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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中国内蒙古、新疆部分地区鼠类自然感染
恙虫病东方体的调查
张倩

刘运喜

【摘要】
方法

吴晓明

目的

赵秋敏

张泮河

杨红

曹务春

了解中国内蒙古、新疆自治区部分地区鼠类自然感染恙虫病东方体（Ｏｔ）的情况。

采用鼠夹捕鼠，从鼠脾中提取ＤＮＡ，应用巢式ＰＣＲ（ｎＰＣＲ）检测０ｔ．Ｓｔａ５６基因；对部分阳性标

本测序，用Ｃｌｕｓｔａｌ Ｘ（５．０）和ＤＮＡ Ｃｌｕｂ软件对序列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内蒙古地区捕获各种鼠类

共计９０只，其中６只ｎＰＣＲ检测阳性，总阳性率为６．６７％，不同鼠种间阳性率有差别，但无统计学意
义（Ｙ２＝８．８９８，Ｐ＝０．１４８）；新疆地区捕获各种鼠类共计２０只，其中１只ｎＰＣＲ检测阳性，阳性率为
５．００％。不同地区间阳性率比较虽略有差别，但无统计学意义（ｘ２＝０．０７６，Ｐ＝０．７８２）。内蒙古、新
疆部分地区从农田中捕获的鼠类标本为９只，占８．１８％，无阳性标本；从草原捕获的鼠类标本为１０１
只，占９１．８２％，其中阳性标本为７只，草原鼠标本０ｔ感染率为６．９３％。序列分析结果：Ｎ５９（内蒙古
莫氏田鼠）、Ｎ６９（内蒙古黑线仓鼠）、ｘ３３（新疆普通仓鼠）３份标本ｎＰＣＲ产物碱基序列与Ｋａｒｐ株相应
ＤＮＡ片段的碱基序列同源性最高，均为９９％，应属于Ｋａｒｐ型；Ｎ６５（内蒙古黑线仓鼠）及Ｎ８８标本（内
蒙古黑线姬鼠）ｎＰＣＲ产物碱基序列与中国台湾Ｔａｉｔｕｎｇ、２株和Ｔｗ４６１株相应ＤＮＡ片段的碱基序列
同源性最高，均为９４％；Ｎ９０（内蒙古黑线姬鼠）与日本ｏｉｓｈｉ株相应ＤＮＡ片段的碱基序列同源性最
高，为９６％。系统发育分析表明，Ｎ５９、Ｎ６９、ｘ３３位于Ｋａｒｐ株所在的分支，而Ｎ６５、Ｎ８８、Ｎ９０与
Ｔａｉｔｕｎｇ一２株、Ｔｗ４６１株、Ｙｏｎｃｈｏｎ株、Ｓｘｈ９５１株、ｏｉｓｈｉ株、Ｋａｎｄａ株属同一支系。结论

研究证实内

蒙古、新疆部分地区鼠类存在０ｔ自然感染，其基因型较为复杂。这为进一步深入进行恙虫病疫源地
的调查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恙虫病东方体；恙虫病；啮齿动物；流行病学，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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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恙虫病是经媒介恙螨叮咬而传给人的一种自然
疫源性疾病，其病原体为恙虫病东方体（０ｒ施行￡如

名称

所用引物一览表

序

列

位置

扩磊葛段

￡ｓ“￡ｓ“舭ｍ“娩ｉ，Ｏｔ），以鼠类为主要传染源或储存宿
主。以往恙虫病仅发生于我国长江以南地区，１９８６
年以来出现恙虫病疫源地北移的现象，而且在北方
新发现的疫区内，近年来不断有新的疫源地被发现，
其危害越来越严重ｎ。３］。内蒙古尚无恙虫病方面的
报道，新疆虽有Ｏｔ血清学抗体检测阳性的报告旧ｏ，
但缺乏直接的病原学证据。为此于２００４年３—７月

