抗药性；

● 广谱性（对多种病原菌具有抗病性）；

● 与化学药物治疗或疫苗注射相比，

对动物体内蠕虫等大寄生虫演变的

影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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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不同品种对某一特定疾病的抗病/耐受性的对比研究

注：FEC= 粪便虫卵计数；**PCV = 血细胞压积。

 疫病/        抗病性较高的   抗病性较低   
试验条件         结  果       参考资料

 寄生虫病      品种           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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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疫病病控制提供了一个管理策

略。

根据问题的性质和手头可利用的资

源，可以有多种方法提高遗传抗病力。这

些方法包括根据生产环境选择合适的品

种；通过与已经适应当地环境条件物种杂

交，提高其他品种的抗病力；以及选出那

些抗病性和耐受性较强的个体进行繁育

等。通过性状的分子遗传标记，选育抗病

性和耐受性强的个体的方法将会更加有

效。但是所有上面提到的方法都必须建立

在一个前提之上，那就是畜群遗传多样性

的存在。如果某一物种的遗传资源多样性

已遭到破坏，那么通过杂交等方法来增加

抗病性的可能性就很小了。而且，模拟试

验显示，如果某一个畜群中具有抗病性的

基因型较多，那么其抵抗灾难性传染病的

能力也会较强（Springbett等，2003）。对

于每个物种来说，维持足够的遗传多样性

对它们抵抗不断变异的病原体的威胁来说

是很重要的。

2  有抗病性或耐受性的畜禽品种

众多证据说明，土著品种由于长期适

应当地自然环境中存在的各种病原菌带来

的威胁，因此拥有更强的抗病能力。各国

在将其土著品种信息输入世界粮农组织

DAD-IS系统的时候，也可以对其本国土

著品种是否具有特殊或有价值的特征等信

息加以说明，其中包括抗病力。但是多数

情况下这些特征没有经过科学验证。尽管

如此，目前已经证明了很多家畜品种在抗

病力方面表现有众多优良特性（见表31）。

下面的论述集中在DAD-IS系统记录的与

不同品种的抗病性和耐受性相关的信息

上，尤其是科学证据已证明了抗病性与基

因多样性相关的病原菌。表 3 2 综述了

DAD-IS 中具有抗病性的哺乳动物的记

录，而表33～39列出了所有被称对某些疾

病或疾病类型具有抗病性能力的品种。

表32

登记到DAD-IS中的对某种疫病/寄生虫病具有抗病性/耐受性的哺乳动物

疫病 水牛 牛 山羊 绵羊 猪 马 鹿

锥虫病 17 4 4
蜱寄生病 1 17 1 1
蜱的传播疾病（未指明） 4
无形体病 2
焦虫病 /巴贝西虫病 4 1
心水病 1 1
体内寄生虫 / 蠕虫 1 2 1 9 1 2 1
肝片吸虫病 2 1
牛白血病 9
腐蹄病 1 14

合计 * 4 59 6 33 3 5 2
* 有关疫病抗病性的所有条目的总数（一些品种被报道对多种疾病有抗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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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锥虫病

