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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皮刺螨皮炎病例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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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调查 2016 年北京市某小区一居民出现皮炎的病因。方法 通过标本鉴定、现场勘查和文献检索，确定

病因并对患者提出建议。结果

患者身体出现红色丘疹、瘙痒症状，在其床上有红色小虫活动，经鉴定为鸡皮刺螨；

患者使用拟除虫菊酯类杀虫气雾剂喷洒后螨虫消失，经现场调查，未见鼠类活动痕迹及宠物出现；其屋内窗台上经
常有麻雀、鸽子活动，国内共报告鸡皮刺螨侵袭人致皮炎 6 起，均与鸡、麻雀等鸟类有关。结论

根据现场勘查结

果，
推测事件可能为鸟类携带鸡皮刺螨而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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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report of mite dermatitis caused by Dermanyssus gallinae
(Acari: Dermanyssidae) in Beiji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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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ause of dermatitis cases in a urban area of Beijing in 2016. Methods
Specimen identification,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literature retrieval were performed to find the cause of dermatitis so that the
proposal for the patients was put forward. Results The typical symptoms included skin red papules and itch. Some small
red bug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bed by the patients and the specimens were identified as chicken mite Dermanyssus
gallinae. The mites disappeared after the patients sprayed pyrethroid insecticide aerosol in their apartment. We checked the
apartment and found no rodent infestation and pet activities. Instead, sparrows and pigeons were seen on the windowsill
frequently. There have been six dermatitis case reports infested by D. gallinae in China so far. All mites in the case reports
were introduced by chickens or sparrows.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we speculated that the birds on
the windowsill carried the chicken mites into the patient
s apartment which caused the dermatitis.
Key words: Dermanyssus gallinae; Dermatitis; Case report; Investigation

皮刺螨科部分革螨种类刺吸哺乳动物、鸟类血
液 引 起 皮 肤 丘 疹 、瘙 痒 ，称 为 革 螨 性 皮 炎

（Gamasoidosis）。2016 年 6 月初北京市某小区一居

民反映家中成年人和婴儿身上均出现皮疹和瘙痒。
最初认为是蚊虫叮咬而未注意。随后在家中床铺和
窗台上共采集红色、体长＜1 mm 的小虫 50 余只，对

其进行拍照后保存于 75%乙醇中，部分标本送实验
室进行检测鉴定。
1
1.1

征进行检索，
鉴定种类［1］。
1.2

现场勘查

仔细检查患者居室内床铺、窗台、

地面和家具等表面是否有活动的虫体。

1.3 文献整理 查阅、
整理国内鸡皮刺螨（Dermanyssus
gallinae）皮炎的报道。
2

结

果

2.1 标本鉴定 虫活体呈红色，
体长＜1 mm（图 1）。

材料与方法
标本处理

玻片标本，利用相差显微镜观察并拍照，
根据形态特

送检标本 5 只，经霍氏液封片制成

显微镜下观察标本躯体呈椭圆形，有 4 对足，螯肢细

长，呈细针状，螯钳细小，伸出时经常弯曲。背板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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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向后渐窄，后端平直。胸板拱形，胸毛 3 对。生

殖腹板舌形，后端圆，刚毛 1 对，肛门位于肛板后

侧。根据形态鉴定为鸡皮刺螨，
全部为雌性（图 2）。

表 1 我国鸡皮刺螨皮炎报道
Table 1 Case reports of D. gallinae in China

发病时间
（年-月）

来源

1964

鸡

1981-04

黄胸鼠、
麻雀 学生

1984 夏季

鸡

家庭成员

麻雀窝

学生

鸡

鸡场饲养员

1975－1990 麻雀窝、
鸡
1982-05
1999

图 1 鸡皮刺螨活体（姜春燕博士拍摄）
Figure 1 Photo of D. gallinae（by Dr. JIANG Chun⁃yan）

患者

3

家庭成员
儿童、
养鸡者等

病例数
（例）

地点

文献
来源

15

上海市 ［4］

46

湖南省 ［6］

21
55

不详
1

河南省 ［5］
安徽省 ［7］
山西省 ［8］
山东省 ［9］

讨 论
鸡皮刺螨属中气门目皮刺螨科寄生螨类，宿主

包括鸡、鸽子和麻雀等 30 余种鸟类，也可偶然侵袭
犬、猫、马、山羊和沙鼠等哺乳动物［10］。广泛分布于

世界各地，我国各地也均有报道，
主要宿主为鸡和麻
雀［1-2］。欧洲产蛋鸡养鸡场鸡皮刺螨感染率高达
83%，在我国笼养产蛋鸡调查中，有 64.1%的养鸡场

感染鸡皮刺螨，造成巨大损失［11］。鸡皮刺螨繁殖
快，生活史周期最短为 1 周，离开鸟类后可存活 8 个

月。春季鸟类繁殖期鸡皮刺螨在鸟巢中大量繁殖，
春末夏初幼鸟离巢后会爬出巢穴寻找其他宿主，是
鸟类携带鸡皮刺螨叮咬的高发期［10］。
国外鸡皮刺螨叮咬人常见于养鸡场工人，非职
业侵害则多见于居住区鸟类（椋鸟、鸽子）或其他宠
注：A. 显微镜镜下鸡皮刺螨；B. 背板；C. 胸板、生殖腹板和肛

