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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农牧地区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莫氏
立克次体、横赛巴尔通体、恙虫病
东方体血清流行病学调查
张之伦

张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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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分析天津市农牧地区高危人群蚤传及螨传立克次体病流行趋势。方法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利用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方法，以农户为单位随机调查天津地区直属的８个区（县）

从事农牧业的人群，并现场采集８８６份血液标本，采用微量间接免疫荧光检测人群莫氏立克次体、
横赛巴尔通体及恙虫病东方体特异ＩｇＧ抗体，并分析比较不同年份、地区、性别及年龄组人群抗体
阳性率变化趋势。结果３种立克次体抗体阳性率均呈上升趋势。其中莫氏立克次体阳性率变
化范围为５．Ｏ％～５８．２％；横赛巴尔通体为２．６％～１４．５％；恙虫病东方体为１．８％。３９．８％。３种病原

体阳性率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天津市东南部及中部近海低海拔地区。结论天津地区农牧人
群普遍存在蚤传及螨传立克次体感染。并且有逐年上升趋势。
【关键词】莫氏立克次体；横赛巴尔通体；恙虫病东方体；血清流行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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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天津市各区（县）医疗单位普遍反映感

加。２００６年对天津市直属的汉沽、大港、西青、津

染科在春、夏季节农牧民不明原因发热患者明显增

南、塘沽、宁河、北辰、东丽８个区（县）的监测数据显
示，塘沽区鼠蚤传播相关的莫氏立克次体［Ｒｉｃｋｅｔｔｓｉａ

ＩＸ）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 １．０３．０１２

基金项目：科技部重大专项（２００９ＺＸｌ０００４—２０３、２００８ｚｘｌ０００伽０８）

（兄）ｔｙｐｈｉ］及横赛巴尔通体［Ｂａｒｔｏｎｅｌｌ口（Ｂ．）

作者单位：３０００１１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张颖、张之伦、阴杰莹、

ｈｅｎｓｅｌａｅ］在人群中的血清抗体阳性率均高于其他立

吕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无形体室（禹惠

克次体，分别为１８．７５％及２２．９２％。推测与该地区

兰、粱长威、王誓闻、张丽娟）；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梁长

鼠密度高密切相关。为此本研究于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

威、赵景波）
通信作者：张丽娟，Ｅｍａｉｌ：ｚ３ａａｎｇｌｉｊｕａｎ＠ｉｅｄｃ．蛆

对天津市８个区（县）进行立克次体病高危人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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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动态观察，对螨传立克次一恙虫病东方体

儿童。所有调查对象均与牲口密切接触。３年共采

［Ｏｒｉｅｎｔｉａ（Ｏ．）如吣ｕ班ｍ珊舷］进行人群血清流行病学

集８８６份血清标本。
２．立克次体检出率：

监测。
材料与方法

（１）２００７年调查的３８１份标本中，莫氏立克次体

１．调查对象：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的７—９月，共调查

血清ＩｇＧ抗体总阳性率为５．ｏ％，略高于２００６年的检
出率（４．１％）…。横赛巴尔通体检出率（２．６％）明显低

北辰、大港、东丽、汉沽、宁河、塘沽、武清、蓟县共８

于２００６年（９．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个区（县），调查对象主要为从事农业及畜牧业等的

Ｆｉｓｈｅｒ检验）。恙虫病东方体Ｋａｒｐ型检出率为

高危人群。同２００６年一样，将监测点全部从业人

１．８％。各年龄组别及性别之间抗体检出率差异无统

员均作为调查对象…。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如

计学意义（表１）。

性别、年龄、职业、健康史、家畜饲养状况、野外作业

表１

２００７年天津市各调查点３种立克次体检出率（％）

史以及近期发热、虫媒叮咬史等。现场采集调查对
象３ ｍｌ静脉血，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ＣＤＣ）分离
血清，一２０℃保存后送中国ＣＤ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检测。

