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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我国长白山地区啮齿动物巴尔通体（Bartonella）感染及型别分布情况。方法

对长白山地区宽甸

县、集安市林区及密山县耕地捕获的啮齿动物，采用 PCR 方法检测巴尔通体 rpoB（RNA 聚合酶亚单位）DNA，阳性
扩增产物进行测序和遗传进化分析。结果

PCR 检测鼠脾标本共 178 份，阳性 77 份，巴尔通体感染率为 43.26%。

宽甸县、集安市和密山县野鼠感染率分别为 66.15%、46.15% 和 8.33%，各地啮齿动物巴尔通体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χ2=37.957，P<0.001）。不同鼠种间，褐家鼠、大林姬鼠、黑线姬鼠和大仓鼠巴尔通体感染率分别为 16.67%、
33.33%、50.00% 和 26.67%，感染率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χ2=8.420，P=0.038）。序列分析与遗传进化分析表明长白

山地区啮齿动物中共检出格拉汉姆巴尔通体 、泰勒巴尔通体 、菲西巴尔通体和抚远巴尔通体 4 种巴尔通体。结论
长白山地区啮齿动物中巴尔通体感染普遍，存在巴尔通体基因型别的多样性和宿主多样性特征。
关键词：巴尔通体；啮齿动物；聚合酶链式反应；遗传进化分析
中图分类号：Q939.93；S44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853/j.issn.1003.8280.2021.05.017

文章编号：1003-8280（2021）05-0594-05

An investigation of Bartonella infection in rodents in the Changbai
Mountains in China and its genotype analysis
WANG Zhuo1, WU Qiong2, JIN Mei-song1, XING Yue-peng3, YANG Yi-jun1, WU Yi-min1
1. Biosafety Section of Center for Disease Prevent and Control in Northern Theater Command, Shenyang, Liaoning
110034, China; 2. Centre of Environmental Detection, Changchun Academy of Plan and Design for Urban and Rural,
Changchun, Jilin 130021,China; 3. Liaoning Institute for Food Control, Shenyang, Liaoning 110016,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YANG Yi-jun, E-mail: yzriver68@sohu.com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jor Project of China (No. 2016ZX10004203-001-009) and the
Project of Applied Basic Reseach (No. AWS11L009)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ection and genotype distribution of Bartonella in the rodents in the Changbai

Mountains in China. Methods

Rodents were captured in Kuandian,forest regions in Ji'an, and arable lands in Mishan in

the Changbai Mountains; the rodents were tested for Bartonella rpoB DNA by PCR and the positive amplification
products were sequenced and underwent phylogenetic analysis. Results

In the 178 rodent spleen specimens tested,77

were positive,with a positive rate of Bartonella of 43.26%. The positive rates in the wild rodents were 66.15%,46.15%,
and 8.33%, respectively, in Kuandian, Ji'an, and Mishan, with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in the infection rate of Bartonella
between the three regions (χ2=37.957, P <0.001). Among different rodent species, the positive rates of Bartonella were
16.67%, 33.33%, 50.00%, and 26.67%, respectively, for Rattus norvegicus, Apodemus peninsulae, A. agrarius, and
Cricetulus triton, with a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the infection rate between the four species (χ2=8.420, P=0.038).
Sequencing and phylogenetic analysis showed that four species of Bartonella (B. grahamii, B. taylorii, B. phoceensis,
and B. fuyuanensis) were detected from the rodents in the Changbai Mountains. Conclusion

Bartonella infection is

common in rodents in the Changbai Mountains,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genotype diversity and host diversity of
Barton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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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通体属于变形菌纲 a 亚群、根瘤菌目、巴尔

（RNA 聚合酶亚单位基因），rpoB 基因引物的设计和

属已发现 30 多种和 3 亚种及一些未命名的巴尔通

海）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合 成 。 PCR rpoB 基 因 正 向 引 物

