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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大兴安岭林区蜱和鼠中莱姆病螺旋体感染
及其基因分型研究
褚宸一

何静

【摘要】

王剑波

目的

哈森高娃

赵秋敏

吴晓明

张泮河

蒋宝贵

高燕

曹务春

了解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蜱和鼠中伯氏疏螺旋体的感染及基因分型情况。方法

应用巢式ＰＣＲ扩增蜱和鼠中伯氏疏螺旋体５Ｓ～２３ｓ ｒＲＮＡ间隔区片段，对阳性产物进行限制性片段
长度多态性（ＲＦＬＰ）分析和单链构象多态性（ＳｓＣＰ）分析，ＲＦＬＰ分析显示特殊带型的样本测序分析。
结果检测全沟硬蜱１３３６只，２９３只阳性，阳性率为２１．９３％；森林革蜱１４４只，６只阳性，阳性率为
４．１７％；嗜群血蜱１４４只，未发现有伯氏疏螺旋体感染。检测鼠９种１４５只，感染伯氏疏螺旋体的４
种５只，感染率为３．４５％；其中检测８只棕背胖，２只阳性。ＲＦＬＰ分析及序列分析显示蜱中有

Ｂ．舭ｒ锄砭２００４７亚型、Ｂ．舭一ｎ甜ＮＴ２９亚型、Ｂ．哆触珑基因型以及不同基因型或亚型伯氏疏螺旋体
的混合感染；鼠感染的伯氏疏螺旋体包括Ｂ．筋以咒西２００４７亚型和Ｂ．职以，ｚ以ＮＴ２９亚型。ＳｓＣＰ分析
结果显示带型多于３６种。结论

大兴安岭林区蜱及鼠中均存在伯氏疏螺旋体的感染，其中全沟硬蜱

的感染率较高；Ｂ．昭以咒旋型为主要基因型，且该地区伯氏疏螺旋体存在遗传多态性。单只蜱中存在
同时感染不同基因型伯氏疏螺旋体的情况，人和宿主动物是否存在不同基因型伯氏疏螺旋体混合感
染尚待进一步研究。全沟硬蜱和棕背嗣平分别是该林区伯氏疏螺旋体的主要媒介和主要储存宿主。
【关键词】伯氏疏螺旋体；基因型；蜱；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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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姆病的病原体——伯氏疏螺旋体是通过某些
硬蜱的吸血活动在动物间循环传播，某些小型动物
是其主要宿主动物。伯氏疏螺旋体具有高度的遗传
异质性，至少可分为１１个基因型，其中４个基因型

