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１９·

·实验室研究·
结核分枝杆菌多位点可变数目串联重复序列
分型方法标准化操作程序的建立
吕冰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Ｐｏｕｒｃｅｌ刘敬华董海燕

【摘要】

张媛媛蒋毅刘志广赵秀芹

万康林

目的建立结核分枝杆菌多位点可变数目串联重复序列分析（ＭＬＶＡ）的标准化方法，

评价该方法的分型能力、应用价值。方法选取１５个位点，采用核酸提取、ＰＣＲ和琼脂糖凝胶电泳
等技术，结合ＢｉｏＮｕｍｅｒｉｅｓ（Ｖｅｒｓｉｏｎ ５．Ｏ）软件。对中国５４株结核分枝杆菌临床分离株进行分型。结果
确定标准化的ＭＬＶＡ方法，包括细菌分离培养、核酸提取、ＰＣＲ、琼脂糖凝胶电泳等实验步骤及标化
参数的相关数据分析软件的使用。ＶＮＴＲ位点确定为ＥＴＲＡ、ＥＴＲＢ、ＥＴＲＣ、ＥＴＲＤ、ＥＴＲＥ、ＭＩＲＵｌ０、
ＭＩＲＵｌ６、ＭＩＲＵ２３、ＭＩＲＵ２６、ＭｌＲＵ２７、ＭＩＲＵ３９、ＭｌＲＵ４０、Ｍｔｕｂ２１、Ｍｔｕｂ３０和Ｍｔｕｂ３９。结论

建立

ＭＬＶＡ标准化技术方案，该方法操作简便，分型鉴定能力及实验室间结果可比性强，便于网络化，有
利于结核病流行中追溯传染源，分析流行趋势。
【关键词】结核分枝杆菌；多位点可变数目串联重复序列分析；标准化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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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应用于结核分枝杆菌的基因分型方法主要

基础的方法，常用片段有插入序列６１１０（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

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杆菌基因组中特定多态性区域序列进行ＰＣＲ扩增

ｌｅｎｇｔｈ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ＲＦＬＰ）为

６１１０，ＩＳ６１１０）等；另一类是以对结核分枝

为基础的方法，常用于扩增的片段有编码１６Ｓ、２３Ｓ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３０７７１８５３）
作者单位：１０２２０６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
制所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莺点实验室（吕冰、刘敬华、董海燕、张媛
媛’蒋毅、刘志广、赵秀芹、万康林）；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ｓａｔｅＵｉｔｅｓ
（ＧＰＭ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ｎｅｔｉｃａ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ＩＧＭ），Ｆｒａｎｃ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Ｐｏｕｒｃｅｌ）
通讯作者：万康林，Ｅｍａｉｈｗａｎｋａａｇｌｉｎ＠ｉｅｄｅ．∞

ｒＲＮＡ基因分隔区、ＤＲ及其间隔区和数目可变串联
重复序列（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ｔａｎｄｅｍ

ｒｅｐｅａｔｓ，ＶＮＴＲ）

等ｎ卫］。各类方法都有自身特点和应用范围。尽管
目前国际上将１Ｓ６１１０．ＲＦＬＰ方法作为结核分枝杆
菌分型的金标准，但是该方法存在的缺点也不可否

·９２０·

认，如需要大量的结核分枝杆菌，试验操作繁琐，技

基。吸取４％ＮａＯＨ处理后的痰液０．１ ｍｌ，均匀接种

术含量高，需要多种昂贵的仪器，且实验结果不易分

在整个培养基斜面上。接种后，放入３７℃培养箱培

析，也不便于实验室间的比对”Ｊ。与该方法相比多

养，水平放置２４ ｈ。然后塞紧试管胶塞，直立放置，

位点数目可变串联重复序列分析（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３７℃继续培养。接种后第３天、第７天观察，以后每

ＶＮＴＲ

ｌｏｃｉ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ＬＶＡ）是一种以ＰＣＲ技术为基础

周观察一次，记录细菌生长情况。

的方法，其操作简单，分辨率高，结果分析容易，具有

（２）传代培养：用无菌生理盐水０．５ ｍｌ将培养好

很高的可重复性，在实验室内和实验室间具有非常

的菌株从斜面上洗下，用１ ｍｌ吸管吸取０．２ ｍｌ，接种

好的可比性，并能提供数字化的分型信息，适宜进行

改良罗氏培养基，每支接种０．１ ｍｌ，将菌液铺满斜

大量样本和网络化分析¨’４】。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面，放入３７℃培养箱培养，水平放置２４ ｈ。然后塞