物鸟（如金丝雀、鹦鹉），也包括宠物鼠类，如仓鼠和

图 2 相差显微镜下的鸡皮刺螨形态
Figure 2 D. gallinae under phase contrast microscope

多，尤其以居住区或宠物鸟类携带引起的病例为

板；D. 颚体。来源于 3 只标本

2.2

现场勘察

患者发现螨虫后立即使用拟除虫

菊酯类杀虫气雾剂喷洒室内家具、墙壁和窗台。10
余天后调查，
患者已搬走，
查看婴儿皮疹照片为散在
丘疹，周边发红，其余体征不详。患者住处房间在 4

层，楼房共 6 层。发现螨虫的卧室朝北，床铺紧靠窗

沙鼠［12-13］。近年来，国外鸡皮刺螨叮咬病例报道增
主［14］。Kowal 等［15］调查 7 个宠物店，其中 2 个店中的

宠物鸟类及鼠类体表和环境中检获鸡皮刺螨，宠物
鼠类的螨可能来源于同一店铺的鸟类。我国 6 起鸡

皮刺螨皮炎的报道均来源于鸡或麻雀窝。本病例患
者家里无宠物，鸡皮刺螨可能为窗户附近活动的麻
雀、鸽子等居住区鸟类携带。除鸡皮刺螨外，
鸟类携

台，纱窗边缘关闭不严，窗外有防盗栏。经检查，室

带的林禽刺螨（Ornithonyssus sylviarum）和囊禽刺螨

内包括窗台未发现革螨，无鼠类活动痕迹，
患者也未

（O. bursa）也可袭击人类［12-13］。这两种螨在我国也

曾饲养宠物。小区绿化较好，观察期间该小区居民
防盗栏上经常有麻雀和鸽子停落，且患者家中防盗
栏上经常有麻雀活动，防盗栏底部有杂物，
窗外未发
我国鸡皮刺螨皮炎相关文献报道

由于鸡皮刺螨属于巢穴寄生螨，在鸡舍和鸟窝

内繁殖，仅夜间在鸟体表叮咬吸血，0.5～1.5 h 即可

完成吸血，再返回巢穴［14］。因此，患者体表不易采集

现鸟窝，
鸽子为邻近单元顶楼邻居饲养。
2.3

有分布，
并有 4 起囊禽刺螨皮炎报道［2，16-18］。

查阅国内

文献，有 6 例鸡皮刺螨叮咬人事件报道，且均与饲养
鸡或麻雀窝有关。文献［1-2］中引用 1952 年金大雄

螨，临床医生可能误诊为疥疮等皮肤病。若不清除
螨的宿主或巢穴，其反复刺吸给患者带来很大痛
苦。实验证实，鸡皮刺螨可传播东方马脑炎病毒和

和李贵真 首次报道鸡皮刺螨皮炎，但原文献明确

西方马脑炎病毒等多种传染病，但并非人传染病的

指出，
在患者衣服及鸡窝中发现
“鸡螨”
非鸡皮刺螨，
而

主要传播媒介［10］。我国尚无鸡皮刺螨传播人类疾病

是刺脂螨属（Liponyssus），
现为禽刺螨属（Ornithonyssus）

的相关研究。

［3］

的种类。鸡皮刺螨皮炎报道信息见表 1。

目前，鸡皮刺螨皮炎报道均为螨类相关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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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同事亲属发现叮咬后送鉴定并报道，
存在偶然性，
还无系统的调查数据，实际发病数可能远高于报道
的发病数。近年来，
随着我国城市生活环境的变化，
城市家庭较少养鸡，但居住区的麻雀、喜鹊、鸽子等
鸟类增多，宠物鸟也很常见。这些居住区和宠物鸟
类与人类关系密切，其体表携带的革螨可能伤害人
类。农村地区仍有散养鸡的习惯，现代化养鸡场的
鸡皮刺螨感染率也较高，且鸡皮刺螨易侵袭人类，其
叮咬引起的皮炎应引起医务工作者的重视。
鸡皮刺螨若单一刺吸人或哺乳动物血不能繁
殖，
因此，
控制的关键在于清除螨的巢穴或避免接触
携带螨的动物，
室内可用有机磷、
拟除虫菊酯类杀虫
剂喷洒进行灭螨，螨被消除后皮疹会很快消退。皮
炎一般不需要特殊治疗，如剧痒可外用皮质醇类药
膏止痒，
若严重过敏或伴发感染则应及时就医。
志谢

大理大学郭宪国教授在螨鉴定中给予指导，中国科学

院动物研究所姜春燕博士拍摄螨活体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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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延缓抗性产生；
④坚持以环境
治理为基础，
实施综合防治，
通过对孳生地的治理有
效地控制病媒生物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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