电泳５ ｈ，硝酸银染色后照相保存。
６．序列测定和分析：ＲＦＬＰ分析中与已有带型
不同的样品进行碱基序列测定和分析。
结

果

对人类有致病性…。流行病学和病原学研究证实大
兴安岭林区是莱姆病的主要疫区之一心１。为详细了

１．蜱及鼠中伯氏疏螺旋体的检测：分别在大兴

解该林区蜱及鼠中伯氏疏螺旋体的感染及其基因分

安岭林区的北部、南部、中东部和中西部的１６个地

型情况，我们在该林区进行了选点调查研究。

区采集标本，北部包括满归、阿龙山、金河和得尔布
尔；南部包括卓源和卓尔；中东部包括阿里河、吉文、

材料与方法

毕拉河和大杨树；中西部包括伊图里河、图里河、库

１．标本来源：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５年的５—７月间在

都尔、乌尔旗汗、牙克石和免渡河，其中只在西部图

内蒙古自治区大兴安岭林区的１６个林业局，用布旗

里河，中部毕拉河，东部大杨树采集鼠标本。检测全

法在针阔混交林中采集游离成蜱，同时用诱捕法采

沟硬蜱１３３６只，２９３只阳性，阳性率为２１．９３％；森

集野鼠，分类、鉴定及保存待用。

林革蜱１４４只，６只阳性，阳性率为４．１７％；嗜群血

２．伯氏疏螺旋体ＤＮＡ提取：分别采用煮沸法
和Ｔｒｉｚｏｌ法提取蜱及鼠脾脏中伯氏疏螺旋体ＤＮＡ。

３．伯氏疏螺旋体的检测：采用巢式ＰＣＲ检测蜱

蜱１４４只，未发现有伯氏疏螺旋体感染。统计学检
验表明，３种蜱的带菌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ｘ２＝
６２．３５５，Ｐ＜０．０５）；此外，雌性和雄性全沟硬蜱带菌

ｒＲＮＡ

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Ｙ２＝１５．６４，Ｐ＜０．０５），雌性

基因间隔区保守区设计引物，进行巢式ＰＣＲ检测；

全沟硬蜱的带菌率（２６．１１％）高于雄性的带菌率

ＰＣＲ反应总体积为２０弘ｌ，包括２肛ｌ模板，１０×ＰＣＲ

（１７．０５％）；不同地区全沟硬蜱的带菌率也有差异

缓冲液２肛ｌ，引物浓度为１２．５肛ｍｏｌ／ｌ＇ｄＮＴＰ为

（Ｙ２＝１５０．３７１，Ｐ＜Ｏ．０５），南部地区全沟硬蜱带菌

ｍｍ０１／Ｌ，Ｔａｑ ＤＮＡ聚合酶ｏ．４弘１（２．５ ｕ肛１）。第

率（４５．６１％）高于其他三个地区（中东部全沟硬蜱带

一轮和第二轮扩增的退火温度分别为５５℃、５９℃。

菌率为１４．６１％，中西部全沟硬蜱带菌率为１３．９４％，

取ＰＣＲ产物５弘ｌ，用１．５％的琼脂糖凝胶电泳，溴化

北部全沟硬蜱带菌率为１３．０６％）（表１）。检测鼠９

乙锭染色，于紫外灯下观察结果。每次实验都设立

种１４８只，感染伯氏疏螺旋体的有棕背孵、黑线姬

空白（水）对照，并采取严格措施以避免污染。

鼠、花鼠和褐家鼠４种５只，感染率为３．４５％（表

及鼠的带菌情况。参考文献［３］，从５Ｓ～２３Ｓ

１０

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ＲＦＬＰ）分析：取阳性
标本的ＰＣＲ产物５”ｌ，用限制性内切酶Ｍｓｅ工
（１０

０００

Ｕ／ｍｌ；Ｎｅｗ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Ｂｉｏｌａｂｓ）参照产品说明

２）。４种鼠的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Ｙ２：
４．４２７，Ｐ＜０．０５），而中部、东部、西部三个地区鼠的
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ｘ２＝４．４２７，Ｐ＝０．２０８）。

酶切。酶切产物用２０％聚丙烯酰胺凝胶于８０ Ｖ电

２．蜱及鼠中伯氏疏螺旋体的基因型：

压下电泳１０ ｈ；电泳结束后，硝酸银染色，照相后

（１）ＲＦＬＰ分析及序列分析：ＲＦＬＰ分析结果显

保存。

示，全沟硬蜱感染的伯氏疏螺旋体包括Ｂ．艘一靠ｉｉ和

５．单链构象多态性（ＳＳＣＰ）分析：取３”ｌ ＰＣＲ产

Ｂ．口厂捌ｉｉ两种基因型，Ｂ．舭一竹ｉｉ又包括

物与等体积甲酰胺变性液，９９℃变性１０ ｍｉｎ，取出后

Ｂ．舭一挖娩２００４７和Ｂ．职一”ｉｉ ＮＴ２９两种亚型；３０只

迅速加入Ｅｘｃｅｌ Ｇｅｌ预制胶上样孑Ｌ中，２００ Ｖ电压下

全沟硬蜱发生混合感染，感染率为２．２５％；另有９份

·６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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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显示特殊带型，序列测定分析表明属于