靠蚊蝇传播的锥虫病是非洲的比较严

重的动物疾病之一，其主要发生在非洲的

中西部以及东部的部分地区。而其他类型

的锥虫病不仅在非洲，在世界的其他地区

也比较严重。防治的主要方法是使用抗锥

虫病药，但抗药性的出现，以及如何持续

性控制蚊蝇活动等方面的问题，使人们加

强了对综合控制措施的研究，其中包括选

育抗病性强的品种（FAO，2005）。其中

N’Dama 和西非短角牛（West African

Shorthorn）以及 Djallonke 绵羊和山羊在

抗锥虫病方面的表现最佳。虽然这些品种

的个体较小，但是现有研究结果表明，生

活在受锥虫病威胁中等和较高的地区的上

述几个品种的生产性能明显优于其他品种

（Agyemang等，1997）。表33列举了DAD-

IS 收录的具有抗锥虫病能力的品种。

2.2 蜱以及蜱传播疾病

蜱是困扰广大养殖户的一个共同问

题，尤其是对于热带养殖户来说更是如

此。蜱可以通过吸食动物血液危害家畜健

康，在吸食过程中还通过唾液分泌毒素造

成蜱性麻痹，另外蜱吸食后留下的疤痕不

仅会影响皮革的质量，还会使家畜更加容

易感染其他病原菌。而且，他们会传播多

种危害性更大的病原菌，其中主要的是边

虫病、巴贝西虫病、泰勒虫病和心水病。

不同地区分布的蜱品种也随该地区地理生

态环境的不同而异。在不同家畜品种对蜱

以及蜱传播疾病抵抗力的差异方面有着详

细的资料记录。例如很多研究表明 N’

Dama牛对蜱的抗性比瘤牛好（Claxton 和

Leperre 1991；Mattioli等，1993；Mattioli

等，1995）。澳大利亚的研究表明瘤牛×普

通牛的杂交牛比纯系的瘤牛更易感染巴贝

西虫病（Bock等，1999）。印度的土著牛

品种沙希华牛（Sahiwal）对以泰勒虫属

为传播媒介的泰勒虫病的耐受性比荷斯

坦黑白花奶牛对该病的耐受性要好很多

（Glass 等，2005）。表 34 和 35 分别列举

了由DAD-IS收录的不同品种的家畜对蜱

以及蜱传播疾病的抗病性和耐受性差异。

表33

登记到DAD-IS中的有锥虫病抗病性/耐受性的

品种

畜种/ 品种数量 大部分常见品种名

分布次区域

牛 N’dama（20），Baoulé

    北非和西非 15 （4），Lagune （Lagoon）（6），

Bourgou（2），Muturu（2），

Dahomey（Daomé）（2），

Somba，Namchi，Kapsiki.

Kuri，Toupouri，Ghana

Shorthorn，Keteku，Somba

    东非 2 Sheko，Jiddu

绵羊

    北非和西非 4 Vogan（2），West African

Dwarf（4），Djallonk é

（10），Kirdimi

山羊

    北非和西非 4 West African Dwarf（16），

Djallonké（2），Kirdimi，

Diougry

注：可能还有没有录入DAD-IS的其他品种有这种抗

病性 / 耐受性。插入数字＝当超过一个国家报告时的

报告国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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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登记到DAD-IS 中的对蜱传播病有抗病性/耐受性的品种

畜种/分布次区域 疾病名称 品种数量 大部分常见品种

牛

    北非和西非 蜱传播疾病（未指明） 2 Baoulè，Ghana Shorthorn

    南非 蜱传播疾病（未指明） 1 Angoni（2）

    欧洲及高加索 无形体病 2 Cinisara，Modicana，

    北非和西非 焦虫病 2 N’dama，Noire Pie de Meknès

    欧洲及高加索 焦虫病 1 Modicana

    欧洲及高加索 * 心水病 1 Creole（also dermatophilosis）

绵羊

    南非 心水病 1 Damara（2）

马

    欧洲及高加索 焦虫病 1 Pottok

注：可能还有没有录入 DAD-IS 的其他品种有这种抗病性 / 耐受性。插入数字＝当超过一个国家报告时的

报告国家数。

* 瓜德罗普岛，马提尼克。

表34

登记到DAD-IS中的对 tick-burden疾病有抗病性/耐受性的品种

畜种/分布次区域 品种数量 大部分常见品种

牛

    南非 8 Nguni（2），Angoni，Sul Do Save，Pedi，Bonsmara，

Shangaan，Kashibi，Tswana

    东南亚 4 Pesisir，Limousin，Javanese Zebu，Thai

    欧洲及高加索 1 Zebu of Azerbaijan

    南美 1 Romosinuano

    西南太平洋 3 Australian Friesian Sahiwal，Australian Milking Zebu，

Australian Sahiwal

绵羊

    南非 2 Nguni （3），Landim

水牛

    东南亚 1 Thai

鹿

    东南亚 1 Sambar

注：可能还有没有录入 DAD-IS 的其他品种有这种抗病性 / 耐受性。插入数字＝当超过一个国家报告时的

报告国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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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体内寄生虫