５．ｎＰＣＲ扩增：所有标本采用ｎＰＣＲ扩增以检

和２００５年３—７月对内蒙古、新疆自治区部分地区鼠

测是否有ｏｔ感染，两轮扩增引物分别为Ｐ３４／Ｐ５５及

类自然感染Ｏｔ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材料与方法

Ｐ１０／Ｐ１１。条件：９４℃５ ｍｉｎ—，９４℃３０ ｓ，５７℃
２ ｍｉｎ，７０℃２

ｍｉｎ一７２℃１０ ｍｉｎ，扩增３０个循环。

第２轮以１肚１第１轮ＰＣＲ扩增产物为模板。取
１．标本采集：调查地点为新疆自治区阿勒泰北

ｎＰＣＲ产物３～５肛ｌ进行１．５％琼脂糖电泳，紫外灯下

湾哈巴河地区（主要为农田）和伊犁地区新源县那拉

见有５０９ ｂｐ带者为阳性。实验同时设阳性和明性

提草原，内蒙古自治区大杨树草原及林区。哈巴河

对照。

地区和伊犁地区新源县那拉提草原采集鼠标本的地

６．ｎＰＣＲ扩增产物的纯化：采用ＴａＫａＲａ公司

域面积均约为２０ ｋｍ２，内蒙古大杨树草原及林区采

生产的ＤＮＡ片段回收试剂盒，按说明书从琼脂糖

集鼠标本的地域面积约为１５～２０ ｋｍ２。于２００４年

中回收ｎＰＣＲ产物，一２０℃冻存备用。

３—７月和２００５年３—７月之间，采用鼠夹诱捕法捕

７．序列同源性比较和系统发育树分析：对Ｎ５９、

鼠，所获标本经鼠种鉴定后现场无菌解剖，取脾组织

Ｎ６５、Ｎ６９、Ｎ８８、Ｎ９０、Ｘ３３

置一２０℃保存待用。

纯化后送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公司测得碱基序列。对获得的

６份标本ｎＰＣＲ扩增产物

２．国际参考株：Ｋａｒｐ株由本所保存。

序列和部分ｏｔ参考株的相应序列采用ＢＬＡＳＴ软

３．模板ＤＮＡ的提取：使用Ｔｒｉｚｏｌ（Ｇｉｂｃｏ公司

件做核苷酸序列间的比较和分析。运用Ｃｌｕｓｔａｌ Ｘ

产品）试剂提取ＤＮＡ，其过程简述如下：在实验室以

５．０软件对目标序列进行排列，然后运行ＰＨＹＬＩＰ

无菌操作剪取约３ ｍｍ３（约５００ ｍｇ）大小的脾组织，

软件中ＳＥＱＢＯＯＴ程序，Ｂ∞ｔｓｔｒａｐ分析重复数为

放入灭菌研磨器中，加入Ｔｒｉｚｏｌ，充分研磨后移入

１０００，采用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ｊｏｉｎｊｉｎｇ（ＮＪ）法，距离模式选用

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管中；通过离心分离去除ＲＮＡ后，用

Ｊｕｋｅｓ－ｃａｎｔｏｒ

０．１

ｍｏｌ柠檬酸钠，１０％乙醇溶液洗涤２次后获得

ＤＮＡ沉淀，然后将其悬于７５％酒精中静置１０—
２０ ｍｉｎ。２０００

ｇ，４℃离心５ ｍｉｎ，然后将ＤＮＡ沉淀

溶于８ ｍｍ０１ ＮａＯＨ溶液中，４℃过夜。最后将提取
好的ＤＮＡ溶于ＴＥ（０．０１ ｍｏｌ，ｐＨ值８．０）中，
置一２０℃备用。ＤＮＡ浓度及质量通过紫外分光光
度计进行测量和评价。

方式，依次运行

ＤＮＡＤＩＳＴ、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和ＣＯＮＳＥＮＳＥ程序得到系统发育树。

８．统计学分析：应用＿）（２检验比较不同地区、不
同宿主动物感染率的差异，统计处理应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软件。
结

果

１．宿主动物调查及ｎＰＣＲ检测结果：内蒙古地

４．引物：根据已发表的Ｏｔ—Ｓｔａ５６ ＫＤａ抗原基因

区捕获各种鼠类共计９０只，均在大杨树草原及林区

序列设计引物Ｈ］，由北京三博远志生物公司合成。

采集。从其中６只鼠脾提取的模板ＤＮＡ扩增出

采用巢式ＰＣＲ（ｎＰＣＲ），Ｐ３４／Ｐ５５为外引物，Ｐ１０／

５０９ ｂｐ大小的目的片段（图１），总阳性率为６．６７％。

Ｐ１１为内引物。具体序列及位置见表１。

不同鼠种间阳性率有差别，但无统计学意义（Ｘ２＝

主堡煎塑堑兰茎查！！竖生！旦箜！！鲞箜！塑坠！！』垦旦！ｉ！里！尘！』！塑！Ｑ！！！∑尘：！！！堕！：１
８．８９８，ｄ厂＝７，Ｐ＝０．１４８）；新疆地区捕获各种鼠类

