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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山东地区恙虫病东方体分离株的基因分型
与序列分析
杨丽萍

赵仲堂

【摘要】

刘运喜

冯月秋

李忠

王显军

目的鉴定山东地区恙虫病东方体分离株的基因型别，分析其核苷酸序列。方法

以日

本、韩国常用的恙虫病东方体分型引物，用巢式Ｐ（承技术检测恙虫病东方体分离株的相对分子质量
（Ｍ，）５６×１０３蛋白基因片段，对群引物扩增的Ｐ（、Ｒ产物纯化回收后测序，并行序列分析。结果

Ｇｉｍ锄、Ｋａｒｐ、Ｋｊ幻、山东分离株用群引物均扩增出４８ｌ～５０７ ｂｐ的目的片段，Ｇｉｍ棚、亿Ｉｒｐ、Ｋ叠ｔｏ经相应的型引
物扩增出了目的片段。山东分离株仅王（ａ啪ｓａＩ【ｉ型的分型引物扩增出目的条带，序列分析证实山东分离株
与Ｉ（ａ啪ｓａｋ型相似。结论在国内首次扩增出Ｇｉｌｌｉａｍ、Ｋａｒｐ、Ｋａｔｏ三型标准株，山东地区恙虫病东方
体分离株为Ｋａｗａｓａｋｉ型；山东地区恙虫病东方体与日本的Ｋａｗａｓａｋｉ型相似，两者有较近的亲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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恙虫病是恙虫病东方体（Ｏ应鲫￡缸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如“舭优“晓ｉ，０ｔ）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疾病。疫区
不断扩大是当前我国恙虫病流行趋势，已有２２个省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３０３７１２３７）；高等学校博
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０３０４２２０１７）

市区发现病例或感染者，根据动物地理资料预测，我

作者单位：２５００１２济南，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

国恙虫病疫源地决不限于上述地区，凡有Ｒａｔｔｕｓ属

统计学研究所（杨丽萍、赵仲堂、冯月秋）；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流行

野生型存在的地区都有可能存在恙虫病疫源地。川。

病与微生物学研究所（刘运喜）；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王显军、
李忠）
通讯作者：赵仲堂，Ｅｍａｉｌ：ｚｔｚｈａｏ＠ｓｄｕ．ｅｄｕ．ｃｎ

有关Ｏｔ基因型的研究，由于各地所用引物各异，使

恙虫病病原体的比较、分析有一定困难。为便于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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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病研究成果的国际比较与分析，本文采用的恙虫