蠕虫病是公认的严重影响家畜健康的

一种疾病，尤其是对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养

殖户来说，其对家畜健康的影响更大（Perry

等，2002）。捻转血矛线虫是一种分布范围

很广的寄生虫，主要侵害对象是反刍动物，

因此人们对它的研究也比较详细（见表

31）。因对胃肠道寄生蠕虫的抵抗性较强，

Red Maasai绵羊成为世界著名品种，在肯亚

沿海地区的半湿润地区，对其进行的研究

表明Red Maasai绵羊的捻转血矛线虫感染

率以及感染捻转血矛线虫病后的致死率都

表36

登记到DAD-IS 中的对体内寄生虫/蠕虫病有抗病性/耐受性的品种

畜种/分布次区域 品种数量 大部分常见品种

牛

    南非 1 Madagascar Zebu

    南非 1 Javanese Zebu

山羊

    中近东 1 Yei goat

绵羊

    南非 2 Madgascar，Kumumawa

    东南亚 3 Garut，Malin，Priangan

    欧洲及高加索 1* Churra Lebrijana（fascioliasis）

    拉美及加勒比 3 Criollo（8），Criollo Mora，Morada Nova

    中近东 1 Rahmani

水牛

    东南亚 3* Papua New Guinea Buffalo，Kerbau-Kalang

（fascioliasis），Kerbau Indonesia （fascioliasis）

猪

    东南亚 1 South China

鹿

    东南亚 1 Sambar

马

    东南亚 2 Kuda Padi ，Bajau

注：可能还有没有录入 DAD-IS 的其他品种有这种抗病性 / 耐受性。插入数字＝当超过一个国家报告时的

报告国家数。

* 数据中包括对肝片吸虫病有抗病性的品种。

比杜泊羊（另外一种在该国普遍饲养的绵

羊品种）低。也正是由于Red Maasai绵羊对

这些寄生虫病良好的抵抗力，使得 Red

Maasai 绵羊比杜泊羊的生产力高 3 倍之

多（Baker，1998）。同样Small East African

山羊与Galla山羊相比，前者在寄生虫抗

性方面也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同上）。与

捻转血矛线虫一样，肝血片吸虫也是一

种分布广泛的蠕虫，不同家畜品种在抵

抗肝血片吸虫上表现出来的差异也很大，

如Indonesian Thin Tailed绵羊比St. Croix

和 Merino 绵羊的抗病性强（Robert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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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DAD-IS 里详细记录了一个绵羊

