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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夏尔希里自然保护区蜱传脑炎
疫源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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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调查新疆北部夏尔希里地区蜱传脑炎（ＴＢＥ）疫源地特征，分离鉴定蜱传脑炎

病毒（ＴＢＥＶ）。方法利用间接免疫荧光法对２０１１年春夏季出现的２例疑似病毒性脑炎患者及当
地健康人群检测ＴＢＥＶ特异性ＩｇＧ抗体。调查当地蜱种群特征；通过蜱研磨液接种实验小鼠与细
胞分离培养ＴＢＥＶ；利用ＲＴ－ＰＣＲ扩增检测病毒ＮＳｌ基因片段，通过序列分析明确新分离毒株的系

统进化特征。结果在夏尔希里自然保护区ＴＢＥ疫源地采集全沟硬蜱和森林革蜱共１７６０只，全
沟硬蜱为优势蜱种（８７．５％）。２例疑似病毒性脑炎患者确诊为ＴＢＥＶ感染。当地健康人群中病毒
ＩｇＧ血清阳性率为３５．４％（２３／６５）。ＢＡＬＢ／ｃ小鼠接种蜱研磨液后，发病与死亡发生率分别为７２．９％
（７０／９６）和５５．７％（４４／７９）。从病死小鼠脑组织中扩增获得ＴＢＥＶ特异性条带。基于病毒ＮＳｌ基因
序列的系统进化分析表明，ＴＢＥＶ新分离株属于远东亚型，与中国东北地区分离株、俄罗斯分离株
的同源性分别为９９％和９８％。结论首次发现新疆夏尔希里自然保护区存在ＴＢＥ疫源地，病毒流
行株属于远东亚型，全沟硬蜱和森林革蜱是病毒传播的重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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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为山地干旱草原，１６００～２７００ ｍ为山

一代小鼠处死后，取脑组织研磨液上清液继续接种

１３００～１６００

地森林，２７００。３３００ ｍ为高山草甸哺］。保护区内人

小鼠传代。

类活动较少，以当地牧民与边防驻军为主。２０１１年

４．病毒细胞分离培养与ＩＦＡ鉴定：①病毒细胞

春夏季，保护区内曾出现２例高度疑似ＴＢＥ患者，为

分离培养：ＢＨＫ一２ｌ细胞（Ｂａｂｙ ｈａｍｓｔｅｒ ｋｉｎｅｙ一２１）经
含１０％（ｖ／ｖ）胎牛血清的ＤＭＥＭ培养基传代分种于

进一步明确ＴＢＥ疫源特征，本研究通过病史调查，
ＴＢＥＶ特异性ＩｇＧ抗体的血清学检测，媒介蜱种类密
度调查及病毒分离培养等，研究保护区内ＴＢＥ的流

４８孔细胞培养板３７℃培养至长为单层细胞。每孑Ｌ

行情况。

７～１０

对象与方法

ＢＨＫ一２１细胞接种０．５ ｍ１蜱组织研磨液，３７℃培养
ｄ。细胞反复冻融３次，按３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收

集细胞培养上清，按上述方法再次接种细胞，盲传三
代后观察细胞病变现象。＠ＩＦＡ鉴定：将２０¨ｌ病毒

１．研究对象、主要试剂及实验动物：蜱采自新疆

感染细胞培养基悬液接种于抗原玻片孑Ｌ中，３７℃过

夏尔希里林地生态环境。人血清样本采自２例患者

夜培养，冰冻丙酮固定过夜，按同样步骤进行ＩＦＡ鉴

及当地健康人群。ＴＢＥＶ抗原片、黄病毒属特异单

定。一抗使用１：１０００倍稀释的鼠源黄病毒属特异

克隆抗体与ＴＢＥＶ单克隆抗体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微

ｍＡｂ与ＴＢＥＶ ｍＡｂ，二抗使用１：２００倍稀释的ＦＩＴＣ

生物流行病研究所五所一室提供，异硫氰酸荧光素
（ＦＩＴＣ）标记的兔抗人ＩｇＧ抗体与山羊抗小鼠ＩｇＧ抗

标记的羊抗小鼠ＩｇＧ抗体。
５．病毒ＲＮＡ的反转录ＰＣＲ检测：ＴＢＥＶＮＳｌ基

体均购于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ＲＮｅａｓｙ

因扩增引物设计参照文献［４］。上下游引物：

史堡堕堡疸堂苤查！！！！堡！旦箜！兰鲞笙！塑垦堕！！里￡ｉ！！里！！！！坚型！！！！！塑！．丝！堕！：！
ＧＡＧ ＴＧＧ’ＩＡＩ。ＧＡＣ，

阳性，阳性率为３５．４％，其中男性２２人（９５．７％），女性

ＣＡＡＧＧＡＣＧＡＣＡＡＴ（扩

１人（４．４％），年龄２０～３４岁。上述人群职业为保护

增区域病毒基因组２５２９～３６５４ ｎｔ；预期长度约为

区工作人员或牧民，均有蜱叮咬史。检测结果表明

ｂｐ），引物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公司合成。按
ＲＮｅａｓｙ试剂盒说明书方法对４００ ｕｌ细胞培养上清

