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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北京市农村人群及家畜嗜吞噬无形体
和查菲埃立克体感染状况调查
张秀春张立霞李伟红王誓闻孙玉兰王圆圆

关增智刘秀军

杨育松张曙光禹惠兰张丽娟
【摘要】 目的调查北京市农村人群及家畜新发查菲埃立克体和嗜吞噬无形体感染状况。
方法按地理位置选择北京市西北（延庆）、东北（密云）及东南（通州）地区３个植被率较高的旅游
县（区）。按在册户籍随机以家庭为单位，调查并采集５６２人及９０只山羊、７１头牛和２只家犬血液
标本，按ＷＨＯ推荐『日Ｊ接免疫荧光方法（１ＴｌＩＦＡ）检测血清ｌｇＧ抗体。动物血球提取ＤＮＡ扩增无形

体１６Ｓ ｒＲＮＡ基因并测序分析。结果人群查菲埃立克体和嗜吞噬无形体抗体阳性率分别为
１６．５％和１４．Ｏ％；山羊和牛嗜吞噬无形体抗体阳性率分别为２．３％和Ｏ；２只家犬未检测到相应抗

体。山羊、牛无形体１６Ｓ ｒＲＮＡ扩增阳性率分别为４８．９％和２３．９％。１６Ｓ ｒＲＮＡ序列（２２８ｂｐ）分析显
示，３类优势流行株无明显地理分布特征。结论北京市农村人群存在查菲埃立克体和嗜吞噬无
形体感染．调查地区家畜存在无形体感染。

【关键词ｌ查菲埃立克体；嗜吞噬元形体；血清流行病学；间接免疫荧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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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单核细胞埃立克体病（Ｅｈｒｌｉｃｈｉｏｓｉｓ）和人粒细

