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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监钡Ｕ·
内蒙古部分边境口岸地区主要蜱类
及蜱媒病原检测
都广福李宏孙毅葛润平乔国强
【摘要】

李彬

田文智

史纳新杨晓野

目的调查内蒙古主要陆地边境口岸地区蜱的种群分布、构成和自然感染病原体情

况。方法采用人工／，Ｊ、时布旗法和宿主体上搜法采集蜱标本，ＰＣＲ法进行病原检测。结果在被调
查的策克、满都拉、满洲里３个口岸地区共采集蜱１３１３只，隶属于１科４属７种。草原革蜱在３个口岸
均有分布，策克口岸获蜱占６９．０８％、蜱种多（６种）、短小扇头蜱为该口岸的优势种占７４．８６％。３个口岸
地区共检测出５种蜱传疾病病原体，其中贝氏斯柯氏体仅在策克检出；平均感染率依次为莱姆病螺旋
体１５．０８％、人巴贝西原虫３．３５％、斑点热群立克次体１．９８％、贝氏斯柯氏体１．０７％、埃立克体０．９９％。蜱

感染莱姆病螺旋体阳性率在上述３个口岸地区均较高，分别为１３．５６％、２２．８８％、５．００％，且地区间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人巴贝两原虫、斑点热群直克次体地Ⅸ间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莱姆病螺
旋体等５种蜱媒病原在策克、满都拉、满洲里口岸地区有不同程度自然感染。
【关键词】蜱类；病原学检测；种群分布；口岸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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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地处我国北部，边境线长４３００ ｋｍ。生

传疾病调查方案，选择部分具有代表性的边境口岸

境植被从东至西依次是草原、荒漠、半荒漠草原、戈

设立蜱传疾病监测点，连续２年开展监测工作，完成

壁，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大量家畜牧养使之成为

了蜱类在３个口岸的本底调查，初步掌握了蜱的种

蜱类的主要孳生地之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陆续从蜱体

类、密度、病原携带情况，同时对该地区可能存在的

内分离出莱姆病螺旋体、Ｑ热立克次体、斑点热群立

新发蜱媒病进行初步研究，从分子流行病学角度探

克次体等蜱媒病原ｎ圳，从而证实蜱传疾病在内蒙古

讨这些新发蜱媒传染病存在情况，为建立科学检测

地区的存在。本次调查是根据东北四省（区）口岸蜱

与防御措施提供基础资料。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ｅ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４．０１４

作者单位：０１００２０呼和浩特，内蒙古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卫生检疫处
（郝广福、李宏、葛润平、乔国强、李彬、田文智、史纳新）；军事医学科学
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孙毅）；内蒙古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杨晓野）

材料与方法
１．标本采集与处理：２００６年５月至２００７年９
月，每月上旬２天，下旬２天，采用人工／／ｊ、时布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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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宿主体上搜法在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满都拉和

表１内蒙古３个口岸地区蜱种类分布

策克口岸地区采集蜱类，经分类鉴定后以人工／ｄ，时
法或寄生率和染蜱指数为指标，计算蜱类种群密度。
２．蜱携带病原体检测：
（１）蜱ＤＮＡ样品制备：蜱类用７０％的乙醇浸泡
后，用无菌水洗涤，风干、冷冻研磨，加入２００山无菌
水、３斗ｌ ＲＮＡａｓｅ溶液和２００