品种和两个水牛品种在抗肝血片吸虫方

面的优势（表 36）。

2.4 腐蹄病

腐蹄病是一种接触性传染的细菌性疾

病，几乎所有有蹄类动物都可能感染此

病，患病后会造成动物的跛行，给养殖户

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尤其是绵羊饲养

户。该病在温带的发病率较高。但也有些

品种对该病有较好的抵抗力，澳大利亚的

研究表明英国的 Romney Marsh，Dorset

Horn和 Border Leicester 绵羊比 Peppin和

Saxon Merino绵羊对腐蹄病的抗病性和耐

受性好（其主要表现为伤痕相对轻且愈合

时间更短）（Emery 等，1984）。

同样，Shimshony（1989）报道，在

以色列的一次腐蹄病暴发期间，东佛里

生羊（East  Friesian） ×阿华西绵羊

（Awassi）的杂交绵羊品种比纯种的阿华

西绵羊的发病率要低。从这些研究结果

中我们似乎可以推断出这样的结论，生

活在腐蹄病易发的潮湿地区的家畜品种

似乎对该病的抵抗力更强一些。DAD-IS

收录的有关家畜腐蹄病抗性的数据列在

表 37 中。

2.5 牛白血病

牛白血病是一种由牛白细胞组织增生

病毒引起的血液传播疾病。患病后，由于

贸易限制、死亡、产出下降以及将畜体运

送到指定的屠宰场进行宰杀等都会导致相

当大的经济损失。另据研究表明，该病的

易感性似乎是受遗传控制的。Petukhov等

（2002）报告了西伯利亚地区来源于不同

父系和母系的牛对牛白血病抗性方面所表

现出来的差异。表38为DAD-IS收录的几

表37

登记到DAD-IS 中的对腐蹄病有抗病性/耐受性

的品种

畜种/
品种数量 大部分常见品种

分布次区域

牛

    欧洲及高加索 1 Sayaguesa

绵羊

    北非和西非 1 Beni Ahsen

    东南亚 2 Large Tailed Han，

    欧洲及高加索 10 Small Tailed Han Kamieniecka，

Leine，Swiniarka，Polskie

Owce Dlugowelniste，Churra

Lebrijana，Lacha，Bündner

Oberl nderschaf，Engadiner

Fuchsschaf，Rauhwolliges

 Pommersches Landschaf，Soay

    西南太平洋 1 Broomfield Corriedale

注：可能还有没有录入 DAD-IS 的其他品种有这
种抗病性 / 耐受性。

表38

登记到DAD-IS 中的对牛白血病有抗病性/耐受

性的牛品种

分布次区域 品种数量 大部分常见品种

中亚 1 Bestuzhevskaya

欧洲及高加索 7 Krasnaya gorbatovskaya，

Istobenskaya，Kholmogorskaya，

Suksunskaya skot，Yakutskii

Skot，Yaroslavskaya，

Yurinskaya，Sura de stepa

注：可能还有没有录入 DAD-IS 的其他品种有这

种抗病性 / 耐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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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家畜品种在牛白血病抗性方面所表现出

来的差异。

2.6 禽类疾病

鸡新城疫和传染性法氏囊病的危害非

常之大，往往可以摧毁整个养殖区、村庄

内的所有禽类。而且这两种疾病都具全球

流行性。一个世纪以前就有有关新城疫暴

发的记载。20世纪大规模的新城疫暴发就

有4次。传染性法氏囊病于1962年首见报

道，70年代开始就呈现流行性发作。来源

于埃及的4个不同禽类品种对新城疫和传

染性法氏囊病病毒的抗性表现不同，研究

表明 Mandarah 鸡（一个杂交双重功能品

种）比其他品种的鸡表现出更好的抗性，

主要表现在人工攻毒后 Mandarah 鸡的致

死率较低（Hassan 等，2004）。其他研究

还表明这种鸡对马里克病病毒的抗性也比

较强。Lakshmanan 等 1996 年对 Fayoumi

和白来航这两种鸡对比研究后，发现前者

对肿瘤的抗性比较强（见下文对马里克病

病毒抗性品种培育的详细描述）。表39列

出了DAD-IS收录的不同禽类品种对禽类

表39

登记到DAD-IS 中的对禽类疾病有抗病性/耐受性的品种

畜种/次区域 疾病 品种数量 大部分常见品种

鸡

    北非和西非 鸡新城疫 1 Poule De Benna

    南非 鸡新城疫 1 Nkhuku

    东南亚 鸡新城疫 1 Red Jungle Fowl

    中美 鸡新城疫 1 Gallina criolla o de rancho

    东南亚 鸡马立克病 1 Ayam Kampong

    欧洲及高加索 鸡马立克病 4 Borky 117，Scots Dumpy，Hrvatica，Bohemian

Fowl

鸭（家养）

    北非和西非 新城疫 2 Local Duck of Moulkou and Bongor，Local Duck

of Gredaya and Massakory

几内亚家禽

    北非和西非 新城疫 2 Numida Meleagris Galeata Pallas，Djaoulés

（peulh）

俄国鸭

    北非和西非 新城疫 1 Local Muscovy Duck of Karal and Massakory

火鸡

    北非和西非 新城疫 1 Moroccoan Beldi

注：可能还有没有录入 DAD-IS 的其他品种有这种抗病性 / 耐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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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14