４．Ｏｔ—ＤＮＡ的提取：取分离株传代小鼠脾脏约

病东方体表面蛋白（ｏｔ ｓｔａ）Ｍ，５６×１０３基因编码区

０．３

ｇ于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管内，剪碎加８００肛ｌ ｌ×ＴＥ缓冲

的群、型特异引物，在日本、韩国的恙虫病研究中常

液，离心，取沉淀；加５００肛ｌ裂解缓冲液，１３弘ｌ蛋白酶

用。我们用Ｇｉｌｌｉａｍ、Ｋａｒｐ、Ｋａｔｏ ３株国际参考株来

Ｋ（２０ ｍｇ／ｍ１），２．５肛ｌ溶菌酶（４ ｍｇ／ｍ１），５５℃过夜；

验证这些引物的群、型特异性，同时对分离自山东地

加入等体积酚／氯仿／异戊醇提取ＤＮＡ，ＴＥ溶解，

区恙虫病疫区患者、黑线姬鼠和小盾纤恙螨的ｏｔ分

一２０℃备用。

离株进行了ｎＰＣＲ检测与分型研究，并对山东Ｏｔ分

５．ｎＰＣＲ反应：

离株进行了核酸序列分析。

（１）ｏｔ检测：第一次ＰＣＲ使用引物Ｐ３４和Ｐ５５，
扩增条件为：９４℃５ ｍｉｎ；９４℃３０ ｓ，５７℃２

材料与方法

‘

ｍｉｎ，

７０℃２ ｍｉｎ，３０个循环；７２℃１０ ｍｉｎ。第二次ＰＣＲ

１．参考株和分离株：Ｇｉｌｌｉａｍ、Ｋａｒｐ、Ｋａｔｏ ３株国

将引物改为Ｐ１０和Ｐ１１，用第一次ＰＣＲ产物为模

际参考株。４株山东地区Ｏｔ分离株中，２株分离自

板，其他反应成分及条件同第一次ＰＣＲ。取第二次

恙虫病病例（ｗＧ，ＦＣ），１株分离自黑线姬鼠

ＰＣＲ产物进行琼脂糖凝胶电泳，有４８ｌ～５０７ ｂｐ带者

（ＨＸＳ），另ｌ株分离自小盾纤恙螨（ＸＤＭ）。

为阳性。

ＰＣＲ试剂盒和ＤＬ２０００

（２）分型：检测出阳性标本的第一次ＰＣＲ产物

Ｍａｒｋｅｒ为ＴａＫａＲａ公司产品，ＰＣＲ产物凝胶

１弘ｌ，分另０力口入ＧｉＵｉａｍ、Ｋａｒｐ、Ｋａｔｏ、Ｋｕｒｏｋｉ、

回收试剂盒为Ｏｍｅｇａ公司产品，其他化学试剂均为

Ｋａｗａｓａｋｉ和Ｓａｉｔａｍａ ６对Ｏｔ型特异性引物对，其他

分析纯以上国产试剂。

反应成分及条件同第一次ＰＣＲ扩增。进行琼脂糖

２．主要试剂：Ｅｘ
ＤＮＡ

Ｔａｑ

３．引物：参照Ｆｕｒｕｙａ等乜３及Ｔａｍｕｒａ等‘３１设计
的Ｏｔ

ｓｔａ

Ｍ，５６×１０３型特异引物，包括外引物和内

引物，其中内引物又可分为群特异引物和型特异引
物，由上海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成。其
中，Ｐ３４、Ｐ５５为外引物，Ｐ１０、Ｐ１１为群特异引物。
Ｐ１０分别与型特异引物ＰＧＬ、ＰＫＰ、ＰＫＴ、ＰＫＲ、
ＰＨＳＢ配成Ｇｉｌｌｉａｍ、Ｋａｒｐ、Ｋａｔｏ、Ｋｕｒｏｋｉ、Ｓａｉｔａｍａ等
型引物对；Ｐ１１与ＰＫｗ构成Ｋａｗａｓａｋｉ型引物对。

凝胶电泳，某一型引物对中见相应ｂｐ扩增带即为某
一型Ｏｔ。
６．核酸序列测定：根据ｎＰＣＲ分型结果，选出３
个代表株：ｗＧ、Ｈｘｓ、ｘＤＭ。将其第二次ＰｃＲ产物
纯化回收后作为序列测定的模板。以Ｐ１０作为序
列测定的引物，采用双脱氧末端终止法，在ＡＢｌ３７３０
测序仪上进行序列测定。
７．序列同源性分析和系统进化树分析：将所测
序列与ＧｅｎＢａｎｋ中Ｏｔ的核苷酸序列做ＢＬＡＳＴ比

具体序列及ＰＣＲ产物大小见表１。

较与分析。应用ＭＥＧＡ ３．１软件中的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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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系统发生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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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ｔ分离株，经群特异引物扩增，均见有４８１～５０７ ｂｐ
的扩增带（图１）。
２．Ｏｔ分型：３株国际参考株Ｏｔ分别经型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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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ｐ），型与型之间无交叉扩增；４株山东分