２．检验方法：采用微量间接免疫荧光（ＩＦＡ）
（ＷＨＯ推荐的金标准方法）检测兄ｆ印舷、最ｋｎｓｅｌａｅ
及０．ｔｓｕｔｓｕｇａｍｕｓｈｉ血清ＩｇＧ抗体，此法灵敏度明显
高于传统的补体结合实验，因使用特异菌体抗原，

特异性明显高于外斐氏反应。兄抑肮、Ｂ．ｈｅｎｓｅｌａｅ
菌株为ＷＨＯ立克次体协作中心（法国马赛）提供，
０．ｔｓｕｔｓｕｇａｍｕｓｈｉ

Ｋａｒｐ型由福建省ＣＤＣ提供，上述菌

３８１

合计

１９

５．０

７

１．８

１０

２．６

注：。Ｐ＜０．０１，６Ｐ＜Ｏ．０５，均为Ｆｉｓｈｅｒ检验；兄ｍ：尼ｔｙｐｈｉ，０．ｔ：
ｏ．ｔｓｕｔｓｕｇａｍｕｓｈｉ。Ｂ．ｈ：Ｂ．ｈｅｎｓｅｌａｅ

株通过Ｌ９２９细胞培养纯化制备检测抗原片。阳性

（２）２００８年共调查５个区（县）２５６人，横赛巴尔

对照为上述标准菌株免疫家兔制备。检测程序：以

通体检出率明显高于２００７年，接近２００６年调查结

３％脱脂奶粉的ＰＢＳ溶液倍比稀释标本至临界

果…（９．５％），且地区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莫氏

值一ＩｇＧ（１：８０），取２０¨ｌ稀释血清加入抗原片孔，置

立克次体抗体阳性率明显高于２００６年…及２００７年

湿盒内３７℃孵育１ ｈ后冲洗，干燥后加入相应荧光

检出结果（分别增加３５．４％及３４．５％），地区间差异无

标记的抗人ＩｇＧ抗体，再置抗原片于湿盒内３７℃ｌ

统计学意义，年龄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横赛巴尔

ｈ后冲洗，滴加甘油后镜检。以阳性对照为参比，每

通体男、女性别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视野中发绿色荧光菌体数量占阳性对照的１／４为阳

Ｆｉｓｈｅｒ检验），男性（１７．１％）明显高于女性（７．１％）。

性（＋）。随机抽取１０％阳性标本分别进行外斐

２００８年发现恙虫病东方体检出率较２００７年相比增

ＯＸｌ９和ＯＸＫ抗原实验，以佐证其特异性。

加３２．１％，地区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２）。

３．统计学方法：使用Ｅｘｃｅｌ软件进行数据录入、
ＳＡＳ

表２

２００８年天津市各调查点３种立克次体检出率（％）

９．１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ｆ检验确定组间阳

性率差异，Ｐ＜０．０５为判断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的
标准。
结

果

１．基线资料：本研究共调查天津市８个区（县）
８８６例农业及畜牧业人群，其中２００７年调查３８１例，
２００８年２５６例及２００９年２４９例。男性４７７例（占

注：“６同表１

５３．８％），女性４０９例（４６．２％）。年龄１０～７８岁，平均

（３）２００９年监测点同２００８年，共５个区（县）２４９

（４１．８±１０．６）岁。６３．９％的研究对象为牲畜饲养员，

人。结果显示３种病原体抗体阳性率均有不同程度

２９．３％为农民，４．７％为挤奶工和清洁工，１．９％为散户

的增加。其中增加最明显的是莫氏立克次体，较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１年３，Ｅｌ第３２卷第３期Ｃｈ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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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增加了１８．７％，３种病原体在各地区之间的

仓储，使该地区鼠密度一直保持较高水平，由此增加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中莫氏立克次体及恙虫