非洲猪瘟的遗传抗性

非洲猪瘟的遗传抗性

非洲猪瘟（ASF）给全球生猪生产带来

了严重威胁。非洲猪瘟是一种高传染性疾

病，能够引起家猪出血性猝死。目前还没有

有效的疫苗来预防这一疾病，唯一有效的控

制措施是严格控制动物及其产品的运输移

动，迅速鉴定患病猪并立即屠宰和处理掉受

感染的病猪。目前急需其他非洲猪瘟的防疫

控制措施。

相对于家猪的其他较严重的疾病来说，传

染非洲猪瘟病毒（ASFV）的非洲本地野猪不

会产生临床症状，如非洲常见的疣猪（非洲野

猪属）和南非野猪（Potamochoerus spp.）等种

类。这种自然状态下产生的种特异性遗传抗性

对于非洲猪瘟发病机理的分子整合机制的研究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针对非洲猪瘟遗传抗性的育种，正在试

图通过家猪与含有该病抗性的野猪品种进行

杂交育种来获得对该疾病的抗性。尽管有大

量的证据显示这种方法可能有效，然而种间

杂交取得的效果有限。另外，利用那些已经感

染过非洲猪瘟病毒并最终抵抗住病毒攻击生

存下来的家猪进行育种可能会有效提高该病

毒的遗传抗性。大约有5％～10％的家猪在非

洲猪瘟病毒来袭时幸存下来。然而不幸的是，

这些幸存下来的猪却通常不能适应疾病暴发

后采取的疾病清除措施而死亡。利用幸存猪

进行杂交的这一方法可以进行遗传抗性特性

研究，并能够依此建立基础猪群资源家系。这

些资源家系可能在确定和量化非洲猪瘟病毒

遇到抵抗和耐受时发生的遗传变异以及鉴别

相关    遗传标记或数量性状基因座等的相关

研究中起到一定作用。

分子和基因组学研究已经鉴别出非洲猪瘟

病毒蛋白的关键细胞靶点，该靶点在病毒复制

或病毒逃逸免疫防卫机制中作用显著。比较分

析具有不同易感性的猪品种间的相关基因

DNA 序列可以揭示与抗病性的遗传变异相关

联的基因变异情况（单核苷酸多态性）。利用

微阵列技术进行的非洲猪瘟病毒——感染巨噬

细胞的转录组序列分析将发现其他可能在受病

毒感染后以不同方式起调节作用的基因。这些

基因在用于挑选非洲猪瘟病毒低易感性动物的

DNA 标记测试的研制开发中将有重要的利用

价值。

保护有抗病性动物这一工作对于提高非洲

猪瘟病毒遗传抗性来说至关重要。相关的动

物、组织和DNA 对研究者来说都是十分重要

的研究素材。

虽然培育高非洲猪瘟病毒抗病性这一目标

可能达到，但是，在开始着手这项工程前，仍

有几个重要因素需要考虑。考虑因素之一就是

那些不易被感染的具有抗病性的猪很难找到。

大多数情况下，猪会表现出对非洲猪瘟病毒的

临床影响“耐受”。然而这些耐受猪可能在不表

现临床症状的情况下，受感染并将病毒传播到

周围环境中去。因此，这些猪会给该区域的其

他易感猪带来威胁或破坏疫病控制战略。

由 Marnie Mellencamp 博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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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抵抗力和耐受性情况。