心已建议将ＭＬＶＡ作为结核分枝杆菌基因型分型

紧试管胶塞，直立放置，３７℃继续培养。接种后第３

的首选方法ｂ１。为达到该方法试验结果良好的可重

天、第７天观察，以后每周观察一次，记录细菌生长

复性及各实验室结果的可比性，将试验操作进行标

情况。

化十分重要，为此本项研究是在应用标准化操作的

（３）细菌的收集：生长状态良好的菌株用生理盐

基础上综合目前实验结果而得出的，今后随着研究

水洗下，制备成菌悬液，浓度约１０ ｍｇｌｍｌ，分装至

工作不断深入，标准方案也会得到进一步完善。

１．５ ｍｌ

材料与方法
１．试验菌株：５４株结核分枝杆菌，其中包括
Ｈ３７Ｒｖ结核分枝杆菌参考株，均由中国疾病预防控

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管中。

（４）样本ＤＮＡ的准备：取上述茵悬液适量，
８０℃灭菌３０ ｍｉｎ；离心收集菌体，１ ｍｌ ＴＥ重新悬
菌；９５℃水浴（或沸水浴）１５
３

ｍｉｎ，１２ 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

ｍｉｎ；取上清，一２０℃保存备用。

制中心提供，其中５３株临床分离菌株采集于

２．ＶＮＴＲ位点的确定：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来源于北京、甘肃、广西、河南、

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结核病实验室和法国巴黎

四川、新疆、西藏等省、市、自治区。实验菌株的培

ｘＩ大学遗传学和微生物学研究所［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养包括痰标本分离培养及传代培养，培养基为改良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罗氏培养基，３７℃培养箱培养。生长状态良好的菌

ＸＩ，Ｆｒａｎｃｅ］近几年合作研究的结果初步确定１５个

株用生理盐水洗下，制备成菌悬液，沸水浴方法提

ＶＮＴＲ位点哺＿９］，见表１。

取细菌ＤＮＡ。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ＩＧ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６

ｏｆ

Ｐａｒｉｓ

３．ＰＣＲ：

（１）ＰＣＲ预混液的制备：ＰＣＲ反应体系预混液

２．菌株分型：采用ＭＬＶＡ分型方法，即选取基
因分型所用的位点，设计引物，然后提取５４株结核

中各成分的组成，见表２。

分枝杆菌核酸、进行ＰＣＲ反应、琼脂糖凝胶电泳等

（２）ＰＣＲ标准反应体系：见表３。

方法，根据电泳图片计算位点重复次数，结合

（３）ＰＣＲ扩增程序：预变性９４℃，５ ｍｉｎ；变性

Ｂｉ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ｓ（Ｖｅｒｓｉｏｎ ５．０）软件进行聚类分析。
３．实验材料与仪器：Ｔａｑ ＤＮＡ聚合酶、琼脂糖

９４℃，３０ Ｓ；退火６２℃，３０ ｓ；延伸７０℃，４５ ｓ；３５个循

环。最后延伸７２℃，１０ ｍｉｎ。ＰＣＲ产物４℃保存。

购白天根生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ＢＢＩ进口分

４．琼脂糖凝胶电泳：①琼脂糖凝胶的配制：配

装）。生物安全柜、ＰＣＲ仪、电泳槽、读胶仪等仪器

制２％的琼脂糖溶液，用０．５×ＴＢＥ作为溶剂，灌胶

均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

长度约１２ ｃｍ；②加样方案：每个电泳凝胶方块为８

结

果

通过反复多次的研究，初步确定标准化的

个泳道，包含５个样品、１个Ｈ３７Ｒｖ和２个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图１）；③凝胶电泳：电泳电压采用１～
１０