离株只发现在Ｋａｗａｓａｋｉ型的引物管中有５２３ ｂｐ的
ａａｔ

ｇｃｃ

６００

扩增带，其他５对分型引物未见扩增带（图２）。

ａｇｃｔｃ

ａｃａ

ａｔａ

ａａｔ

ｃａｔ ａｔ

ｇｃｔｔｃｃｔｃａ ｇｃｃｔａｃｔａｔ

ａｔｃ

果

１．Ｏｔ检测：３株国际参考株和４株山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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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测到的序列与ＧｅｎＢａｎｋ中一些Ｏｔ株的相应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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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茺笛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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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ｔ

Ｐ１０

ｊｏｉｎｊｉｎｇ（ＮＪ）法，１０００次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分析重复数，对

｛箩驾召

群特异引物Ｐ１０

删二萋

研究应用的引物

ｇａｔ ｇｃａ

ｃａｇ ｇｃ

ｃｔａｔｔａ

ｇｇｃ

５２３

３．测序：ＷＧ株的ＧｅｎＢａｎｋ核苷酸序列号为
ＤＱ４８９３１０，长４３８ ｂｐ。分离自黑线姬鼠和小盾纤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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螨的碱基长度分别为４３８ ｂｐ和４３５ ｂｐ，与ＤＱ４８９３１０
的碱基差异如下（黑斜体标示）：
ＧＡＴＣＧＴＧ…··ＧＴＣＧＧＧＡＴＣＣＣ（４３４）ＴＡＧＡ
ＡＴＣＧＴＧ…··ＧＴＣＧＧＡＡＴＣＣＣ（４３３）ＣＴＡＧＡ
ＣＧＴＧＡ…··ＧＴＣＧＧ（４２５）ＧＴＡＣＣＣＺＡＧＡ
Ａ１１ＣＧＴＧＡ…··ＧＴＣＧＧ（４２７）ＡＡＴＣＣＣＣＴＡＧＡ

ＨＸ
ＤＱ

９３

ＸＤ
ＤＱｓ铝Ｍ诣

９３

ＧｅｎＢａｎｋ中的序列号：Ｋａｒｐ（Ｍ３３００４），Ｋａｔｏ（Ｍ６３３８２），
ＫａｗａＳａｂ（Ｍ６３３８３），Ｋｕｍｋｉ（Ｍ６３３８０），Ｓｈｉｍｏｋｏｓｈｉ（Ｍ６３３８１），
Ｂｏｒｙｏｎ（Ｌ０４９５６），Ｓｘｈ９５１（ＡＦ０５０６６９），Ｙｏｎｃｈｏｎ（Ｕ１９９０３），Ｔａｇｕｃｈｉ
（ＡＦｌ７３０３８）， ｏｉｓｈｉ（ＡＦｌ７３０３７），

１：阴性对照；２：Ｇｉｌｌｉ锄；３：Ｋａｒｐ；４：Ｋａｔｏ；５：Ｍａｒｋｅｒ（ＤＬ２０００）；
６：ＦＣ；７：ｗＧ；８：Ｈｘｓ；９：ｘＤＭ
图ｌ

Ｋａｎｄａ（ＡＦｌ７３０３９），

Ｔｗ４６１

（ＡＹ２２２６３１），Ｈｕａｌｉｅｎ一２（ＡＹ５２５１４５）
图３

群特异引物ＰｃＲ产物的琼脂糖凝胶电泳

山东地区０ｔ分离株与部分Ｏｔ

ｓｔａ

Ｍ，５６×１０３基因

序列的系统发生树（ＮＪ法）

含有组和株抗原决定簇，最能反映Ｏｔ型的本质差
异［４］。此次研究采用了日本、韩国恙虫病研究中的
常用引物，我们在国内首次用这些序列成功扩增了
Ｇｉｌｌｉａｍ、Ｋａｒｐ、Ｋａｔｏ ３型标准株，并鉴定出山东地区