ＴＧＧ ＣＴＣＡＧＡＡＣＧ一３’）和２（５ ７一ＣＡＣ ＣＴＣ ＴＡＣ

ＧＣＴＡＴＣ一３’）各ｌ¨ｌ，ＤＮＡ模

胞无形体病（Ａｎａｐｌａｓｍｏｓｉｓ）分别由查菲埃立克体

ＡＣＴＡＧＧＡＡＴＴＣＣ

（Ｅｈｒｌｉｃｈｉａ ｃｈａｆｆｅｅｎｓｉｓ）和嗜吞噬无形体（Ａｎａｐｌａｓｍａ

板１０ ｕ１，其他试剂按常规进行。反应条件为９４℃预

ｐ胁印ｃ伽加ｉｚｕｍ）引起的蜱传立克次体病“１。２００６年

变性５ ｍｉｎ，４０个循环包括９４℃变性４５ Ｓ，５５℃退

安徽省某医院发生无形体院内感染事件妇１。随后天

火５０ Ｓ，７２℃延伸ｌ ｒａｉｎ，最后７２℃总延伸５

ｍｉｎ。

津地区农业高危人群血清抗体调查阳性率为８．８％，

二轮ＰＣＲ用无形体特异引物ＨＧＡｌ（５’一ＧＴＣ

ＧＡＡ

并有逐年上升趋势Ｄ】。大量数据证实我国及周边国

ＣＧＧ ＡＴＴ ＡＴＴ ＣＴＴ Ｔｐ汀ＡＧＣ

ＴＴＧ一３’）和ＨＧＡ２

家如日本、韩国等存在该病㈨］。我国学者已经从啮

（５ ７一ＴＡＴ ＡＧＧ

齿动物及蜱中分离到嗜吞噬无形体【７】，新近有研究

ＴＡＣ一３

在山东省胶州半岛发热患者中分离到该病原体。以

用ＥＢ凝胶电泳观察并拍照。ＰＣＲ产物直接送生物

往资料显示北京市昌平地区从病原学上证实有蜱传

工程（上海）有限公司测序。

ＴＡＣ ＣＧＴ

ＣＡＴ ＴＡＴ

ＣＴＴ

ＣＣＣ

７），一轮产物１ ｍ，条件同一轮反应，反应产物

斑点热［８一】。因蜱传立克次体病缺乏典型临床表现，

４．统计学分析及遗传进化分析：采用Ｅｘｃｅｌ软

易误诊，造成多器官受累，甚至死亡。为进一步调查

件进行人及动物血清抗体结果数据录入分析。

北京市农业地区是否存在新发蜱传埃立克体病及无

ＳＡＳ

形体病，于２００９年３—４月对延庆、密云和通州区

性率差异，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无形体

（县）进行人群及家畜感染状况调查。
材料与方法

１．调查地区及标本采集：本次调查按地理位置

１６Ｓ

９．１软件统计分析阳性率。运用ｆ检验确定阳
ｒＲＮＡ序列分析采用进化分析软件ＭｅＧＡ ４．０

完成。
结

果

选择高植被率的延庆、密云及通州区（县）。再按地理

１．调查点概况：本次调查点均为北京市重点旅

位置选择３个自然乡镇。为使性别及年龄均衡，调

游区县，其中延庆、密云县均是三面环山，森林覆盖

查设计以家庭为单位，按在册户籍，随机单双号抽

率均达５０％以上，水源充足，适合媒介蜱孳生。共调

取，每调查点预计调查男、女各１００人。调查对象资

查５６２人，年龄３０—６０岁。其中男性２７３人，平均年

料收集包括职业、性别、年龄、近１年内是否有发热、

龄５０岁；女性２８９人，平均年龄４９岁。调查对象均

皮疹等健康史以及蜱、螨、蚤等媒介叮咬史等。调查

为农村地区人群，主要从事农作物或果树种植及家

点预计采集羊、牛及犬标本各５０份。按调查户是否

畜养殖业。在春夏蜱孳生高峰季节，日出家畜野外

饲养家畜及每户饲养不同种类家畜的数量，随机采

自由放养，家畜体表多携带蜱虫。本次调查共采集

集５只羊、２头牛及１只犬。在兽医部门配合下，采

９０只山羊、７ｌ头牛和２只家犬血液标本。

集家畜动物血液，分离血清用于抗体检测，血球提取

２．人及家畜血清抗体检测：延庆、通州和密云３

ＤＮＡ检测无形体１６Ｓ ｒＲＮＡ基因。标本当地一２０℃

个调查点人群嗜吞噬无形体血清抗体阳性率依次为

保存，后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

２２．８％、１７．５％和１．６％，平均为１４．０％。各点间比较

所无形体室检测。

（密云与延庆、密云与通州）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

２．血清抗体检测：按ＷＨＯ推荐的微量间接免

义（均Ｐ＜Ｏ，００１），而性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疫荧光（ｍＩＦＡ）方法。查菲埃立克体抗原（Ａｒｋａｎｓａｓ）

山羊血清抗体阳性率为２．３％，牛和犬未检测到相应

由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嗜吞噬无形体抗原

抗体。３个调查点人群查菲埃立克体抗体阳性率分

（Ｗｅｂｓｔｅｒ）为美国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大学医学院Ｊｓ．
Ｄｕｍｌｅｒ实验室惠赠。阳性血清为传染病预防控制

别为４．６％、１２．６％和３２．５％，平均１６．５％。各点间比
较（延庆与密云、通州与密云）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

所无形体室使用标准菌株免疫家兔制备。

意义（均Ｐ＜Ｏ．００１），而性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３．无形体１６Ｓ ｒＲＮＡ基因扩增：动物血球ＤＮＡ

３．病原体地理分布特征：本次调查人群查菲埃

提取采用Ｑｉａｇｅｎ试剂盒按说明书进行。正常人血

立克体与嗜吞噬无形体抗体阳性率存在明显地理分

ＤＮＡ及无菌水按同样操作提取，作为阴性对照。嗜

布特征。２种病原体在延庆和密云县人群血清流行

吞噬无形体细胞培养物提取ＤＮＡ作阳性对照。巢

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０１）。延庆县人群

式ＰＣＲ扩增无形体１６Ｓ ｒＲＮＡ基因“…。简述：一轮

嗜吞噬无形体感染率明显高于密云县，而密云县人

ＰＣＲ用夕｝弓ｌ物ｌ（５’一ＴＴＧ

群查菲埃立克体感染明显高于延庆县，通州区２种

ＡＧＡ ＧＴＴ ＴＧＡ ＴＣ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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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ｃｍｉｏｌ，Ｍａｙ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５