Ｖ／ｃｍ的电压（按两极间距离计算），指示剂迁移

ＭＬＶＡ方法，包括ＶＮＴＲ位点的确定、细菌分离培

到距凝胶边缘２ ｃｍ左右，终止电泳；④凝胶染色：将

养、核酸提取、ＰＣＲ、琼脂糖凝胶电泳等实验步骤及

凝胶放人浓度为０．５ ｔＬｇ／ｍｌ的ＥＢ染色液中，放置水

标化参数的相关数据分析软件的使用。

平摇床上染色３０ ｍｉｎ，蒸馏水洗涤脱色１５～３０

ｍｉｎ；

１．菌株培养和ＤＮＡ标本制备：

⑤凝胶成像：采用紫外凝胶成像仪读胶、成像，图片

（１）痰标本分离培养：培养基为改良罗氏培养

保存为ＴＩＦＦ格式（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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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个位点的引物、Ｈ３７Ｒｖ标准株上的重复单元、扩增片段长度及重复次数

引物（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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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２

ＰＣＲ反应体系预混液成分

成分

成分

体积（ｐ１）

１０×缓冲液

２。每张幻灯片包括位点名称、菌株来源、实验结果
体积（ｍ）

１．５

Ｔａｑ酶（５ Ｕ／ｍ）０．３

ＭｇＣｌ２（２５ ｍｍｏｌ／Ｌ）０．９

双蒸水４．５

３．０

ｄＮＴＰ（１ ｍｍｏｆｆＬ）

总体系

一

３

。。

Ｌ）ＣＡＧＣＧＡＡＡＣＧＡＡＣＴＧＴＣ－ＣＴＡＴＣＡＣ

，。。

６４３

—

Ｒ）ｃｃＣＧＴＣＧＴＧＣＡＧＣＣＣＴＧＧＴＡＣ

ＭＩＲ．Ｕ２３

·９２ｌ·

１０．２

图片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菌株号，６个菌株（包括１株
Ｈ３７Ｒｖ标准菌株）为一组，与实验结果图片泳道相
对应。该文档保存在Ｂｉ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ｓ（Ｖｅｒｓｉｏｎ ５．０）软
件根目录下的ｄａｔａ文件中。

裹３
成分
预混液
样本ＤＮＡ

６．位点重复次数计算：由表１已知Ｈ３７Ｒｖ标准

ＰＣＲ反应体系成分
体积（“１）
１０．２

成分

３．０

引物Ｌ（５ ｐｎ帕ｌ，Ｌ）０．９

体积（一）

引物Ｒ（５／ｌｍｏｌ／Ｌ）０．９
总体系

１５．０

菌株的全基因序列在位点Ｍｔｕｂ２１的ＰＣＲ产物为
２０６

ｂｐ，产物片段有２个重复单元，每个重复单元为

５７

ｂｐ，如图１中第一泳道所示。通过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

和标准菌株Ｈ３７Ｒｖ的ＶＮＴＲ位点重复单元的重复
次数作标准参照，采用Ｂｉ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ｓ（Ｖｅｒｓｉｏｎ ５．０）计
算出被测菌株相同ＶＮＴＲ位点重复单元的重复次
数。如图１中第二、第三和第六道为３个重复单元、
第四道为４个重复单元、第五道为５个重复单元。
７．数据库建立：将按照图１计算结果得到的所
有菌株所有位点的结果输入Ｅｘｃｅｌ表格。见表４。
注：Ｍ：分子质量标准；１：Ｈ３７Ｒｖ；２～６：试验菌株（ＧＸ０６００１、
ＧＸ０６００２、ＧＸ０６００３、ＧＸ０６００４、ＧＸ０６００５）
图ｌ

位点Ｍｔｕｂ２１ ＰＣＲ产物的琼脂糖凝胶电泳图

表４中的列名为各位点的名称，行名为菌株号。在
Ｂｉ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ｓ软件中，菌株号的列名需要由Ｋｅｙ表
示，这一列数据是固定不再改变并且是惟一的，用于
各个数据库间如实验结果和背景资料等数据的

５．图片文件建立：建立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文档，如图

连接‘ｌ

ｏＪ。

·９２２·

８．数据分析标化：利用Ｂｉ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ｓ软件进行

ＭＬＶＡ结果经过聚类分析后的聚类图。图的左边是

聚类分析，聚类方式用平均连锁聚类法（ＵＰＧＭＡ）。

系统树图，中间是菌株各位点的实验结果，右侧是菌

计算各个位点的重复次数后，每株菌株就都被赋予

株号。按照预设的Ｃｌｕｓｔｅｒ－ｃｕｔｏｆｆ值，软件自动分析将

了数字化的特征，经过Ｂｉ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ｓ软件聚类分析，

菌株分为Ａ、Ｂ、Ｃ、Ｄ共４簇。

特征相同或相近的菌株就被分为一型。图３是
表４

Ｂｉ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ｓ软件的数据分析界面，图左侧的窗口是
表示各菌株的实验结果（标注１），各行名称是菌株