通体科、巴尔通体属（Bartonella）。目前，巴尔通体

扩增条件按文献［13］进行，引物由生工生物工程（上

体。目前认为与人类疾病有关的巴尔通体至少有

Bar-rpoF：5'-GCACGATTYGCATCATCATTTTCC-3'，

12 种和 2 亚种，其中有 6 种〔阿尔萨斯巴尔通体（B.
alsatica）、伊丽莎白巴尔通体（B. elizabethae）、格拉汉

姆巴尔通体（B. grahamii）、
塔麦巴尔通体（B. tamiae）、
文 森 巴 尔 通 体 阿 鲁 潘 亚 种（B. vinsonii subsp.
arupensis）和瓦氏巴尔通体（B. washoensis）〕与小型哺
［1］

乳动物，特别是野生啮齿动物密切相关 ，可引起人
［1-4］

类心内膜炎、猫抓病、杆状样血管瘤及脑膜炎等

。

巴尔通体感染属于人兽共患的自然疫源性疾
病。研究表明，巴尔通体储存宿主广泛，啮齿类动物
是重要的储存宿主 。我国自 2000 年首次证实云南
［5］

［6］

省鼠群中巴尔通体流行 ，继而广东省、内蒙古自治
区等多地报道从啮齿类动物分离或检测到巴尔通
［7-12］

体

，表明南方和北方地区宿主动物巴尔通体感染

普遍。东北地区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复杂，生物资源
丰富，是我国重要的鼠源传染病自然疫源地。了解
与掌握啮齿动物巴尔通体自然感染状况和特点，可
为该病的预防控制及疫源地证实提供科学依据。本
研究在我国东北长白山地区选点采集啮齿动物样
本，应用 PCR 方法进行巴尔通体感染调查与基因型
特征分析。
1

鼠标本采集

选择长白山脉北端黑龙江省密

山县（2016 年，耕地），长白山脉中、南端吉林省集安
市，辽宁省宽甸县（2012 年，林区和林缘耕地），采用
夹夜法和笼夜法捕获啮齿动物。现场分类鉴定，消
毒处理后解剖取脾和肝脏，置于细胞冻存管内，液氮
保存。运回实验室后-80 ℃保存。
1.2

鼠脾标本 DNA 提取

鼠脾经玻璃研磨器中充

分研碎，采用 DNeasy Blood ＆Tissue Kit（QIAGEN）按

产品说明书操作提取DNA，
DNA提取液置-20 ℃保存。
1.3

PCR 扩 增

用 PCR 扩 增 巴 尔 通 体 rpoB 基 因
Table 1

地区

样本数（份）

集安市（JA）
宽甸县（KD）
密山县（MS）
合计

GTCC-3'，预期扩增目的片段 333 bp。扩增产物经
1.2% 琼脂糖凝胶电泳，Dolphin-Chemi 凝胶成像系统
分析，照相。
1.4

序列比对及数据分析

为进一步鉴定所检测

到的巴尔通体基因序列，将所有检出 PCR 阳性产物

送至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测序，
将所测得的序列结果在美国国立生物技术信息中心

（NCBI）利用核酸比对程序 BLAST 与 GenBank 中注
册的巴尔通体 rpoB 基因序列进行同源性分析，然后
利用 MEGA 7.0 软件构建系统进化树。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19.0 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学分析，率的比较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2.1

结

果

啮齿动物种类与分布

在长白山地区 3 个调查

点 共 捕 获 啮 齿 动 物 5 种 178 只 ，其 中 黑 线 姬 鼠

（Apodemus agrarius）126 只，占捕获总数的 70.79%；
大 林 姬 鼠（A. peninsulae）、大 仓 鼠（Tscherskia triton）