·

（或）不同亚型间的混合感染显示多种带型。

Ｂ．鼬“以ｉｉ基因型。森林革蜱感染的伯氏疏螺旋体
也包括Ｂ．躬ｒｉ以葫２００４７亚型、Ｂ．舭以行ｉｉ ＮＴ２９亚型
和Ｂ．口＆ｅ胁基因型，而且有１份标本带型特殊，序

列测定分析表明属于Ｂ．胛ｒｉ咒菇基因型。详细结果
见表３。５只带菌鼠均感染Ｂ，舭以咒西基因型伯氏疏
螺旋体，其中黑线姬鼠、花鼠和褐家鼠各１只均感染

Ｂ．鼬一九ｉｉ ２００４７亚型，２只棕背鼠平均感染
ＮＴ２９亚型（表３，图１）。

Ｂ．ｇｎ，．ｉ咒ｉｉ

表１

大兴安岭林区蜱感染伯氏疏螺旋体的情况
全沟硬蜱

采
集
地

雌性

森林革蜱

检测
只数

雄性

阳性
只数

检测
只数

雌性

阳性
只数

雄性

检测阳性检测阳性
只数只数只数只数

Ｍ：５０ ｂｐ

Ｍａｒｋｅｒ；Ａ：Ｂ．肛“＂衍２００４７亚型和Ｂ．ｇｎ一以矗ＮＴ２９

亚型的混合感染；Ｂ、Ｄ、Ｅ和Ｇ：Ｂ．ｇｎ一＂ｉｉ
２００４７亚型；Ｆ和Ｈ：Ｂ．ｇｎ一疵ｉ

Ｎ亿９亚型；ｃ：Ｂ．肜矗ｎ兹

ＮＴ２９亚型和Ｂ．口伽拢基因型的混

合感染
图１

大兴安岭林区蜱和鼠中伯氏疏螺旋体

５Ｓ～２３Ｓ

ｒＲＮＡ基因间隔区ＲＦＬＰ分析图谱

讨

论

注：括号内数据为阳性率（％）；一表示该采集地未采到此种

大兴安岭林区全沟硬蜱的带菌率（２１．９３％）高

标本

表２

大兴安岭林区鼠感染伯氏疏螺旋体的情况

于森林革蜱的带菌率（４．１７％），未检测出嗜群血蜱
有带菌情况，３种蜱的带菌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
全沟硬蜱是东北林区的优势蜱种，证实全沟硬蜱是

该林区莱姆病的主要传播媒介。雌性全沟硬蜱带菌
姬田 鼠鼠

３４

ｌ

３４

Ｏ

（

９４

）

一

Ｏ

一

６

ｌ

１

Ｏ

１

１

１

Ｏ

ｌ

３

Ｏ

２

Ｏ

５

Ｏ

—

Ｏ二３

——

示雌性全沟硬蜱在疫源地的维持和扩大方面有重要

部林区全沟硬蜱的带菌率高于其他林区，提示南部

一

４

０

９～翦

Ｏ一１

林区人和动物发生莱姆病感染的危险性较大。共检

一

万．卜

注：同表１
表３

意义。大兴安岭南部多为次生林，蜱和野鼠较多，南

１

—

一

（１７．０５％）。伯氏疏螺旋体在蜱体内可经卵传播，提

一

３

一

一１ ６二１

率（２６．１ｌ％）高于雄性全沟硬蜱的带菌率
一

ｌ

鼠鼠

线氏鼠家背 林线家忑日 鼠孵肝姬仓鼠一计

ｎ

；；：一一

测到棕背鼾、花鼠、黑线姬鼠、褐家鼠４种鼠感染莱

姆病螺旋体，提示该林区可作为伯氏疏螺旋体宿主
动物的鼠类相对多样。４种鼠的感染率差异有统计

大兴安岭林区蜱中伯氏疏螺旋体基于

学意义，５只阳性鼠中２只是棕背屏乎，而且检测的棕

ＰＣＲ／ＲＦＬＰ分析的基因分型情况

背孵共有８只，提示棕背鼠平可能是主要储存宿主。
褐家鼠是室内外常见的鼠种，与人接触密切，因此控
制鼠患在莱姆病的防治中有重要意义。东部、中部、
西部鼠的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此结果与三地
相似的生态环境吻合。