当地人群普遍存在ＴＢＥＶ ＩｇＧ抗体，提示存在既往

ＮＳｌ－Ｆ：ＧＡＧ

ＧＴＴ

ＴＣＣ

ＮＳｌ—Ｒ：ＣＧＡＧＣＡＡＴＧ

１１００

液进行ＲＮＡ提取，提取物溶于４０ ｕｌ无核酸酶去离

感染。
３．媒介蜱调查：２０１２年４—５月选择保护区海拔

子水，置于一７０℃冷藏备用。按照一步法ＲＴ－ＰＣＲ试

１２００～３０００

剂盒说明书操作，扩增体系为２５¨ｌ，其中包括５“ｌ
上清ＲＮＡ提取物，ＴＢＥＶ ＮＳｌ特异正、反向引物

及中山森林草甸不同生境样地进行调查。采集获得

（１０ ｇｍｏｌ／Ｌ）各ｌ ｕｌ。扩增条件：４２℃反转录３０

９４℃热变性４ ｍｉｎ；３５轮热循环中，每轮循环９４℃

ｐｅｒｓｕｌｅａｔｕｓ）１５４０只，占组成的８７．５％；森林革蜱
（Ｄｅｒｍａｃｅｎｔｏｒ ｓｉｌｖａｒｕｍ）２２０只，占组成的１２．５％。媒

热变性３０

ｃＣ退火３０ Ｓ，７２℃扩增１ ｍｉｎ，最后

介蜱种群密度分别为３７．６只ｌｉｂ时与５．４只／ｄ，ｆｔ寸。全

７２℃延伸１０ ｍｉｎ。取５ ｕｌ扩增产物进行１％（ｍ／ｖ）琼

沟硬蜱主要分布在海拔１４００～１ ８００ １ＴＩ针阔混交林

脂糖凝胶电泳鉴定。阳性扩增产物交上海生工生物

带，栖息生境为混交林间灌丛，特别是林间灌丛的兽

工程公司测序，利用ＤＮＡｓｔａｒ

道上分布较多。森林革蜱主要分布在海拔１４００～

Ｓ，５８

７．０

ｍｉｎ；

ＳｅｑＭａｎ程序进行

ｒｎ荒漠草原、山地草原、针阔叶混交林

游离蜱２种共１７６０只，其中全沟硬蜱（Ｉｘｏｄｅｓ

序列比对。最后利用Ｍｅｇａ ５．０程序聚类分析，以

１８００

Ｃｌｕｓｔａｌ—Ｗ算法构建ＴＢＥＶ系统发生树（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有两种蜱共栖一处现象。

１０００）。

Ｉｎ处森林草甸，栖息生境为山地阳坡草丛。也

４．实验小鼠接种：为初步对蜱传病原进行分离

６．统计学分析：利用ＳＰＳＳ １ ９．０软件进行统计分

培养，分别将１５组（ｎ＝１００）全沟硬蜱、２组（ｎ＝６０）

析，结果通过Ｚ检验确定组间发病率及死亡率差异，
Ｐ＜Ｏ．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森林革蜱研磨后接种ＢＡＬＢ／ｃ小鼠，观察并描述发
病情况。共有１３组小鼠发病。全沟硬蜱接种后，小

结

鼠发病率为７２．６％（６１／８４），其中雌性全沟硬蜱发病

果

率为７６．６％（３６／４７），雄性全沟硬蜱发病率为６７．６％

１．病例报告：

（２５／３７），经检验雌雄两组发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病例１］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４日起无诱因突然发热（３９．３℃），并间

