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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浙江省山区狂犬病新宿主动物调查
雷永良王晓光李浩陈秀英叶碧峰柳付明
【摘要】

兰进权叶夏良梅建华唐青

目的了解浙汀省狂犬病疫区野生宿主动物种类及感染状况。方法采集浙江省丽水

市和杭州市淳安县猫、鼬獾、黑线姬鼠、跳麂、野猪脑组织标本共１６０份，分别取大脑、中脑、小脑和海马
回部位组织，用直接免疫荧光试验（ＤＦＡ）检测狂犬病病毒特异性抗原和ＲＴ－ＰＣＲ方法检测狂犬病病毒
特异性核酸，确定阳性标本。结果脑组织抗原印片经特异性抗狂犬病病毒核蛋白（ＮＰ）单克隆抗体
免疫荧光染色后在荧光显微镜下可见大量的苹果绿荧光颗粒；狂犬病病毒ＮＰ特异性目的基因
Ｎｅｓｔｅｄ．ＰＣＲ得到与预期结果大小一致的扩增产物，两种方法同时检出狂犬病病毒阳性的野生宿主动
物脑组织标本５份，其中鼬獾脑组织阳性标本４份，阳性率为８．３３％（４／４８）；黑线姬鼠脑组织阳性标本１
份，阳性率为１．７５％（１／５７）；猫、跳麂、野猪脑组织未检出阳性标本。结论在浙江省生物多样性的山
区检测出狂犬病病毒感染阳性的野生动物鼬獾和野鼠，从病原学角度说明鼬獾和野鼠可能是人问狂
犬病的传染来源和狂犬病病毒的宿主动物。
【关键词】狂犬病；宿主动物；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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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病是由狂犬病病毒侵人人及所有温血动物

病，许多种类的哺乳动物都与狂犬病的传播和维系

中枢神经系统而引起的急性致死性人兽共患传染

有关。自然界中狂犬病主要易感动物是食肉类和翼
手类哺乳动物，自然储存宿主以犬及狼、狐、浣熊、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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鼬、蝙蝠等野生动物为主…，我国近年来报告的病例
中９５％以上是由犬类咬伤后致病，２％为猫咬伤后
发病，２％由其他动物咬伤所致怛】，在我国发现的储
存宿主除犬、猫外还有狼、狐狸、鼠、蝙蝠等动物Ｄ一】，
国际上在外观明显健康的动物体内已经检测到抗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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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病病毒抗体拈】。浙江省丽水市于１９８５年后的２０

振洗２次，蒸馏水振洗１次，每次２ ｍｉｎ，９０％甘油

年内未出现狂犬病疫情，但自２００６年１１月以来，相

（ＰＢＳ稀释）封片后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结果。

继出现人狂犬病例，绝大多数是暴露于犬；此外，杭

４．ＲＴ－ＰＣＲ检测病毒核酸：ＤＦＡ检测阳性的脑组

州市淳安县部分病例为鼬獾攻击后发病，鼬獾咬伤

织标本用ＴＲＩｚｏｌ（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美国）抽提细胞总
ＲＮＡ，具体操作按试剂说明书进行；以ＲＮＡ为模板，