和褐家鼠（Rattus norvegicus）分别占 13.48%（24/178）、

材料与方法

1.1

反 向 引 物 Bar-rpoR：5'-CGCATTATGGTCGTATTT⁃

感染率（%）

65

30

46.15

48

4

8.33

178

注：- 未检出巴尔通体。

（A. sylvaticua）占 0.56%（1/178）。
2.2

啮齿动物感染巴尔通体调查

3 个调查点共检

测鼠脾标本 178 份，PCR 检测巴尔通体阳性 77 份，感

染率为 43.26%（表 1）。其中，宽甸县野鼠阳性率最
高为 66.15%，密山县最低为 8.33%，各地区野鼠感染

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7.957，P<0.001）。从表 1
可见，集安市和宽甸县野鼠都存在格拉汉姆巴尔通

体 、泰 勒 巴 尔 通 体（B. taylorii）、菲 西 巴 尔 通 体（B.
phoceensis）、抚远巴尔通体（B. fuyuanensis）等 4 种巴
尔通体。密山县 4 份阳性样本测序未成功。

表 1 长白山不同地区啮齿动物感染巴尔通体情况
Bartonella infection in rodents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Changbai Mountains
阳性数（份）

65

8.43%（15/178）和 6.74%（12/178）；小 林 姬 鼠

43
77

感染的巴尔通体种属

格拉汉姆巴尔通体、泰勒巴尔通体、菲西巴尔通体、抚远巴尔通体

66.15

格拉汉姆巴尔通体、泰勒巴尔通体、菲西巴尔通体、抚远巴尔通体

43.26

格拉汉姆巴尔通体、泰勒巴尔通体、菲西巴尔通体、抚远巴尔通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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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个鼠种（178 只

学意义（χ2=8.420，P=0.038）。由表 2 可见，从不同鼠

鼠、大林姬鼠、黑线姬鼠和大仓鼠巴尔通体感染率分

鼠、褐家鼠和大仓鼠都检测到格拉汉姆巴尔通体，从

不同鼠种感染巴尔通体调查

野鼠样本）中，巴尔通体检出阳性率为 43.26%，褐家

别 为 16.67%、33.33%、50.00% 和 26.67%，小 林 姬 鼠

未检出阳性（表 2），不同鼠种间感染率差异有统计

样本数（份）
12

褐家鼠

阳性数（份）

24

大林姬鼠
黑线姬鼠
小林姬鼠

1

0

注：- 未检出巴尔通体。

2.4

8

63

178

合计

2

126

15

大仓鼠

黑线姬鼠和大仓鼠发现菲西巴尔通体 ，而抚远巴尔
通体和泰勒巴尔通体仅从黑线姬鼠检出。

表 2 长白山不同地区不同啮齿动物感染巴尔通体情况
Bartonella infection in different rodent spec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Changbai Mountains

Table 2
啮齿动物

种中检测到 4 种巴尔通体种感染，大林姬鼠、黑线姬

感染率（%）

格拉汉姆巴尔通体

50.00

格拉汉姆巴尔通体、泰勒巴尔通体、菲西巴尔通体、抚远巴尔通体

33.33

4

26.67

0.00

77

感染的巴尔通体种属

16.67

43.26

格拉汉姆巴尔通体
格拉汉姆巴尔通体、菲西巴尔通体
格拉汉姆巴尔通体、泰勒巴尔通体、菲西巴尔通体、抚远巴尔通体

PCR 检测野鼠巴

［11］
率最高（75.00%）
，北方地区感染率似高于南方部

数据库中注册的巴尔通体 rpoB 基因序列进行同源

染普遍。地区不同、宿主动物种群不同，巴尔通体感

序列测定与遗传进化分析

尔通体阳性样本 77 份，成功测序 48 份，与 GenBank
性比较并构建遗传进化树（图 1）。基于 rpoB 基因共
鉴定出 4 种巴尔通体，分别为格拉汉姆巴尔通体 、泰
勒巴尔通体 、菲西巴尔通体和抚远巴尔通体。以

JA76、KD60、JA73、KD3、JA54 为代表的 27 份样本与

格拉汉姆巴尔通体及其韩国株相互聚集，同处一分

支中，同源性为 99.15%～99.71%；但 KD58 同源性为

96.26%。样本 JA63、KD21 与抚远巴尔通体处同一

分支，同源性为 98.85%。以 KD50、JA64 为代表的 4
份 样 本 与 菲 西 巴 尔 通 体 处 同 一 分 支 ，同 源 性 在
98.50% 以上。以 KD57、KD52、JA50 为代表的 12 份
样本与泰勒巴尔通体相互聚集在同一分支中，同源