病原体阳性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１１７）。
４．１６Ｓ

４４删１ ＢＪ－．ＭＹＭＹ－．ＨＨ歇涮１４’

ｒＲＮＡ基因扩增及序列分析：本次调查山

ｄＥ龋ｌ

｝Ｉ群

３３ｌ ｓＤ上ｚ·Ｈ
‘（５）
２Ｔ．ＡＧ．ＩＪ
ｒｔ ｓＤ—Ｌｚ—ＨＧＡ—Ｔ３６
３７ ｌ Ｌ ＢＪ—ＭＹ．ＨＧＡ．ｓ６１
９５ｊ

羊、牛及家犬无形体１６Ｓ ｒＲＮＡ基因ＰＣＲ阳性率分
别为４８．９％（４４／９０）、２３．９％（１７／７１）和０（０／２）。对测
序成功的６３条１６Ｓ ｒＲＮＡ基因部分序列（２２８ ｂｐ）递
交ＧｅｎＢａｎｋ，并将本研究检出序列与我国其他地区

ＳＤ－ＬＺ－ＨＧＡ－Ｔ焉１（１ ３’）ｎ群

Ｌ－ＢＪ－ＴＺ－ＨＧＡ—Ｓ５

检出序列及ＧｅｎＢａｎｋ中世界各地无形体相应序列进

一ＢＪ．ＭＹ．ＨＧＡ－￥２８
ｒ—ＢＪ．ＴＺ．ＨＧＡ．０３４

行同源比较及聚类分析，发现本调查的嗜吞噬无形

ｌ ｌ ＢＪ—ＹＱ—ＨＧＡ—０３
Ｉ Ｉ ＢＪ．ＹＯ．ＨＧＡ．０３３

体１６Ｓ ｒＲＮＡ基因存在较大变异性，主要分为３群变

叫止七Ｙ镂徽裂。

异株（图Ｉ）。Ｉ群以密云县山羊ＢＪ．ＭＹ－ＨＧＡ．Ｓ１２

＾；１一ＢＪ．ＹＱ．ＨＧＡ．￥３５

株为代表，检出率为２１．５％，山东省胶州半岛长角血

Ｌ—ＢＪ—ＴＺ．ＨＧＡ—０４７

蜱检出的序列ＳＤ．ＬＺ．ＨＧＡ—Ｔ２和ＳＤ．ＬＺ．ＨＧＡ．Ｔ３６

Ｌ·ＢＪ＿ＹＱ斗１ＧＡ—０２５
ＥＦ０３２６５５ ａｌｐｈａ ｐｍｔｅｏｂａｃｔｅｒｔｕｍ
ＳｅｐＢ－６ １６Ｓ ｒＲＮＡ

ｌ卜ＢＪ－ＴＺ－ＨＧＡ－￥２５

Ⅲ群

～Ｌ ＢＪ．ＴＺ．ＨＧＡ．０２

ｌ ＢＪ—ＭＹ－ＨＧＡ－Ｓ１（２１）

与该群归为一类。目前还未检测到１００％同源序列，

Ｉ－－－１

０．Ｏｌ

而与浙江省山羊检出序列（ＨＭ５９５７３２）、中国西南

注：蓝体字为本次调查检出序列；红体字为２００６年安徽省院内

地区牛（ＦＪｌ６９９５７）、山羊（ＦＪ３８９５７７）及韩国Ｊｅｊｕ岛

感染患者序列（ＥＦ２１１１１０）及２００７年山东省患者检出序列

长角血蜱检出序列９９％同源。Ⅱ群以ＢＪ—ＭＹ－

（ＥＵ９８２７０９）；粉体字为山东省莱州地区蜱检出序列。序列组成分

ＨＧＡ—ｓ４为代表，检出率为４．８％。该序列与我国

别为调查或城市拼音首字母缩写；调查地区拼音首字母缩写；病原

体英文首字母缩写和调查动物英文首字母缩写＋序列编号＋（本

２００６年安徽省某医院无形体院内感染患者检出序

次调查检出的１∞％同源序列数量）；ＥＦ０３２６５５为构建进化树参比

列（ＥＦ２１１１１０）以及２００７年山东省沂源地区发热无

序列

形体患者检出序列（ＥＵ９８２７０９）１００％同源。虽然检
出率不高，但在我国周边国家如日本野鹿

图１北京市３个调查点家畜动物嗜吞噬无形体
１６Ｓ

ｒＲＮＡ基因聚类分析

（ＡＢ４５４０７６）、南非犬（ＡＹ５７０５４０）及韩国长角血蜱

１６．５％和１４．０％，其无形体感染率高于２００６年天津地

（ＡＦ４７０６９９）均检测到１００％同源序列。Ⅲ群为本次

区调查结果（８．８％）Ｄ］，而相对低于北美流行地区人

调查检出率最高（５２．４％），在调查的３个区县的牛及

群阳性率（１５％一３６％）“１‘”］。