致人狂犬病的疫情已有报道…】，但未见病原学调查
的结论。本实验室自２００８年３月以来共检测狂犬、
疑似狂犬和外观健康犬脑组织标本２２０份，其中检

用随机引物ｐｄ（Ｎ）６（ＴａＫａＲａ，大连）、Ｒｅａｄｙ．Ｔｏ—Ｇｏ＠
Ｙｏｕ—Ｐｒｉｍｅ Ｆｉｒｓｔ．Ｓｔｒａｎｄ Ｂｅａｄｓ（ＧＥ，美国）反转录得到

测出１２份阳性，阳性率５．４５％。丽水市为低山、丘

ｃＤＮＡ，以ｃＤＮＡ为模板，Ｎｅｓｔｅｄ－ＰＣＲ扩增ＮＰ特异

陵和山谷盆地，森林覆盖率７９．１％；淳安县境内山峦

性目的基冈片段。

连绵、群峰迭起，森林覆盖率７３．９％，两地生态环境

用ＧｏＴａｑ＠Ｇｒｅｅｎ Ｍａｓｔｅｒ Ｍｉｘ（Ｐｒｏｍｅｇａ，美国）进

良好，非常利于野生动物生存，由于我国尚未开展系

行Ｎｅｓｔｅｄ．ＰＣＲ扩增，反应体系参照试剂盒说明书。

统的动物与人间狂犬病流行病学调查，目前暂不清

反应条件：９４。Ｃ预变性３ ｍｉｎ；一次扩增：９４℃３０

楚狂犬病宿主动物的种类以及在每种动物中的流行

５６℃３０ ｓ、７２０Ｃ

情况，为此我们采集丽水地区猫、鼬獾、黑线姬鼠、跳

３０ Ｓ、７２。Ｃ ４０

麂、野猪脑组织和淳安县鼬獾脑组织标本哺］，应用直

均３４个循环。１％琼脂糖（０ｘＯＩＤ，英国）凝胶电泳

接免疫荧光试验（ＤＦＡ）和ＲＴ－ＰＣＲ方法进行狂犬病

鉴定扩增结果。

病毒的实验室筛查，以了解浙江省狂犬病疫区野生

１００

ｓ；二次扩增：９４℃３０

ｓ、５６℃

Ｓ；７２％再延伸１０ ｍｉｎ，于４。Ｃ终止反应，

结

宿主动物种类以及狂犬病病毒的感染状况。

ｓ、

果

１．ＤＦＡ检测狂犬病病毒特异性抗原：脑组织抗

材料与方法

原印片经特异性抗狂犬病病毒ＮＰ单克隆抗体免疫

１．标本采集：在丽水地区采集动物脑标本共计

荧光染色，在荧光显微镜下可见大量的苹果绿荧光

１３９份，其中猫１９份、鼬獾２７份、黑线姬鼠５７份、跳

颗粒，呈不同的形状和大小，荧光颗粒大小范围在

麂２０份、野猪１６份；在淳安县采集鼬獾脑标本２ｌ

０．２４～２７

ｌｘｍ，较大的圆形或椭圆形发强烈荧光者为

份。标本均冷冻保存。脑标本在负压生物安全二级

内基氏小体（Ｎｅｇｒｉ ｂｏｄｉｅｓ），而似沙粒或灰尘的较细

实验室牛物安全柜内直接剖开动物头颅分别取大

小的荧光粒子及丝状荧光物为神经元或树突中含有

脑、中腩、小脑和海马回组织置于冻存管中并存放

的狂犬病病毒颗粒（图１）¨引。

于一７０％待检。
２．Ｎｅｓｔｅｄ．ＰＣＲ检测用引物：特异性扩增狂犬病
病毒核蛋白（ＮＰ）基因片段的巢式ＰＣＲ
（Ｎｅｓｔｅｄ—ＰＣＲ）所用的引物序列阳】，外引物：Ｎ阱：５’．
（５５）ＡＴＧ

ＴＡＡ ＣＡＣ

Ｎ细：５’．（１５８７）ＣＡＧ

ＣＴＣ ＴＡＣ ＡＡＴ
ＴＣＴ ＣＹＴ

ＧＧ（７４）．３

ＣＮＧ

ＣＣＡ

７，

ＴＣＴ

（１５７０）．３’，理论扩增产物长度为１５３３ ｂｐ；内引物：
Ｎ，＂：５’．（６４４）ＡＡＧ

ＡＴＧ

ＴＧＹ

ＧＣＹ

ＡＧ（６６３）一３’，Ｎ舵，：５’．（８９９）ＧＣＣ
ＡＣＡ ＴＴＣ

ＡＡＹ

ＴＧＧ

注：左｝冬ｌ为阳性．右图为阴性（１０×４０）
ＣＴＧ ＧＴＴ ＣＧＡ

Ｔ（８８１）一３ ７，理论扩增产物长度为２５６

图１

ＤＦＡ检测动物脑组织标本的荧光显微镜观察结果

ｂｐ，

引物位置参考ＰＶ株（Ｍ１３２１５）序列，引物由上海生
工生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合成。