（ｚ２＝Ｏ．３１９，Ｐ＝０．５７２）；森林革蜱接种后，小鼠发病
率为７５．Ｏ％（９／１２），病原分离结果见表１。小鼠发病

断性发热１２ ｄ，伴全身不适，头痛头晕，恶心，颈项强

平均潜伏期为８ ｄ，发病主要表现包括倦怠、毛耸、蜷

直，活动受限，脑膜刺激征阳性，手足抽搐。头颅Ｍ刚

缩、体重减轻以及身体平衡失调、侧卧、后肢麻痹瘫

ｍｍ Ｈ：Ｏ，

痪等神经症状（表２）。１３组发病小鼠第一代死亡率

白细胞３００×１０６／Ｌ，蛋白６６．１ ｍｅ／Ｌ；血常规检查白细
胞１２．７×１０９／Ｌ，中性粒细胞７９．８％。患者回忆发病

为６６．７％（２８／４２），第二代死亡率为４３．２％（１６／３７），经

男性２５岁，汉族，林区工作人员。

检查提示左侧侧脑室扩大；脑脊液压力２００

前有蜱叮咬史与野生动物腐败尸体接触史。ＩＦＡ诊

检验两代小鼠死亡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２＝
４．３７４，Ｐ＝０．０３６）。生存率曲线见图１。
５．病毒细胞分离与ＩＦＡ鉴定：蜱研磨液接种

断结果表明，ＴＢＥＶ特异ＩｇＧ＞，１：８００。根据我国职
业性森林脑炎诊断标准（ＧＢ Ｚ８８—２００２）诊断为中度

ＢＨＫ一２１细胞，盲传三代后，细胞出现圆缩、脱落等

ＴＢＥ。

病变现象（图２）。ＩＦＡ结果表明（图３），接种细胞分

［病例２］男性２３岁，汉族，与病例１为同事。
２０１１年６月９日出现头痛头晕，并持续发热１０ ｄ，体

别与黄病毒属特异性单克隆抗体（１：２０００）、ＴＢＥＶ

温３８～４０℃，伴晕厥。患者回忆发病前有蜱叮咬史

研磨液中分离获得黄病毒属ＴＢＥＶ。蜱研磨液接种

与野生动物腐败尸体接触史。ＩＦＡ法诊断结果表

细胞与脑炎患者恢复期血清（１：５００）呈阳性反应，

明，ＴＢＥＶ特异ＩｇＧ≥ｌ：５００。根据职业性森林脑炎

表明脑炎患者系ＴＢＥＶ感染。上述结果表明，本研

诊断标准（ＧＢ Ｚ８８—２００２）诊断为轻度ＴＢＥ。

究从夏尔希里地区蜱中分离培养获得黄病毒属

ＩｇＧ抗体诊断：为明确ＴＢＥＶ感染在当
地人群中的流行情况，采用ＩＦＡ检测当地健康人群

ＴＢＥＶ。

血清ＴＢＥＶ特异ＩｇＧ抗体，结果６５人份血清中２３人

用ＲＴ－ＰＣＲ对ＴＢＥＶＮＳｌ基因片段进行扩增。共有

２．ＴＢＥＶ

特异性单克隆抗体（１：２０００）呈阳性反应，提示从蜱

６．分子病毒学鉴定：为对病毒核酸进行检测，利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５月第３４卷第５期Ｃｈｉｎ

Ｊ

·４４ｌ·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ｙ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５

表１蜱样本接种ＢＡＬＢ／ｃ小鼠后的发病情况

如

与蜱样本ＴＢＥＶ ＰＣＲ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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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蜱研磨液接种后ＢＡＬＢ／ｃ小鼠生存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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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一Ｌ

ＴＢＥＶ感染ＢＡＬＢ／ｃ小鼠后发病情况

项目

症状描述

接种肝细胞

发生率（％）

图２

开始发病时间（ｄ）６～１５
平均潜伏期（ｄ）８

Ｉｌｉ常细胞刘照

ＴＢＥＶ接种ＢＨＫ一２１细胞的病蛮现象（×１０）

８５％。新分离毒株与我国东北分离毒株ＭＤＪ一０２

体重减轻

发病后体重开始减轻

７

临床症状

毛耸，蜷缩，倦怠

７

皮下伴睾丸出血

６

神经症状

身体平衡失调．侧卧，后肢麻痹瘫痪

３

）Ｏ

解剖病理表现

脾脏、肝脏肿大

２

Ｏ

消化道或腹腔出血

∞∞０“¨ｂ

颅内出血

４

株、森张株序列同源性为９９％，与俄罗斯境内
Ｓｖｅｔｌｏｇｒｉｅ株、Ｋａｒａｌｅｒｏｖｏ株序列同源性为９８％。结
果表明，ＴＢＥＶ新分离毒株属于ＴＢＥＶ远东亚型。
讨