3  品种内选择抗病性较强个体的

    可行性

通过对品种内抗病性强的个体进行选

育是控制很多种传染性疾病的重要措施。

地方性传染病在一些饲养生产系统中一直

存在（乳腺炎、蠕虫病），而通过同一个

品种内不同个体对这些疾病反应的表型差

异来选育抗病性好的个体的方法是可行

的。例如，在乳腺炎的诊断过程中进行乳

品内体细胞计数（一个反映细菌污染情况

的指标），以及临床诊断过程中用到的其

他指标都可以用来选育抗病性较强个体的

标准。而且这些数据在养殖场的饲养日志

上都有详细记载，且相关研究表明这些参

数的变异与个体的基因相关性较强

（Rupp和Boichard，2003）。有时家畜的生

产性能指标和抗病性指标会在同一个个体

上发生冲突，这使人们往往会优先考虑抗

病性指标的优劣。因此，现在很多奶牛选

育工作都把抗乳房炎作为一个重要的选育

目标。

寄生虫能对驱虫药产生抗性，这对世

界上很多地区的养殖户来说都是一个严重

的问题，尤其是对于那些饲养小型反刍动

物的养殖户更是如此。人们解决这个问题

的办法往往是频繁地使用各种驱虫药，但

是研究人员现在怀疑滥用驱虫药可能会导

致对多种驱虫药都产生抗性的寄生虫的出

现（Kaplan，2004）。至今已有 25年无新

型的驱虫药产品面市，并且现在也没有看

到任何有关新型驱虫药开发方面的计划，

这深切地表明了目前养殖户对抗寄生虫新

方法的迫切需要（同上）。目前开始对寄

生虫综合管理规划（IPM）重视起来，其

中培育遗传性抵抗力是规划中的一个内

容。基于粪便虫卵计数（FEC）的选择性

绵羊培育已被证明能够有效减少其培育后

代的驱虫剂使用以及有效减少线虫寄生虫

卵对牧场的污染 （Woolaston，1992；

Morris 等，2000；Woolaston 和 Windon，

2001；Bishop 等，2004）。

对传染病的防治也需要寻找和采取其

他措施。通过找到与抗病性大小相关的等

位基因并进行标记，再进行选育抗病性好

的个体是必要的措施（B i s h o p 和

Woolliams，2004）。对于马立克氏病（一

种禽类的病毒病），由于不断使用疫苗已

经导致该种病毒的毒力增强。这样在选育

优良的禽类品种的过程中，对该病的抵抗

力指标显得越来越重要。而对该病毒抵抗

力的大小主要由编码组织相容性抗原

（MHC）的等位基因 B 来决定（Bacon，

1987）。近年来，一直在利用该等位基因

研究马立克氏病的防治问题。最近，研究

人员还发现了其他一些数量性状遗传位点

与个体对该病的抵抗力有关（Vallejo等，

1998；Yonash等，1999；Cheng，2005）。

同时也发现了与抵抗其他几种传染病相关

的等位基因分布，这些传染病包括：牛的

嗜皮菌病（Maillard等，2003），猪的大肠

杆菌性痢疾（Edfors和Wallgren，2000）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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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羊疯痒病（Hunter 等，1996）.

4   结论

从以上讨论和例证中我们可以看出从

遗传学的角度来研究动物的抗病性是一个

有效并且可行的措施，尤其是当其他方法

不能持续地发挥作用时，从基因和遗传学

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更显得有必要。品

种内个体之间以及不同品种之间对不同疾

病抵抗力存在的差异已经被人们所熟知，

并且在很多育种过程中也考虑并应用了这

种差异。但是目前对很多物种、品种以及

疾病的认识还很不足，所以与遗传抗病性

的认识也很有限。很多濒临灭绝品种的基

因组内应该也有一些在抗病性方面表现突

出的基因型，如果在我们发现这些相关基

因以前这些品种灭绝的话，那么这些有可

能提高动物抗病能力的相关基因将会被我

们永远地丢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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