Ｋｅｙ
Ｈ３７Ｒｖ

根据图１电泳结果计算的位点重复次数
试验编号ＭＩＲＵ４０
Ｈ３７Ｒｖ

……

Ｍｔｕｂ２１

Ｍｔｕｂ３０

２

……

……

３

……

……

号，各列的名称是位点名称；标注２是该实验的名

ＧＸ０６００１

２

称；标注３所示的圆点是指能够用于试验结果分析

ＧＸ０６００２

３

……

３

……

……

ＧＸ０６００３

４

……４

……

……

ＧＸ０６００４

５

……

５

……

……

ＧＸ０６００５

６

……

３

……

……

的实验数据，有这个圆点表示该菌株有相应的实验
结果，没有圆点表示无实验结果。
９．结果聚类分析：图４是５４株结核分枝杆菌

圈２

图３

ＭＬＶＡ ｌ冬！ｆ片文件示意图

ＢｉｏＮｕｍｅｆｉｃｓ软件的数据分析界向

……

·９２３－

讨

论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人们就已经认识
到串联重复序列具有高度多态性，这种多
态性的位点可以作为细菌分型的基础，例
如用富含ＧＣ片段的探针检测的ＰＧＲｓ方７
法¨¨，或者是用寡核苷酸探针检测的
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方法等【１ ２｜。在目前已知的
大量基因组序列数据的基础上，以ＰＣＲ为
主要试验方法的ＭＬＶＡ方法得到了快速
的发展。
在ＭＬＶＡ的研究中，最常见的研究是
关于ＥＴＲｓ（ｅｘａｃｔ ｔａｎｄｅｍ ｒｅｐｅａｔｓ）位点、
ＭＩＲＵｓ（ｍｕｔｉｐｌｅ

ｉｎｔｅｒｓｐｅｒｓｅｄ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ｕｎｉｔｓ）位点、ＱＵＢｓ（ｆｏｒ Ｑｕｅｅ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ｅｌｆａｓｔ）和Ｍｔｕｂｓ位点。ＥＴＲｓ位点的重