恙虫病东方体为Ｋａｗａｓａｋｉ型；可见这些引物具有很
好的群、型特异性，在中国的恙虫病研究中可采用，
以便于国际比较与分析。
１．Ｍａｒｋｅｒ（ＤＬ２０００）；２：Ｇｉｌｌｉ蛐；３：Ｋａｒｐ；４：Ｋａｔｏ；ｊ

Ｏｈａｓ“４１报道，日本的Ｋａｗａｓａｋｉ和Ｋｕｒｏｋｉ型

５：Ｆ℃５

Ｏｔ为无毒力或弱毒力，其主要传播媒介均为小盾纤

６：ＷＧ：７：ＨＸＳ；８：ＸＤＭ

型引物ＰＣＲ产物的琼脂糖凝胶电泳

恙螨，与山东地区Ｏｔ流行株的ＬＤ，。在０～１０‘１ ８７５之

４．同源性分析和系统进化树分析：将各分离株

问¨］，山东秋冬型恙虫病的主要传播媒介为小盾纤

图２

的核苷酸序列在ＮＣＢＩ行ＢＬＡＳＴ，结果显示：ＷＧ

恙螨ｂ，６１相符。刘运喜等。列也曾证实山东地区

（ＤＱ４８９３１０）与Ｔａｇｕｃｈｉ和Ｏｉｓｈｉ型的同源性均为

Ｋａｗａｓａｋｉ型Ｏｔ是流行优势株。本研究用２对Ｏｔ
Ｍ，５６×１０３群特异性引物成功扩出了山东地区

９５．９９％；与Ｋａｎｄａ和Ｋａｗａｓａｋｉ型的同源性为

ｓｔａ

９５．７５％。ＨＸＳ与Ｔａｇｕｃｈｉ和Ｏｉｓｈｉ型的同源性为

Ｏｔ分离株；用６对型特异引物经ｎＰＣＲ扩增，仅见

９６．００％；与Ｋａｎｄａ和Ｋａｗａｓａｋｉ型的同源性为

Ｋａｗａｓａｋｉ引物对的扩增产物中有５２３ ｂｐ的扩增带。

９５．７６％。ＸＤＭ与Ｔａｇｕｃｈｉ和Ｏｉｓｈｉ型的同源性为

群引物扩增的３株Ｏｔ分离株的ＰＣＲ产物纯化回收

９５．９７％；与Ｋａｎｄａ和Ｋａｗａｓａｋｉ型的同源性为

后测序，其核苷酸序列与Ｋａｗａｓａｋｉ、Ｔａｇｕｃｈｉ、Ｏｉｓｈｉ

９５．７３％。３株Ｏｔ分离株与其他Ｏｔ基因型的同源

和Ｋａｎｄａ型的同源性均在９５％以上；系统发生树结

性均低于９２％。系统发生树分析显示，山东地区Ｏｔ

果表明，山东地区Ｏｔ分离株与Ｋａｗａｓａｋｉ、Ｔａｇｕｃｈｉ、

分离株与Ｋａｗａｓａｋｉ、Ｔａｇｕｃｈｉ、Ｏｉｓｈｉ和Ｋａｎｄａ株在同

Ｏｉｓｈｉ和Ｋａｎｄａ株在同一分支（图３）。另外，将

一分支（图３）。

Ｋａｗａｓａｋｉ型的序列在ＮＣＢＩ行ＢＬＡＳＴ后，发现
讨

Ｏｔ ｓｔａ

论

Ｍ，５６×１０３与０ｔ的致病性和毒力有关，

Ｋａｎｄａ型与其同源性达１００％，Ｔａｇｕｃｈｉ型为
９９．９０％，Ｏｉｓｈｉ型为９９．７９％；这些均为在日本发现
的Ｏｔ型，其中１９９３年发现了Ｋａｗａｓａｋｉ型，

史堡壅堡痘堂茎查！！！！生！！旦簦！！鲞箜！！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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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出版社，２０００．