了相关传染病传播风险，本研究样本采集时间与鼠

病东方体以东丽地区最高分别为６８．６％及７６．５％。

密度高峰季节相吻合（５—１０月）。１９９２年，张之伦

巴尔通体则以汉沽区最高（３１．４％），宝坻区最低

等Ｈ３采用间接免疫荧光对天津市区、滨海区及郊县

（２．１％）。各年龄组检测发现，恙虫病东方体年龄组

正常人群进行斑疹伤寒、斑点热、恙虫病及Ｑ热４种

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法

立克次体病的血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３个地区人

检验），其中以＞５５岁人群阳性率最高（４８．５％），见

群立克次体抗体总阳性率分别为６．５％、１６．７９％、

表３。

２０．６０％。农业人群明显高于城市人群。其中郊县人

表３

群斑疹伤寒群立克次体（包括普氏立克次体与莫氏

２００９年天津市各调查点３种立克次体检出率（％）

立克次体）血清抗体阳性率１７．２３％。本研究显示
２００８及２００９年农业人群莫氏立克次体抗体阳性率
均明显高于１９９２年调查数据，且明显高于鼠密度较
高的云南地区农业人群ｂ】。
１９８９年秋宝坻区农村首次报道恙虫病，随后临
村及周遍地区出现小规模暴发。１９９２年的调查数
据显示天津郊县人群的恙虫病东方体抗体阳性率为
注：４同表ｌ

１．５４％，本研究显示２００８及２００９年恙虫病东方体阳

３．抗体总阳性率年度变化趋势：３种病原体抗

性率远远高于１９９２年的调查结果。恙虫病主要通

体呈上升趋势，尤其在２００８年及２００９年显著增加

过螨传播，其宿主主要为啮齿动物如各种野鼠及家

（图１）。

鼠，该病是亚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媒介源传染病，其病
死率高达１０％一３０％哺】。１９８６年前的监测数据表

７０

６０

明，中国恙虫病主要分布南方地区，近年的调查结果

§５０
旃４０

显示该病在北方包括东北地区均有报道。

掣３０

２００７年，单爱兰等ＩｒＪ首次报道了天津地区临床

医２０

猫抓病１例。猫抓病病原体为横赛巴尔通体，同地

ｌＯ
Ｏ

方性斑疹伤寒一样，该病主要通过猫蚤传播，其宿主
多为家猫，其临床表现多为高热、淋巴结肿大等临床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天津市３种立克次体总阳性率变化趋势

表现。儿童多于成年人。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连续流行

４．各调查点变化趋势：对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连续４

病学现场调查发现，在被调查的农户除养殖经济家

年均监测的４个区（县）包括北辰区、东丽区、汉沽区

畜动物外，还养殖家犬用于看护院舍及家畜。同时

及宁河县进行了３种病原体抗体流行趋势分析，其

多数农户平均养２～３只家猫，其目的主要用于捕捉

图１

中中东部及南部地区如北辰区、东丽区、汉
沽区３种病原体抗体阳性率均呈上升趋势，

—◆＿尼ｔｙｐｈ／—．－且ｈｅｎａｅｌａｅ—．．Ｄ．ｔｓｕｔａｕｇａｍｕａｈｉ
１００

东北部的宁河区２００９年检测数据明显下降

：：

８０

（图２）。４０

６０

喜２。０

２０

莲８０

５０

洲

４０

讨论
莫氏立克次体、横赛巴尔通体及恙虫病
东方体均通过媒介进行传播，已有研究表明

二

津地区的优势鼠种是褐家鼠。天津地区尤

。

度达１４．２３％ｂ】。尽管天津市每年均进行灭鼠
工作，但独特的低海拔潮湿地理特征及货物

０

３０

褐家鼠为上述２种病原体的传播媒介乜】，天
其天津港是高鼠密度地区，历史上鼠密度一

４０

２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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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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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Ｖ０１．３２，Ｎｏ．３

老鼠。２００６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天津市农业人群横
赛巴尔通体ＩｇＧ抗体平均阳性率为６．４％。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年横赛巴尔通体阳性率分别２．６％、１０．２％、
１４．５％。总体呈上升趋势，２００９年接近云南省高发
地区农牧业人群ＩｇＧ阳性率（１４．２８％）ｔＳ】ｏ猫抓病在
临床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随着宠物热的兴起，
其发病率及患病率逐年上升。天津地区该病血清流
行状况与地方性斑疹伤寒无论地区及时间上均存在
一致性，两者之间发病相关性及是否存在复合感染
需要进一步调查。除了３种立克次体抗体阳性率在