山羊中均有分布。我国东南地区（浙江省）山羊

本调查发现２种病原体人群抗体阳性率存在地

（ＨＭ４３９４３２）、西南地区山羊（ＦＪ３８９５７６、ＥＵ７０９４９３）

区分布差异，嗜吞噬无形体主要分布在延庆和通州

中均有较高检出率。此外，在日本野鹿（ＡＢ４５４０７５、

地区，而查菲埃立克体主要分布在密云和通州地

ＡＢ２１１１６４）中也有较高检出率。除了上述３种优势

区。同一调查地区，人群感染２种病原体存在明显

群外，本实验还检出２２个相对独立变异株。

的负向分布特征。另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人兽共患

讨

论

病，尽管人群嗜吞噬无形体ＩｇＧ抗体阳性率明显存
在（１４．０％）以及山羊血液ＤＮＡ无形体１６Ｓ ｒＲＮＡ基

立克次体在分类上主要归属为传统的立克次体

因检出率平均高达４８．９％，但山羊抗体阳性率却很

科，如恙虫病东方体属的恙虫病东方体、立克次体属

低（２．３％），而牛未检测到相应抗体。推测人群及家

中的斑点热群立克次体及斑疹伤寒群立克次体；另

畜感染可能存在种属差异，或国外分离株与我国家

一大类是近年世界范围内新发的立克次体病原体如

畜动物抗原表型存在差异。

引起无形体病的嗜吞噬无形体及引起埃立克体病的

嗜吞噬无形体１６Ｓ ｒＲＮＡ基因序列分析显示，该

查菲埃立克体等。目前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经

地区病原体存在明显变异性，共检出２５种变异序

将这３种列为法定传染病，而在我国该疾病还未归

列，聚类分析后发现有３群，其中ＢＪ．ＭＹ－ＨＧＡ－Ｓ１为

类法定传染病管理，无论在临床上，还是公共卫生及

代表流行株，３个地区动物中均有检出。同源分析

民众对其仍缺乏认识。以往资料证实，北京地区存

比较发现这一优势群在我国东南地区、西南地区山

在西伯利亚立克次体引起的北亚蜱传斑点热“１。本

羊中均有较高检出率，另在日本野鹿中也有较高检

次是在北京市３个旅游区（县）首次开展的流行病学

出率。本调查中以ＢＪ．ＭＹ－ＨＧＡ．ｓ４为代表的山羊序

调查，结果证实农业人群普遍存在查菲埃立克体和

列与我国安徽、山东省患者相应序列有１００％同源。

嗜吞噬无形体感染，人群血清抗体阳性率分别为

因此，开展北京地区无形体病原学调查具有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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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１６８（】－２）：１７０－１７２．

公共卫生意义。

本次调查表明北京地区人群及家畜存在查菲埃
立克体和嗜吞噬无形体感染。应进一步开展其生态
学研究及媒介种类和宿主监测，尤其是嗜吞噬无形
体人畜共患优势流行株病原学研究对于新发蜱传立
克次体病防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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