性为 96.80%～99.42%。另外，样本 JA20 和 JA15 未

与已知巴尔通体相互聚集，经 BLAST 验证与格拉汉
姆巴尔通体同源性为 97.00%。
3

讨

分地区，证明我国许多省（自治区）鼠群巴尔通体感
染率及基因型分布也各不相同［6-12］。

本次研究应用 PCR 方法调查长白山脉 3 个调查

点啮齿动物巴尔通体流行情况，结果表明巴尔通体
感染率（43.26%）明显高于南方部分地区，与云南省
［6］
［12］
（44.30%）
、黑龙江省黑瞎子岛（57.70%）
的报道

相近，说明长白山地区鼠群巴尔通体感染高度流
行。通过序列测定与遗传进化分析从 4 个鼠种共检

出 4 种巴尔通体基因型，显示出长白山地区存在巴

尔通体基因型别的多样性和宿主动物的多样性特
点。调查研究表明该地区啮齿动物巴尔通体感染以
格拉汉姆巴尔通体为主（62.50%），感染率以黑线姬
鼠最高（50.00%）。Li 等［12］从中俄边境黑瞎子岛黑
线姬鼠分离到抚远巴尔通体 ，经鉴定与已知的巴尔
通体基因型不同，认为是一新基因型，本研究亦从长
白山地区黑线姬鼠检测到抚远巴尔通体 ，提示抚远

论

巴尔通体可能分布于整个东北地区，而其宿主动物

巴尔通体以吸血节肢动物（蚤、白蛉和蜱等）为

是否存在相对特异性及致病性需进一步调查研究。

传播媒介，宿主动物广泛，野生啮齿动物是巴尔通体

本研究采用巴尔通体遗传进化分析常用的 rpoB

［1,5］

的重要自然宿主，呈全球性分布

。研究证实，在

基因，但仅应用单基因分析易影响巴尔通体检测和

亚洲的日本、韩国、泰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啮齿动物

型别的判断。因此，进一步选用多个基因或多位点

［5］

中巴尔通体感染高度流行（28.80%～56.30%） ，俄
罗斯西伯利亚地区鼠类感染率高达 67.00%

［14］

。近

年来国内研究表明，福建和广东省鼠形动物巴尔通

序列分析可有效提高检测的准确性和种属间的差
异性。
根据本次调查研究结果，长白山地区啮齿动物

体感染率分别为 12.34% 和 19.47%，检出 3～6 种巴

巴尔通体感染高度流行，存在 4 种巴尔通体基因型，

体 感 染 率 为 21.79%，以 阿 拉 善 黄 鼠（Spermophilus

黑线姬鼠最高，并显示出巴尔通体基因型别的多样

［8-9］

尔通体基因型

；宁夏回族自治区啮齿动物巴尔通

alaschanicus）感染率最高（45.45%） ；内蒙古地区
［10］

感染率为 38.37%，以达乌尔黄鼠（S. dauricus）阳性

以格拉汉姆巴尔通体感染为主，巴尔通体感染率以
性和宿主动物的多样性特点。已经证实格拉汉姆巴
尔通体是人类巴尔通体感染的病原体，野生啮齿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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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巴尔通体 rpoB 基因（333 bp）构建的分子遗传进化树
Figure 1 The phylogenetic tree based on the rpoB gene（333 bp）of Bartonella

物可为格拉汉姆巴尔通体的贮存宿主，该基因型在

动物叮咬的机会增加，巴尔通体感染概率将会增加，

长白山地区分布普遍。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户外活

因此对该疾病的预防与治疗应引起高度重视。

动增加，人类与啮齿动物接触及被蜱、蚤等吸血节肢

利益冲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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