［２］Ｙｕ

ＤＺ．Ｌｉａｎｇ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ＧＤ．Ｚｏｏｎｏｆｉｃ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Ｂｄ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９：６２８－６４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俞东征，粱国栋．人兽共患传染病学．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６２８—６４３．

［３］Ｘｕ ＱＨ，Ｌｉ ＪＺ，Ｌｉｕ ＺＪ．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ｍｏｕ￥ｅ，ｍｏｓｑｕｉｔｏ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ｎｙ ｉｎ Ｔｉａｎｊｉｎ，１９９８－２０００．Ｐｏｒ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０６，６（４）：７—１ 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许庆华，李俊志。刘振江．天津港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鼠、蚊、蝇密度及
种群构成调查．口岸卫生控制，２００６，６（４）：７—１１．

【４］ＺｈａｎｇＺＬ，ＬｕｏＹＱ，ＺｈａｎｇＹ，ｅｔ ａ１．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Ｒ／ｃｋｅｕｓ／ａ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ｈｕｍａｎｓｉｎ

Ｔｉａｎｊｉｎ．Ｃｈｉｎ Ｊ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１９９２，８（６）：２５８－２６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时间上呈上升趋势外，本研究还对能够连续动态监

张之伦，罗云秋，张云，等．天津市人群中立克次体感染状况调

测的北辰区、东丽区、汉沽区及宁河区等进行了时间

查．中国公共卫生，１９９２，８（６）：２５８—２６５．

及地理分布特征分析，结果显示，除宁河区３种立克
次体人群抗体阳性率２００９年有明显下降外，其他３
区均与总体趋势一致，均呈上升趋势。
本研究对天津地区直属的８个区（县）进行农业
高危人群的蚤传莫氏立克次体、巴尔通体以及螨传
的恙虫病东方体进行连续监测，显示这些病原体在
该地区广泛存在，而且抗体流行率有逐年增加的趋
势，这一调查结果是否为近年天津地区尤其是郊区

［５］Ｃｈａｎｇ

ＬＴ。Ｄａｏ ＺＨ，Ｌｉａ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Ｏｌｌ

ＣＷ。ｅｔ

ａ１．Ｓｅｒｏ－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

ｒｉｃｋｅｔｔｓｉｏｓｉ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

Ｊ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ｉｍａｌ８ ｉｎ

Ｚｏｏｎｏｓｃ８，２０１０。２６（２）：１８９－１９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常利涛，刀志宏，梁长威，等．云南省人和家畜立克次体病血清流
行病学调查．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２０１０，２６（２）：１８９—１９２．

［６］Ｔａｎｇ ＪＱ．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ＢｅＵ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５：５３８—５６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唐家琪．自然疫源性疾病．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５３８—５６２．

［７］Ｓｈａｈ

ＡＬ，Ｙｉｎ ＪＹ。Ｌｖ Ｊ，ｅｔ ａ１．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ｃａｓｅ

ｃａｔ

ｓｃｒａｔｃ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

临床不明原因发热患者增多的主要原因，有待进一

ｂｙ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步临床发热可疑病例的实验室调查。值得注意的是

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本研究结果提示该地区存在立克次体病局部暴发流

单爱兰，阴杰莹，吕杰。等．免疫荧光法确诊一例猫抓病的病例

行的可能性，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感谢天津市８个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本研究给予的大

ｉｍｍｕｎｏｆｌｏｒｅｓｅｅｎｃｅ．ＰｏｒｔＨｅａｌｔ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０７，１３（２）：

报告．口岸卫生控制，２００７，１３（２）：８．

［８］Ｙａｎｇ ＦＬ。Ｂａｉ

ＨＩＶｌ，Ｙａｎｇ Ｈ，ｅｔ ａ１．Ｓｅ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Ｂａｒｔｏａｅ／２ａ

ｈａｎｓｅｌａｅ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力支持与帮助］

ａｍｏ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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