２．ＲＴ－ＰＣＲ检测狂犬病病毒核酸：狂犬病病毒
ＮＰ特异性目的基因Ｎｅｓｔｅｄ—ＰＣＲ扩增产物片段大小

３．ＤＦＡ检测病毒抗原：不同部位的脑组织（大

为２５６ ｂｐ，ＰＣＲ扩增产物经ｌ％琼脂糖凝胶电泳鉴定

脑、中脑、小脑、海马回）印片，冷丙酮搴温固定

后，５份不同动物脑组织标本以及阳性对照均扩增

ｍｉｎ。用含ｌ％牛血清白蛋白（ＢＳＡ）的ＰＢＳＡ溶液

出２５０ ｂｐ左右的片段，大小与预期结果一致，而阴性

１０

１：５０倍稀释荧光素标记的抗狂犬病毒核蛋白单克隆

对照未见特异扩增条带，表明这些标本中均含有狂

抗体（ＣＨＥＭＩＣｏＮ，美国）滴加在固定好的脑组织印

犬病病毒ＮＰ特异性基因片段，为狂犬病病毒感染阳

片上，３７℃湿盒孵育３０ ｍｉｎ；缓流水冲洗３～５ ｓ，ＰＢＳ

性（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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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６·

株的狂犬病病毒ＮＰ具有较高的保守性、同源性及高
度一致的抗原性，因此ＮＰ更多的应用于狂犬病的基
因诊断，通常是通过ＲＴ－ＰＣＲ方法直接扩增Ｎ基因
或是通过间接杂交技术检测扩增后的Ｎ基因，且
ＲＴ－ＰＣＲ对稀释的样品检测的敏感性较传统ＦＡＴ要
高，法国巴斯德实验室曾经对患者死后１个月的脑
组织标本用ＲＴ－ＰＣＲ作出狂犬病的诊断¨利，Ｒａｆａｅｌ
等ｃ１４３也用同样的方法对动物死后３６天的脑组织标
本作出狂犬病的诊断，并且ＲＴ－ＰＣＲ可以在感染期
注：Ｍ：ＤＬ２０００分子质量标准；１：黑线姬鼠脑组织标本；２—５：
鼬獾脑组织标本；６：阴性对照；７：阳性对照
图２