９９．００％，应属于Ｋａｒｐ型；Ｎ６５标本ｎＰＣＲ产物碱基

共计２０只，阿勒泰北湾哈巴河地区共捕获９只，伊

序列与中国台湾Ｔａｉｔｕｎｇ一２株和ＴＷ４６１株相应

犁地区新源县那拉提草原共捕获１１只。其中１只

ＤＮＡ片段的碱基序列同源性最高，均为９４．００％。

鼠脾提取的模板ＤＮＡ扩增出５０９ ｂｐ大小的目的片

Ｎ８８标本碱基序列与Ｔａｉｔｕｎｇ一２株和Ｔｗ４６１株相

段，阳性率为５．００％。不同地区间阳性率比较虽略

应ＤＮＡ片段的碱基序列同源性也最高，亦均为

有差别，但无统计学意义（ｘ２＝０．０７６，Ｐ＝０．７８２）。

９４．００％。另外，Ｎ６５、Ｎ８８与Ｙｏｎｃｈｏｎ株（韩国）、

内蒙古、新疆两地区的１１０只鼠标本中，从农田中捕

Ｓｘｈ９５１株（中国山西）、ｏｉｓｈｉ株、Ｋａｎｄａ株序列同源

获的鼠标本为９只，占８．１８％，无阳性标本；从草原

性也较高，同源性在９０％～９３％之间；Ｎ９０标本与

捕获的鼠标本为１０１只，占９１．８２％，其中阳性标本

Ｏｉｓｈｉ株相应ＤＮＡ片段的碱基序列同源性最高，为

为７只，草原鼠标本中Ｏｔ感染率为６．９３％（表２）。

９６％，而与Ｋａｎｄａ株、Ｔａｉｔｕｎｇ一２株、Ｔｗ４６１株、
ｓＸｈ９５１株、Ｙｏｎｃｈｏｎ株序列同源性也分别达到
９５％、９１％、９１％、９０％、８９％。系统发育树分析结
果：Ｎ５９、Ｎ６９、ｘ３３ ３个标本位于Ｋａｒｐ型所在的分
支；而Ｎ６５、Ｎ８８、Ｎ９０与Ｔａｉｔｕｎｇ一２株、ＴＷ４６１株、
Ｙｏｎｃｈｏｎ株、Ｓｘｈ９５１株、Ｏｉｓｈｉ株、Ｋａｎｄａ株属同一支
系（图２）。

１：Ｍａｒｋｅｒ（１００ ｂｐ）；２：Ｋａｒｐ株；３：标本Ｎ５９；４：标本Ｎ６５；５：标
本Ｎ６９；６：标本Ｎ８０；７：标本Ｎ８８；８：标本Ｎ９０；９：标本ｘ３３
图１

内蒙古、新疆地区鼠类脾标本ｏｔ—Ｓｔａ５６基因
ｎＰＣＲ扩增产物１．５％琼脂糖电泳结果

表２

内蒙古、新疆地区不同鼠种ｎＰＣＲ检测结果

一Ｕ ｌ

ＧｅｎＢａｎｋ中的序列号：Ｋａｒｐ（Ｍ３３００４），Ｋａｔｏ（Ｍ６３３８２），Ｋａｗａｓａ＿ｋｉ
（Ｍ６３３８３），Ｋｕｍｋｉ（Ｍ６３３８０），Ｙｏｎｃｈｏｎ（Ｕ１９９０３），Ｓｘｈ９５１
（ＡＦ０５０６６９），０ｉｓｈｉ（ＡＦｌ７３０３７），Ｋａｎｄａ（ＡＦｌ７３０３９），Ｔｗ２６１
（ＡＹ２２２６３６），Ｔｗ４６１（ＡＹ２２２６３１），Ｂ。ｒｙｏｎｇ（Ｌ０４９５６），Ｔａｉｔｕｎｇ一２
（ＡＹ３３５８１９）
图２

基于Ｓｔａ５６基因片段部分序列构建内蒙古、新疆地区
６份标本与其他已知序列的０ｔ的系统发育树

注：括号内为标本编号

讨

论

２．６份代表标本Ｓｔａ５６基因片段序列与已知参

恙虫病在我国流行历史悠久旧Ｊ，１９８５年以前我

考株相应序列的比较：对Ｎ５９、Ｎ６５、Ｎ６９、Ｎ８８、Ｎ９０、

国恙虫病仅在北纬３１０以南的广大地区流行，东至

ｘ３３（标本依次来自内蒙古地区莫氏田鼠、黑线仓

台湾、福建等省，西至云南、四川和西藏地区南部，、南

鼠、黑线仓鼠、黑线姬鼠、黑线姬鼠和新疆地区普通

至海南、广东和广西地区，北至浙江和湖南省，陕西

仓鼠）６份阳性标本进行测序。同源性分析结果：

有少数病例报告’３ Ｊ。１９８６年以来，我国恙虫病疫源

Ｎ５９、Ｎ６９、Ｘ３３标本的ｎＰＣＲ产物碱基序列与Ｋａｒｐ

地不断北移¨·。已在山东、山西、河北、天津和东北

型相应ＤＮＡ片段的碱基序列同源性最高，均为

等地区发现该病流行或暴发‘６墙。。但有关内蒙古、新

·４７８·

史堡煎堑疸堂盘查！！！！生！旦箜！！鲞筮！塑堡垒垫』堡Ｅｉ！！巴ｉ！！！』！塑！！！！：ｙ！！：！！！塑！：！

疆地区恙虫病的情况尚无病原学报告。本研究首次

山西疫源地可能存在一定的关联，但尚待进一步扩

对这两个地区鼠类自然感染Ｏｔ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大样本量来确证这种关联。

结果表明，内蒙古地区鼠总阳性率为６．６７％；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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