ｌ

删删顶域似Ⅲ拟 ３∞∞册㈣姗啪㈣０）

论

１３组接种细胞上清呈扩增阳性，阳性率为７６．５％（表

ＴＢＥ在新疆地区已明确分布于天山山区，包括
北天山西段的天格尔山、依连哈比尔尕山北坡和婆

１）。序列测定结果与ＴＢＥＶ新疆分离株完全一致。

罗克怒山南坡，以及中天山、南天山北坡与科古琴山

为进一步明确ＴＢＥＶ新分离株的基因亚型特征，对

南坡＂Ｊ。夏尔希里自然保护区位于阿拉套山南坡，

全沟硬蜱分离株叭、１３Ａ、１４Ａ及森林革蜱分离株

属于北天山西段，但尚未从该地区发现ＴＢＥ流行。

１７Ａ进行基于ＮＳｌ基因序列的比对分析（图４），结果

本研究首次证实新疆阿拉套山存在ＴＢＥ疫源地。

表明新分离毒株与远东亚型毒株序列同源性＞

疫源地生境与北天山西段的天格尔山、依连哈比尔

９５％，与欧洲、西伯利亚型同源性分别为８６％和

尕山北坡和婆罗克怒山南坡相同，主要分布于海拔

’ｒＢＥＶ掣ｉ－片ｔｐ｛九

图３

患务恢复圳ｌｆｌｌ消

ＴＢＥＶ新分离株的ＩＦＡ检测（ＦＩＴＣ染色，×４０

生堡煎鱼堑堂苤查！！！！堡！旦箜！！鲞笙！塑堡垒！望！里旦！塑ｉ！！！Ｍ型！！！！！№！：丝！盟！：！

·４４２·

森林革蜱中分离获得病毒，表明这两种蜱均可作为
该疫源地ＴＢＥＶ的传播媒介，但全沟硬蜱在保护区
为优势蜱种，占种群组成的８７．５％，因此其媒介作用
更大。

此外，本次调查发现夏尔希里地区健康人群缺
少ＴＢＥ疫苗接种防护，较高的ＩｇＧ阳性率表明普遍
存在ＴＢＥＶ既往感染眇１，但仅发现２例脑炎患者。从
病原生物学角度分析可能与病毒株致病性差异、人
群易感性有关，也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线索。
（本研究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杨银辉研究员
提供ＴＢＥＶ包膜蛋白单抗，邓永强博士提供黄病毒属特异包膜蛋白
单抗，张雨博士提供ＮＳｌ扩增引物序列；同时感谢新疆军区博乐军
注：◆新疆夏尔西里ＴＢＥＶ分离株（ＪＸ５３４１６７．１）；●我国东

分区在调查中给予的帮助）

北ＴＢＥＶ牡丹江株ＭＤＪ一０２（ＪＦ３１６７０７．１）与森张株（ＪＱ６５０５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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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株同源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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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的山地森林带，为针阔叶混交林，指

示植物有雪岭云杉和疣枝桦以及天山桦、欧洲山杨
等，林下土壤潮湿，灌丛茂密，在林问空地及阳坡生
长有多年生草本植物。
全沟硬蜱是远东地区的绝对优势蜱种，在种群
构成中可占８０％。９７％，也是远东型ＴＢＥ流行的主
要媒介宿主。由于孳生条件限制，全沟硬蜱仅分布
在具有特定温度（６。２５℃）、湿度（＞８５％）的生态
环境中。全沟硬蜱活动范围受生态条件所限，仅在
具有特定小气候的、相对孤立的生态环境中觅食、
繁衍隋１。全沟硬蜱在天山山脉的分布呈不连续的片
状。而ＴＢＥ在天山山脉的大范围传播很可能依赖
鹿等大型野生哺乳动物与家畜的携带作用，一方面
由于野生哺乳动物的迁移将寄生蜱散播到不同的地
区和生境，另一方面由于野生动物感染病毒后仅产
生亚临床状态的病毒血症，不同地区的蜱通过吸食
带毒血液获得病毒，从而传播产生新的疫源地。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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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本次调查尚未涉及夏尔希里地区野生动物，对于

谢杏初，于心，张挺秀，等．新疆天山、阿尔泰山森林脑炎自然疫

上述推论还需通过血清学证据深入评估。

源地考察报告．地方病通报，１９９１，６（３）：１０９一１１４．

远东型ＴＢＥ主要媒介为全沟硬蜱，其次是森林革
蜱、嗜群血蜱（Ｈ ｃｏｎｃｉｎｎａ）、日本血蜱（且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在我国除上述蜱种外，从新疆的边缘革蜱
（Ｄ．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ｕｓ）中也分离出病毒哺］。本次调查还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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