ｕｌ ４ ｍｏｌ／Ｌ

２．蜱密度调查：

ｄＮＴＰｓ，在

（１）人工／／Ｊ、时布旗法：满洲里口岸进行了“

Ｏ。Ｃ孵育１０ ｒａｉｎ。然后加入２００ ｐｌ酚一氯仿一异戊醇
（２５：２４：１），混匀后一３０℃冷冻３ ｍｉｎ，然后１０ ０００～

人工／ｄ，时的调查，共采集蜱５７只，平均密度为

ｒ／ｍｉｎ离心４～５ｍｉｎ，取上清，调节离子浓度，

１．２９只（人工／ｄ，时）。满都拉口岸进行了４０人工／ｄ，

加入等体积异丙醇。此后以液氮冷冻，用３７。Ｃ解冻

时的调查，共采集蜱５只，平均密度为０．１３只（人ＳＥ／

后１２

小时）。策克口岸进行了３０人工／／Ｊ、时的调查，共采

１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１０ ｍｉｎ后弃上清，沉淀以７５％乙

醇洗涤２～３次、风干后用１５０

ｐｌ

ＴＥ（“ｓ．ＥＤＴＡ，ｐＨ

集蜱１０７只，平均密度为３．５７只（人工／ｄ，时）。
（２）宿主体上搜法：选择固定采集点，选择固定的

值７．２）溶解备用。
（２）应用ＰＣＲ技术对蜱携带病原体的ＤＮＡ序

宿主动物编号定期采集蜱。满洲里口岸选择牧民的

１３匹马，共收集蜱４５只，平均蜱密度３．４６只庸体。用

列进行扩增。
（３）扩增产物的回收、克隆与序列测定：回收阳

鼠夹捕鼠７６只，收集幼、若蜱３４只，幼、若蜱密度为

性扩增结果的琼脂糖凝胶中的条带，将产物扩增后

４４．７％。满都拉口岸共获蜱５８只，平均蜱密度为５．８

与质粒载体连接，连接后转化采取氨苄标记的蓝白

只唐体。策克口岸选择羊１０只、骆驼１０峰、狗２只进

斑法筛选分离，挑取白色菌落传代培养。接着，采用

行蜱密度调查，共获蜱２５８只，其中短小扇头蜱１７６

ＰＣＲ快速鉴定重组质粒，然后培养增菌，采用

只，亚东璃眼蜱９６只，平均蜱密度为２５．８只信体。

ＡＢｌｌ００

３．蜱类携带病原体检测结果：策克、满都拉、满

ＰＲＩｓＭ３７７型测序仪测序。
结

洲里口岸地区共检测出５种蜱传疾病病原体，贝氏

果

斯柯氏体仅在策克检出，平均感染率依次为莱姆病

１．蜱种类及种群构成：

螺旋体（包括伽氏疏螺旋体和艾氏疏螺旋体）

（１）口岸分布：在被调查的满洲里、满都拉和策克

１５．０８％、人巴贝西原虫（包括微小巴贝西原虫和双芽

口岸地区共采集蜱１３１３只，隶属于１科４属７种（表

巴贝西原虫）３．３５％、斑点热群立克次体（包括北亚斑

１）。其中，满洲里口岸为２种，分别为草原革蜱、嗜群

点热群立克次体和黑龙江立克次体）１．９８％、贝氏斯

血蜱；满都拉为３种，分别为草原革蜱、亚东璃眼蜱、残

柯氏体１．０７％、埃立克体（包括人单核细胞埃立克体

缘璃眼蜱；策克口岸为６种，分别为森林革蜱、草原革

和人吞噬细胞无形体）０．９９％。蜱感染莱姆病螺旋体

蜱、残缘璃眼蜱、亚东璃眼蜱、短小扇头蜱、银盾革蜱；

阳性率在３个口岸地区较高，分别为１３．５６％、

蜱分类名录：硬蜱科（Ｌｘｏｄｉｄａｅ）：革蜱属（Ｄｅｒｍａｃｅｎｔｏｒ），

２２．８８％、５．００％，且地区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ｃ２＝

草原草蜱（Ｄ．ｎｕｔｔａｌｌｉａ，满洲里、满都拉、策克），森林革

２４．０９０。Ｐ＝０．ｏｏｏ），人巴贝西原虫、斑点热群立克次

蜱（Ｄ．ｓｉｌｖａｒｕｍ，策克），银盾革蜱（Ｄ．ｎｉｖｅｕｓ，策克）；璃眼

体地区间阳性率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表２，表３）。

蜱属（Ｈｙａｌｏｍｍａ）：亚东璃眼蜱（且ａｓｉａｔｉｃｕｍ

Ｋｏｚｉｏｖｉ

表２内蒙古３个Ｅｌ岸地Ｉ）（蜱自然感染病原体

ｏｌｅｎｅｖ，满都拉、策克），残缘璃眼蜱（Ｈ．ｄｅｔｒｉｔｕｍ
Ｓｃｈｕｌｚｅ，满都拉、策克）；血蜱属（Ｈａｅｍａｐｈｙｓａｌｉｓ）：嗜
群血蜱（Ｈ．ｃｏｍｃｉｎｎａ，满洲里）；扇头蜱属

检出情况
．。蜱检测莱姆病
“”

只数

螺旋体

人巴贝

斑点热群贝氏斯

西原虫

立克次体柯氏体

埃立
克体

（Ｒｈｉｐｉｃｅｐｈａｌｕｓ）：短小扇头蜱（Ｒ．ｐｕｍｉｌｉｏ，策克）。
（２）种群构成：策克口岸获蜱种、数量均较多，
占６９．０８％（９０７／１３１３），策克口岸短小扇头蜱为优势
种占７４．８６％（６７９／９０７），其次是亚东璃眼蜱占
１２．５７％（１１４／９０７）；满洲里、满都拉口岸草原革蜱为
优势种分别占９９％（９９／１００）、７８．４３％（２４０／３０６）。