复序列长度范围在５３～７９ ｂｐ，该类位点中
只有ＥＴＲＡ位于ＯＲＦ中，ＥＴＲｓ位点的重

瓢黼煞麟瓣擞辫瓣燃熬溅鬻燃瓣滋瓣缫粼麟瓣粼

复性、稳定性都比较好，经常用来做结核分
枝杆菌ＭＬＶＡ分型研究以及菌株进化研

圈４

５４株结核分枝杆菌ＭＬＶＡ分型结果的聚类图

究；ＭＩＲＵｓ位点的重复序列长度比较固
定，都是５３ ｂｐ，这类重复序列多位于基因间；ＱＵＢｓ

一组，在图像中菌株结果很容易和Ｈ３７Ｒｖ结果比

位点也多位于基因间¨引。

较，这样能够快速目测实验结果，当实验结果有误

在ＭＬＶＡ分型研究中，位点的选择是重要的。

时，也能较快地发现错误。我们用Ｂｉ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ｓ软

ＭＬＶＡ位点作为分子标志，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其恰

件进行图像分析，计算在凝胶电泳图像上的条带大

当的稳定性。进化得太快的分子标志会含糊流行病

小，以及菌株在位点上的重复次数。

学上的联系，但过于稳定的标志物又会导致人们得

Ｂｉ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ｓ软件是一个功能强大的数据库软

到那些并不存在的直接联系。本实验室近几年的研

件，该软件可以储存各种资料，包括菌株背景资料、

究中，总结了１５个位点，作为结核分枝杆菌ＭＬＶＡ

实验室数据结果、核苷酸序列、生化反应结果、电泳

分型研究的标准操作位点。２００６年Ｖｅｒｇｎａｕｄ和

图片结果等，并且进行数据分析¨引。在ＭＬＶＡ数

Ｐｏｕｒｃｅｌ【ｌ纠提到有１９个位点，包括５个ＥＴＲｓ、８个

据分析中，我们用这个软件进行聚类分析，用菌株各

ＭＩＲＵｓ和６个Ｍｔｕｂｓ位点，对５０株不同型别、不同

位点的数字资料得出聚类树状图，以此来阐明菌株

分离地区的菌株ＭＬＶＡ分型得到了很好的结果，并

间的亲缘关系。在结核病分子流行病研究中用于追

且提出如果再加上一些ＱＵＢｓ位点，或是用

溯结核病传染源、研究传播机制并找出结核病在人

Ｍ．ｂｏｒｉｓ和Ｍ．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基因序列上的差别区域

群中传播的危险因素。

设计新的位点，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结果。

由于ＭＬＶＡ分型研究的诸多优点，已经被认为

在我们确定位点后，位点的ＰＣＲ产物大小，即

是目前最具有开发意义的分型方法，将成为Ｉｓ６１１０

为琼脂糖凝胶电泳的结果。在所选定的位点中，参

金标准的替代方法ｎ ３｜，而对ＭＬＶＡ分型方法的标

考株Ｈ３７Ｒｖ的产物大小都不超过１０００ ｂｐ，每个重

准化更是具有重要意义，在大范围的流行病学调查

复单元的长度都在５０ ｂｐ左右（ＥＴＲＡ和ＥＴＲＤ较

和疾病监测中，达到不同实验室大量菌株的实验结

大，为７０ ｂｐ多）。我们选择的ＤＮＡ分子质量标准为

果能够快速比对，由此可以建立我国结核分枝杆菌

１０００

ＭＬＶＡ数据库，在结核病预防控制中追溯病例的传

ｂｐ至１００ ｂｐ的梯度Ｍａｒｋｅｒ，电泳上样时上样顺

序为图１、２示意的一个Ｈ３７Ｒｖ标准株和５个菌株

播途径，对预防控制工作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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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分离的结核分枝杆菌基因多态性研究．中华微生物学和免
疫学杂志．２００４，２４（９）：７３３．７３７．
［７］刘敬华，万康林，刘志广，等．５个ＶＮＴＲ位点用于我国三省６５
株结核分支杆菌菌株基因分型的研究．中国人兽共患病杂志，

［１ｌ】Ｒｏｓｓ １３（３，Ｒａｉｏｓ Ｋ，Ｊａｃｋｓｏｎ Ｋ，ｅｔ ａ１．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ｃｌ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ａ ｈｉｇｈｌｙ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ＤＮＡ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Ｍ．ｖ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ｕｓｅ ａｓ

ａｎ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００１．Ｊ Ｃｌｉ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１９９２，３０：９４２－

９４６．

［１２］Ｖｅｒｇｎａｕｄ Ｇ．Ｐｏｌｙｍｅｒｓ ｏｆ ｒａｎｄｏｍ ｓｈｏｒｔ ｕｌｉｇｏｎｕｅｌｅｏｔｉｄｅｓ ｄｅｔｅｃｔ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ｃ ｌｏｃｉ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ｇｅｎｏｍｅ．Ｎｕｃ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ｓ Ｒｅｓ．１９８９，

１７（１９）：７６２３—７６３０．
［１３］Ｖｅｒｇｎａｕｄ Ｇ，Ｐｏｕｒｃｅｌ Ｃ．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ｌｏｃｕｓ ＶＮＴＲ（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ａｎｄｅｍ

ｒｅｐｅａ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ｆ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ｒｏｋａｒｙｏｔｅｓ．ＩＳＢＮ：９７８—３－５４０—２３１５５—

４．２００６：８３．１０４．

２００４，２０（８）：６５３—６５７．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４—２１）

［８］曹晓慧．蒋毅，张媛媛，等．１３个ＶＮＴＲ位点用于１１３株结核分

（本文编辑：张林东）

·巴斯德医苑·
８１５８例动物咬伤者流行病学分析
王传林李英杰
目前狂犬病仍然是发展中国家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讨论：我国是狂犬病高发国家之一，且发病逐年增多ｕ Ｊ。