Ｔａｇｕｃｈｉ、Ｏｉｓｈｉ和Ｋａｎｄａ型均发现于１９９９年，可见
ＫａｗａＳａｋｉ型是这些Ｏｔ型的代表。为此从媒介、毒

２

３

行株与日本Ｋａｗａｓａｋｉ株相似，两者有较近的亲缘
关系。

型，且与山东省恙虫病立克次体毒力相似，均属弱毒
株。江苏省０ｔ分离株与日本Ｋａｗａｓａｋｉ型的同源性
为９６．８７％【８ Ｊ，而山东省Ｏｔ分离株与日本Ｋａｗａｓａｋｉ
型的同源性为９５．７５％。可见，山东省和江苏省的
Ｏｔ分离株均类似于Ｋａｗａｓａｋｉ型。Ｏｔ基因的变异是
否与中国恙虫病疫源地自南向北扩散有关，有待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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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于恩庶，陈香蕊。吴光华。主编．中国恙虫病研究．香港：亚洲医

·疾病控制·
８７例孕妇狂犬病暴露后接种狂犬疫苗对孕妇影响的研究
刘琼芳
为探讨孕妇在狂犬病毒暴露后接种狂犬疫苗的免疫效

孕妇全程接种后４５—５０ ｄ采集静脉血测定抗狂犬病毒中和

果及对胎儿的影响，对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前来成宁市疾病预防控

抗体，结果血清抗体全部阳转，阳转率为１００％，ＧＭＴ为１１．２

制中心免疫接种门诊求治的８７例被疯动物和疑似疯动物致

ＩＵ／ｍｌ。孕妇在接种狂犬疫苗后虽有少数发生局部反应，但

伤的孕妇进行追踪观察，暴露分级按ＷＨ０疯动物致伤程度

反应轻微。与普通人群接种疫苗后反应发生率没有差异；８７

分级标准进行ｕｊ。对伤者的伤口常规冲洗消毒、全程足量接

例孕妇中，只有１例发生低热，未经任何处理在４８ ｈ后恢复

种狂犬疫苗、对Ⅲ类暴露者加用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狂犬

正常。世界卫生组织提示，ＧＭＴ≥Ｏ．５２ ＩＵ／ｍｌ血清抗体滴度

疫苗剂量由５支增至９支。于每针接种后２４、４８、７２ ｈ观察

具有保护性旧１。本组孕妇接种狂犬疫苗中和抗体阳转率达

局部和全身反应。人用纯化狂犬疫苗分别由长春生物科技

１００％，说明免疫效果良好。迄今国内外尚未见到有关孕妇

股份有限公司和赛诺菲·巴斯德公司生产；狂犬病人免疫球

因接种狂犬疫苗而导致胎儿损害的报道。本次研究显示，流

蛋白由卫生部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在有效期内严格按

产、死胎、死产、先天缺陷和畸形的发生率为零。表明目前使

说明书要求使用。全程接种后４５—５０ ｄ进行血清抗体检测。

用的人用纯化狂犬疫苗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怀孕不应作为

建立孕妇接种档案，追踪观察至胎儿出生，观察记录流产、死

狂犬疫苗接种的禁忌症。孕妇作为特殊群体在受到动物攻

胎、先天缺陷情况，并随访观察８个月。

击后反应较为强烈，出现惊吓、恐惧、焦虑，担心注射疫苗后

结果与分析：８７例孕妇中，６６例为初次妊娠，２１例为多

会损伤胎儿。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些问题，患者难以配合治

次妊娠；年龄在２２～３８岁；８３例妊娠２—８个月，有４例咬伤

疗。这就需要医生耐心解释、正确引导，介绍接种疫苗的重

发生在临产前。按暴露严重程度分类，Ⅱ类暴露８２例，Ⅲ类

要性与安全性，消除她们的紧张、焦虑、恐惧不安心理，及时

暴露５例。在接种疫苗的８７例孕妇中，有１５例发生局部反

得到治疗。

应，发生率为１７．２４％；同时有８７名普通人群接种疫苗后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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