检测狂犬病病毒或是对暴露后的患者检测是否暴露
于带病毒动物。

动物脑组织标本ＲＴ－ＰＣＲ扩增电泳检测结果

本实验室通过ＤＦＡ和ＲＴ－ＰＣＲ方法，对所采集
的野生动物脑组织标本进行狂犬病病毒特异性抗原

３．宿主动物感染情况：ＤＦＡ方法初筛和ＲＴ－ＰＣＲ

与核酸的检测，为更加准确的诊断狂犬病提供了良

方法复核检测共检出脑组织阳性标本５份，其中鼬

好的实验室基础。在生物多样性的浙江省丽水和杭

獾阳性标本４份（来自丽水市ｌ份、淳安县３份），阳

州市淳安山区野生动物鼬獾和野鼠中检测出狂犬病

性率为８．３３％（４／４８），除丽水市采集标本时鼬獾呈

病毒，从病原学角度说明鼬獾和野鼠可能是人间狂

明显病态外，淳安县３只鼬獾均为外观健康；黑线姬

犬病的传染来源和狂犬病毒的宿主动物，其中鼬獾

鼠阳性标本ｌ份，阳性率为１．７５％（１／５７），为外观健

检测阳性率为８．３３％，野鼠为１．７５％。本研究结果

康野鼠；猫、跳麂、野猪脑组织标本均显示阴性。

提示，狂犬病病毒存在野生宿主动物感染和扩散危

讨

险［１引。丽水、淳安山区，山脉连绵，不能排除病毒通

论

过这些野生动物在各地区之间传播，并在鼬獾、犬、

虽然人狂犬病主要由犬传播，但是狂犬病病毒

野鼠等动物中进一步扩散的可能。以往报道均为居

的主要储存宿主是野生食肉动物，包括５个科１６种

民捕捉闯入村户中的鼬獾时被咬伤而感染，调查发

野生动物均可感染狂犬病阻¨。浙江省近几年狂犬病

现发病村庄既往不同程度存在鼬獾病死或家畜（犬、

疫情逐渐上升，疫区范围不断扩大，已经发现作为狂

猫、猪）被鼬獾咬伤后致死的现象，从上述情况来看，

犬病野生宿主动物的鼬獾咬伤致病的情况，但是对

对于这种生活习性改变，特别是从野外闯入居民区

狂犬病的诊断多为通过患者／犬的临床症状来判断，

的鼬獾应引起高度重视，这些动物极有可能携带狂

一般没有经过实验室检测诊断，对狂犬病的确诊缺

犬病病毒，并向犬及其他温血动物传播。因此，在地

乏充分的科学依据。

理和生态环境都很复杂的山区，预防控制狂犬病就

ＤＦＡ是目前狂犬病病毒实验室诊断最精确、快
速和可靠的方法ｎ０’１２】，对新鲜标本和甲醛固定标本

必须了解各种动物的感染状况，以便采取有针对性
的监控措施。

的狂犬病病毒抗原检出率的一致性高于９９．８％【１引，

狂犬病呈全球性分布，亚洲是高发地区，我国狂

以提纯的狂犬病病毒核衣壳免疫实验动物制备的多

犬病病例数仅次于流行最严重的印度，近几年每年

克隆抗体或抗核衣壳单克隆抗体与异硫氰酸荧光素

数千例乜Ｊ。目前我国对狂犬病宿主动物的研究范围

偶联后，用荧光抗体试验（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

ｔｅｓｔ，

主要集中于犬，但在一些消灭了家畜狂犬病的欧美

ＦＡＴ）可特异地与存在于被狂犬病病毒感染的细胞

国家地区，狂犬病的传染源已从传统的犬、猫易位于

内由病毒核衣壳聚集而成的包涵体结合，该方法

野生动物，由于我国对野生动物狂犬病的研究相对

１９５８年由Ｇｏｌｄｗａｓｓｅｒ首创，后经Ｄｅａｎ和Ｋｉｓｓｌｉｎｇ改

较少，大量的家犬免疫可能会导致狂犬病病毒向野

进，目前已广泛应用于人及动物狂犬病感染的诊断

生动物转移，因此狂犬病病毒在野生动物中的携带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ｎ训。ＰＣＲ技术于１９９０年首次应用于鼠脑内狂犬病

和传播将变得非常重要，所以探明狂犬病病毒在疫

病毒的检测，后用于狂犬病的诊断，唾液、脑脊液、皮

区野生宿主动物间的流行情况、野生宿主动物种类

肤或脑组织标本以及感染病毒后的细胞培养物或鼠

以及外观健康的动物携带病毒状况，为后续分子流

脑均可用于病毒核酸的检测，由于不同型别及病毒

行病学从病毒来源、宿主动物及传播方向等方面的

研究提供基本依据，对流行地区野生动物狂犬病的
免疫及防控均具有重要意义。
（感谢杭州市淳安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鼬獾标本的采集处理
方面给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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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施柏年，周建方，俞涧。等．鼬獾咬伤致狂犬病７例．中国人兽共

·书讯·
《空间流行病学》现已出版

９７８…７

作为流行病学的一个新分支——空间流行病学在近ｌＯ年中发展较快，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研究者应用于疾病预防控
制与公共卫生等研究领域。由周晓农研究员主编的《空间流行病学》（ＩＳＢＮ

０３ ０２１９８０一Ｏ）一书于２００９年１月正式由

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共分为理论篇、方法篇及应用篇共１４章５９．９万字，并配以丰富的图表加以说明。理论篇共计２章，包
括总论、基本概念与理论，主要涉及空间流行病学的发展史与研究范畴、数据的特征与类型、空间流行病学研究的尺度和维
度、空间流行病学的研究类型、空间流行病学的偏倚与混杂、空间流行病学数据的表达与可视化。方法篇包括空间流行病学
基本方法与步骤、数据管理系统、地理信息系统、遥感信息技术、全球定位系统、空间统计技术等６章，其中以各类空间技术
平台的基本概念与作用为重点，介绍空间数据的结构、分析方法步骤、表达方式等技术与知识，并举例介绍各类空间数据的
获取与管理以及国内外多种应用软件的使用方法。应用篇包括传染病预防控制中的应用、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的
应用、环境卫生研究中的应用、伤害研究中的应用、卫生资源研究与服务中的应用等５章，以空间流行病学理论与技术的应
用范畴为主线，配以丰富的图表举例描述各领域应用空间流行病学理论与技术的特点与方法。
该书以介绍近年空间流行病学的最新发展为主线，从理论、技术与实践３个层次分别对空间流行病学的发展趋势作了全
面阐述，从而使本书为更多的读者服务。该书内容翔实，由浅至深，循序渐进，可读性强。该书为前沿专著，有较高的学术价
值。不但可作为高级教学用书，还可成为专业参考书，能使学生和学者较快地掌握空间流行病学的理论，使研究人员能更好
地深化空间流行病学的理论与技术，使公共卫生工作者能更好地应用空问流行病学方法，同样也可成为卫生管理人员的参
考用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