我国随经济发展，饲养宠物的家庭增多，动物咬伤病例也逐

对８１５８例动物咬伤患者分析发现，暴露者以青中年为主，其

年增加。为了解被动物伤害人群的流行病学特点，掌握动物

原因可能是该年龄组爱好养宠物，与宠物接触机会较多，暴

伤人的现状和规律，对２００６年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外

露率较高。女性多于男性，町能是男女饲养习惯不同，女性

科就诊的所有动物咬伤病例进行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与动物接触较密切，易被其致伤所致。但０－－９岁组男性多于

调查对象的暴露伤【１按卫生部颁发的狂犬病暴露后处置

女性，町能与男孩的活动范围较女孩广泛，因此受到动物攻

工作规范（试行）进行分级。共收治８１５８例动物咬伤患者，其

击的机会较高有关，与文献报道一致１２】。本研究还表明伤者

中男性３６４９例（４４．７３％），男女性比为１：１．２。各年龄组均有

在夏季最多。可能原因为夏季人们穿的农服较少，肌体暴露

暴露，高发年龄组分别是２０～２９、加～４９和５０～５９岁，发病例

部位多，外出频繁，犬在外面的活动增多，增加了被犬咬伤的

数分别为２３４９、１４４３和１４５４例，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共占

机会。因此夏季应作为防范被犬类动物咬伤的关键时期。

４３．２％。全年均有暴露，但以５—８月份最多（均在８００例以

被动物咬伤病例伤口部位以上肢为主，也与国内相关报道一

上），共３５５６例（４３．６％）。咬伤部位主要为上肢，共５４８６例

致ｆ２】。表明咬伤与人主动密切接触宠物有关。伤口以Ⅱ、Ⅲ

（６７．２５％），其次为下肢１９８０例（２４．３％）。伤口数目以一处居

度为主，提示在与宠物嬉戏时一定要注意防范，保护好自己。

多，共７１５６例（８７．７％）。Ｉ度伤Ｅｌ １７２例（２．１％），Ⅱ度伤１２１

本研究中大部分病例能在２４ ｈ内就诊，但仍有部分人不能及

４１７９例（５１．２％），Ⅲ度伤口为３８０７例（４６．７％）。

时就诊，既往接种过疫苗与免疫球蛋白的比例低（分别为

８１５８例伤者中既往接种过狂犬病疫苗９８２例（１２．０４％），

１２．０４％和６．４５％）。说明应继续加强预防狂犬病的意识，另

其中疫苗接种时间在６个月至１年之间的有５２４例，占接种人

外应提倡暴露前免疫。致伤动物种类仍以犬为主，其次为

数的５３．３６％，接种时间在１～３年之间的有２４７例（２５．１５％）。

猫，且伤人动物主要为自家饲养动物，而动物免疫接种率仅

注射抗血清有５２６例（６．４５％）。被咬伤后在２４ ｈ内就诊的为

为３４．７５％，与印度２００３年的研究结果（３２．９％）一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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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７２例（７８．１１％），２４～４８ ｈ内就诊的有１４７８例（１８．１２％），
４８～７２ ｈｏｔ诊的有１２１例（１．４８％）。

伤人动物有犬、猫、鼠、兔、猴、猪等，其中以犬致伤最常
见，共５５７３例（６８．３１％）；其次为猫２５０９例（３０．７６％）。伤
人动物主要以自家饲养为主，共５８３３例（７１．５％），他人饲养
１６５５例（２０．２９％）。伤人动物未免疫的５３２３例（６５．２５％）。

［１］张永振．中国狂犬病的流行病学特征及防制建议．动物保健．
２００６，８：７．１０．

［２］鲍亚萍，胡端萍．ＪＥ京市崇文区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被犬、猫等动物咬
伤人群的流行病学分析．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１９９７，１８（３）：１５５．
［３】Ｓｕａｒｓｈａｎ ＭＫ．Ｍａｈｅｎｄｒａ ＢＪ，Ｍａｄｈｕｓｕｄａｎａ ＳＮ，ｅｔ ａ１．Ａｎ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ｅ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ｂｉｔｅｓ ｉｎ Ｉｎｄｉａ：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 ＷＨＯ
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ｒｉｃ ｒａｂｉｅｓ ｓｕｒｖｅｙ．Ｊ Ｃｏｍｍｕｎ Ｄｉｓ，

２００６，３８（１）：３２—３９．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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