注：括号外数据为感染病原体的蜱只数，括号内数据为感染病
原体阳性率（％）

·３６７·

表３

登耋

焦型墨墼

内蒙古３个口岸地区蜱类携带病原体的检测结果

墼

墅

旦丛里

旦鱼垒

堡垒里

里垒里

堡垒

坠

坠！

策克ｎ岸
残缘璃眼蜱
草原革蜱
短小扇头蜱

森林革蜱

２６

６７９
３

亚东璃跟蜱

１１４

银盾荸蜱
满都拉几岸
残缘璃眼蜱

５５

草原革蜱
亚东璃眼蜱
满洲里几岸

２４０

草原革蜱
嗜群血蜱

１（３．８５）
ｌ（３．８５）０
２（６．６７）０
１（３．３３）
８７（１２．８１）
１１（Ｉ．６２）０

３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ｌ（ｏ．１５）

Ｚ（Ｏ．２９）

０

０

ｌ（Ｏ．８８）

１（ｏ．８８）

０

０

０

０

７（６．１４１

１（０．８８）

３（２．６３）

ｌ（Ｏ．８８）

１（０．８８）０

ｌ（１．８２）ｌ（１．８２）

ｌ（１．８２）

０

１（１．８２）ｌ（１．８２）０

０

３（５．４５）

Ｏ

０

Ｏ

Ｏ

Ｏ

Ｏ

ｌ（ｏ．４２）

２（Ｏ．８３）

Ｏ

０

２（Ｏ．８３）
４（６．１５）

０

１（１．０１）

５（５．０５）

０

０

０

０

３４（１４．１７）２１（８．７５）０
６（９．３８）
９（１４．０６）
３（４．６９）

９９

０

０

１２００．５３）

６４

０

１（３．３３）
５（１６．ｎ
５（Ｏ．７４）０

０

２

２（７．６９）０

３（３．０３）

２（２．０２）０

０

０

０

１４（２．０６）
０

０

Ｏ

１０（４．１７）０
０

０

］２（１２．１２）０
０

３（１．２５）

９（９．０９）０

０

０

０

注：Ｂｇ：伽氏疏螺旋体（Ｂｏｒｒｅｌｉａｇａｔｉｎｇ）；Ｂａ：艾氏疏螺旋体（Ｂｏｒｒｅｌｉａ ａｆｚｅｌｉｉ）；ＨＭＥ：）ｋ，单核细胞埃毫克体（Ｈｕｍ，ａｎｍｏｎｏｃｙｔｅｓ ｅｈｒｉｌｉｃｈｉｏｓｉｓ
Ｅ．ｃｈａｆｆｅｎｓｉｓ）；ＨＧＡ：人夼噬细胞无形体（ｎｕｍａｔｌ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ｕｓ ａｎａｐｌａｓｍａ）；ＢＡＢ：微小巴贝西原虫（Ｂａｂｅｓｉａｍｉｃｒｏｔｉ）；ＢＡＤ：双芽巴贝西原虫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ａ）；ＣＢ：贝氏斯柯氏体（Ｃｏｘ／ｅ／／ａ ｂｕｒｎｅｔｉｉ）；Ｒｓ：北亚斑点热群立克次体（兄ｓｉｂｉｒｉｃａ）；Ｒｈｅ：黑龙江立克次体（尼ｈｅｉｌｏｎ哲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讨

论

是乙醇浸泡标本，无法进行病毒感染情况的检测。
从检测的结果来看，不同蜱种对蜱媒病原的感

利用人工／小时布旗法调查各口岸的蜱密度都

染携带差异很大，可能与蜱种及其宿主的特异性有

较低，可能于近几年口岸常年干旱，植被生长差，草

关，蜱类对病原体的敏感性存在种属特异性。扇头

场退化，野生动物数量下降有关。此外，内蒙古地区

蜱和革蜱以羊、牛、马为主要宿主动物，主要生活在

实行的禁牧、轮牧和生态移民政策，使得草原上家畜

林缘草地，以大型家畜为寄主动物。而璃眼蜱属则

数量减少，也是草原蜱密度指数低的原因。从宿主

主要分布于荒漠和半荒漠地区，以骆驼、牛、马为寄

体搜蜱法看，各口岸都是４、５月份捕获蜱数量多，蜱

主，本次调查所获的亚东璃眼蜱和残缘璃眼蜱伞部

密度高。原因是从５月份以后，天气逐渐变暖，牧民

来自以满都拉、策克口岸为代表的荒漠和半荒漠地

要对家畜进行剪毛、药浴除虫，剪毛后家畜体上蜱密

区；不同的地理生态条件和种属特异性可能是形成

度指数明显下降。在以后监测工作中应引起重视。

这些感染格局的主要原因。然而，自然感染病原体

从样本量来看，３个口岸采集数量和种类呈不对称

并不意味着这些阳性蜱类就是这些病原体的传播媒

分布，这可能是由于采集时间和生境不统一所致，故

介，还需要试验传播、流行病学三问分布一致性等证

尚不能反映被调查地区蜱类的实际情况。

据。例如，尽管有不少嗜群ｍ蜱自然感染莱姆病螺

内蒙古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林牧业基地之一．

旋体的实证，但实验研究发现，嗜群血蜱不具备经期

不仅拥有较高森林覆盖率，同时也与俄罗斯、蒙古等

传播莱姆病螺旋体的能力，即使它们通过吸血获得

国接壤，是蜱媒病危害比较严重的地区。森林脑炎、

莱姆病螺旋体的感染，也会随血餐消化而丢失¨】。

斑点热、蜱传回归热等蜱媒传染病都有报道…１，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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