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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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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 2015 年内蒙古乌拉特口岸地区鼠类携带病原体情况。方法

脏组织，利用 PCR 法检测 14 种病原体核酸。结果

采用夹夜法捕获鼠类，解剖取其内

2015 年 4－6 月在乌拉特口岸地区共捕获鼠类 44 只，其中五趾跳

鼠 42 只，
小家鼠和毛足鼠各 1 只。从五趾跳鼠中检测到巴尔通体核酸阳性 17 份和贝氏柯克斯体核酸阳性 2 份，
其他
病原体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结论

乌拉特口岸地区鼠类以五趾跳鼠为主，其携带巴尔通体和贝氏柯克斯体，今

后应加强人群感染和相关疾病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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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harborage situation of rodent ⁃ borne pathogens in rodent populations in Inner Mongolia
Urad port in 2015. Methods To collect the rodents with trap ⁃ night method and identify the 14 pathogens in rodents by
PCR method. Results From April to June in 2015, in Urad port area, we captured 44 rodents, including 42 of Allactaga
sibirica, 1 of Mus musculus, and 1 of Phodopus sungorus. Among the five ⁃ toed jerboas（A. sibirica）, 17 samples tested
positive for Bartonella nucleic acid, 2 samples positive for Coxiella burnetii nucleic acid, and negative for other pathogens.
Conclusion In Urad port area, the predominant rodent is A. sibirica, which carries Bartonella and Rickettsia Coxiella
burnetii. The monitoring of human infection and related diseas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Urad port; Rodent; Bartonella; Coxiella burnetii

乌拉特口岸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中西部
地区，
与蒙古国接壤，境内外存在紧密相连的长爪沙
鼠（Meriones unguiculatus）鼠疫自然疫源地。20 世纪
初该地区肺鼠疫大流行造成大量人员和财产损
失

。蒙古国近 20 年鼠疫、炭疽、狂犬病、蜱传脑

［1-4］

炎、口蹄疫、肝炎等疾病经常发生，且霍乱、禽流感、
西尼罗热也有发生［5-7］。随着境内外人员和交通工
具的流动，一些传染病对我国构成严重威胁。为了

解内蒙古乌拉特口岸鼠类携带病原体情况，给该地
区疾病防控提供基础数据，我们于 2015 年在乌拉特

地区采集鼠类标本并对鼠传疾病相关病原体进行了
检测，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1.1

材料与方法
调查时间和地点 2015 年 4－6 月选择乌拉特

口岸区域范围内为监测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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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调查方法

依据 SN/T 1240－2003《国境口岸

鼠类监测规程》，采用 ELTON 夹夜法，使用二号铁板
夹，夹距为 5 m，行距为 50 m，连续捕鼠 3 d，每日布
夹 100 夹次，
诱饵采用油炸花生米。每日 18：
00 开始

五趾跳鼠为巴尔通体和贝氏柯克斯体复合感染。
3

讨 论
本调查发现，乌拉特口岸地区以五趾跳鼠为优

布夹，次晨 06：00 收夹，遇风雨雪天顺延。收夹时将

势鼠种［10-11］，小家鼠和毛足鼠数量较少。14 种病原

捕获的鼠体连同鼠夹一起放入白色可密封塑料袋

体核酸检测仅从五趾跳鼠中检测到巴尔通体和贝氏

内，
放置乙醚棉球麻醉鼠体表寄生虫后封口，
带回实

柯克斯体，其中以巴尔通体感染率较高，
与当地五趾

验室梳检鼠体表寄生虫，计数、登记并置于 75%乙醇

小玻璃瓶内，
标签注明采集地点、
日期、宿主，待分类
鉴定；同时对鼠体进行个体测量、
解剖采集血膜、肺、
肝、脾、肾、心脏组织，置于医用冻存管内，保存于液
氮罐中，
待检测。
1.3

鼠类样本 DNA 提取

跳鼠数量多，
分布广有关，
而贝氏柯克斯体感染率较
低。此外，发现其中 1 只五趾跳鼠为巴尔通体和贝

氏柯克斯体复合感染，有一定的流行病学意义。巴

尔通体在 4 月的感染率较 5、6 月高，随着夏季到来，
天气逐渐转暖，
鼠类巴尔通体感染率逐渐降低，
而贝

将获得的鼠肺、肝、肾用

氏柯克斯体仅从 4 月捕获的鼠中检出。由此表明，4

加好 2 颗ϕ 3 mm 氧化锆颗粒的 2 ml 离心管中；加入

地区正值春末夏初，
气温逐渐变暖，
鼠类开始出没，
是

消毒剪剪成重 10～100 mg（大米粒大小）放入预先
800 μl 的 0.9%氯化钠溶液；26 次/s 振荡 90 s，直至成

匀浆。取适量用于 RNA/DNA 提取，其余匀浆液置

于 -80 ℃ 保 存 。 分 别 按 照 TaKaRa RNA（code No.

9767）提取试剂盒和 TaKaRa DNA 提取试剂盒（code
No. 9765）说明书操作。
1.4

病原体检测

检测鼠类携带鼠疫耶尔森菌

（Yersinia pestis，鼠 疫 菌）、土 拉 热 弗 郎 西 丝 菌
（Francisella tularensis）［8］、立克次体（Rickettsia）、嗜
吞噬细胞无形体（Amaplasma phagocytophilum）、伯氏
疏 螺 旋 体 （Borrelia burgdorferi） 、巴 尔 通 体
［9］
（Bartonella）
、钩端螺旋体（Leptospira）、普氏立克次

体（R. prowazekii）、布 鲁 氏 菌（Brucella）、巴 贝 西 虫
（Babesia microti）、埃立克体（Ehrlichiae）、贝氏柯克
斯 体（Coxiella burnetii）、汉 坦 病 毒 和 西 尼 罗 病 毒
情况。
2
2.1

结

共捕获鼠类 44 只，其中五趾跳鼠

足鼠（Phodopus sungorus）各 1 只。
病原体检测

人间巴尔通体和 Q 热感染等相关疾病的监测，
当地鼠
类是否自然感染其他病原体尚需进一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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