注：Ａ为Ｂ．ｇｎ“扎矗２００４７亚型；Ｂ为Ｂ．弘一札矗ＮＴ２９亚型；Ｃ
为Ｂ．ｎ扣Ｐ胁基因型；Ｎ为ＲＦＬＰ分析中显示的特殊带型

ＰＣＲ／ＲＦＬＰ分析及序列测定分析结果显示，大

兴安岭林区蜱感染的伯氏疏螺旋体包括Ｂ．舭一竹西

（２）ＳＳＣＰ分析：Ｂ．舭一，ｚｉｉ ２００４７亚型显示１６

和Ｂ．口亿陇两种基因型以及不同基因型和（或）不同

种带型，Ｂ．舭ｒｉ佗ｉｉ ＮＴ２９亚型显示１１种带型，

亚型间的混合感染，其中单纯Ｂ．舭一，ｚ旌基因型感染

Ｂ．诉“ｉｉ基因型显示９种带型。不同基因型和

占７４．２５％；鼠感染的伯氏疏螺旋体均为Ｂ．舭一，２ｉ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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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型。提示该林区伯氏疏螺旋体以Ｂ．胛以咒扳基

基于伯氏疏螺旋体的５Ｓ～２３Ｓ ｒＲＮＡ基因间隔

因型为主。与蜱相比，鼠感染的伯氏疏螺旋体无

区的ＰＣＲ／ＲＦＬＰ分析快速简便，已广泛用于伯氏疏

Ｂ．口＆ｅ胁基因型，推测可能是鼠的样本量太小，也

螺旋体的基因分型研究。但只能在基因种的水平上

可能是在我国大兴安岭林区鼠更趋向于感染

进行基因分型，而且不能判断与已有酶切带型不同

Ｂ．舭以，ｚ品基因型伯氏疏螺旋体。Ｋｌａｕｓ等¨１研究发

的伯氏疏螺旋体的基因型旧。。而ＳＳＣＰ分析能够检

现不同基因型伯氏疏螺旋体在自然界通过鼠一蜱和

测同一基因型内不同伯氏疏螺旋体间的差异，甚至

鸟一蜱两个不同的传播圈循环传播，Ｄａｎｉａ等ｂ ｏ报道

能检测到单个碱基的变异旧。。本次研究结果也证实

在欧洲鼠趋向于感染Ｂ．口彻ｚ娩基因型伯氏疏螺旋
体，推测大兴安岭林区Ｂ．口触臃基因型伯氏疏螺旋

这一结论。只是ＰＣＲ／ＳＳＣＰ分析中混合感染的标本
显示的带型较为复杂，仅根据带型难以判断具体是

体可能经鸟一蜱传播圈传播。我国不同种类的宿主

哪几种伯氏疏螺旋体的混合感染。但ＰＣＲ／ＳＳＣＰ分

动物对不同基因型伯氏疏螺旋体的选择性和适应性

析简便、快捷，适用于伯氏疏螺旋体的基因多态性分

尚待进一步研究。

析和基因分型研究。

单只全沟硬蜱同时感染Ｂ．舭而？ｉｉ ２００４７亚型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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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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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可能是样本量较小所致。大兴安岭林区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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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和人类是否存在同时感染不同基因型伯氏疏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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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体的情况尚待进一步研究。

ＰＣＲ／ＳＳＣＰ分析显示带型多于３６种，提示该林
区伯氏疏螺旋体具有遗传多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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