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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小盾纤恙螨[ 鼬 n(L．)砌 ]被认为是流行性 出血热(EHF)的传播媒介m。为 

查明其媒介意义 。】989年和 1990年 ．我们曾先后甩。鼠体恙螨分离法(I法) 和“自然界游离螨 

叮刺黑线姬鼠法(I法)”D 进行本课题的研究，取得了初步的结果。]991年 ．又用两种新方 

法(Ⅲ法和N法)进行研究 ，取得了进一步的结果 ，作出了明确的结论。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材料和方法 

l 材料 

I，t 巷螨幼虫 来源有二 一为草丛叶铂 游离螨，另一为从卵孵出的子代幼虫，二者均未吸食过 详见“方法” 

部分■法和Ⅳ法。 

1．2 血清、荧光抗体，单克隆抗体 特异性抗原、细胞、小白鼠乳鼠 见文献[ 。 

2 方法 

2．1 小黑板涝集的游离螨分离和叮刺乳鼠法(Ⅲ法) Ig91年 1O月叶1旬小盾钎恙螨密度高峰季节，于 乍 19 

时至下午 4时．将小黑扳(15cm见方，厚 0．5era的完整术扳．表面光滑无缝琼．正、反和储面均涂上黑漆)置于陕 

西户县惠安化工厂圻年来鼠和螨较多地区的草丛中。10分钟后．取回仔细观察扳的正、反面和侧面。如有肉眼 

可 、爬行缓慢、可疑为小盾纤蒜蜡的游离螨，即用湿毛笔桃入恙蜡饲养管叶f，带回监定备用。这些游离蜻均很 

微小．未曾强食过。l5天后，将此游离螨以100只为 1份制作成番液再制成滤液接种V啪 b 细施分离EHF府 

毒(EHFV)，方法见文献啪 l l0、20和 30只为一批叮刺 1只小白鼠乳鼠．待鼠发病后，将Ⅱ 抗原阳性鼠的 

肿和脑，分别制作成悬液再制成滤液接种 r。E．细胞分离EHFV，方法见文献[卜“． 

曼2 疫区土巾成虫所产卵孵出的子代幼虫分离和叮刺乳鼠法(1v法) 1991年 1 0月III旬在惠安化工厂，于小 

黑板采集小盾纤恙螨游离靖多的阳性点，取士表面下 6～10m 的土块 ，将土巾的成虫连同已产下的卵一井带 

回宴验童。将孵出的子代幼虫以1∞ 只为 1份作成恩液再制成滤液，接种Vetob细胞分离E FV： 1O～2O其 

为 i批叮刺 i只小白鼠乳鼠．将EH'FV抗原阳性鼠的肺和脑，分另Ⅱ制作成忌液再剐成滤液接种Veal,R细胞分 

离Em ，方沽同以上 -法。 

2．3 EH'FV鉴定 (1)滤过试验j(2)血清学位寄；(3)免疫荧光酊断试验；(d)·I 和试验j(6)病毒感染滴度试 

验。见文献【 ]。 

结果与讨论 
l 小黑板诱集的游离螨分离和叮刺乳鼠法 将小黑板置放于草地 卜，共 177块狄 ，诱集到小 

车文于】994年 J月3日收到，3 8日惨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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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纤慈螨幼虫 l 326只，平均每块板 7．5只(0～43只)。将此游离螨幼虫，以 100只为 l份制作 

成滤液接种 Vero 细胞，共接种 4份，分离到 2株 EHFV；以 l0、20、30只为 l批叮刺小白鼠乳 

鼠 ，每组试乳鼠 8只共 2d只，分离到 5株 EHFV(10只组 l株 ，20和 30只组各 2株)，详见表。 

2 痤区±中成虫所产卵孵出的子代幼虫分离和叮刺乳鼠法 将孵 出的子代幼虫 ．以 l00只 

为 l份作成滤液接种Voro 细胞 ，共接种 4份 ，分离到 EHFV1株 ；以 l 0～20只为 l批叮刺小 

白鼠 ，共试乳鼠 62只，EHFV抗原阳性 7只，将抗原阳性 4只鼠肺和舾制成滤液接种 Veto 

细胞 ，分离到 3株 EHFV，详见表 。 

3 EHFV鉴定 将从游离螨或子代幼虫分离出的 1l株毒株进行 EEFV鉴定 结果 ：(1)滤过 

试验。分离出的毒株均可通过 300rim孔径的滤膜。(2)血清学试验。分离出的毒株制成抗原 

片 ，用 EHF病人恢复期血清 l0份 、兔抗陈株血清和 EHF McAb(25--1)检测均为阳性 ，而兔抗 

呼肠孤病毒 I、I、Ⅲ型血清和正常人血清 20份均为阴性 {用 8份 EHF病人双份血清作 IFAT 

检查 ，结果恢复期血清抗体滴度均较急性期血清有 4倍以上增长。(3)免疫荧光阻断试验 。分 

离出的毒株制成抗原片，与EHF病人恢复期血祷佳用后可阻断特异性荧光试验 ，而非EHF病 

人血清和兔抗呼肠孤病毒 I、I、Ⅲ型血清无此作用。(d)中和试验 。试验证明分离出的毒株能 

被EHF病人血清所中和。(5)病毒感染滴度试验。第 5代细胞培养冻融液的TCID ／mJ为 

l0‘’ 土5(按 Karbcr法计算 )。以上结果表明从游离螨和子代幼虫分离出的毒株为 EHFV。我 

们先后所用 4种方法从小盾纤恙螨分离 EHFV的结果见表。 

表 4种方洼从小盾纤恙螨分离EHFV结果 

Tabl~ The rcsults EHFV i~lalcd from (L ) by four mahods 

注：Note l法 鼠体恙螭分离2击 

Method l o岫  g chcJ璐甘 mitt~ from l body皤 r丘b 

l法 自然界游离螨叼剌l黑线姬鼠j盖 

№ Ⅻ llL flg A． " 口 mg ardmal|oluretheh onthe grasshnd 

·癌 黑板诱集的游离螨分离和叮剌乳 鼠法 

Method ● ：C~lcclmg mileswith s bLsckboa~ 

Ⅳ浩 疫区土巾戚虫所产卵孵出的于代幼虫分离和叮刺乳鼠癌 

Method Ⅳ ；C枷  tmgfilial rnil~ hat曲。dfrom l eggslald时 lhc a(ju inl 帅U 

1989~1991年 ，我们先后设计了 4种方法进行小盾纤恙螨自然感染 、叮刺传播和经卵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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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 EHFV的研究，共分离到 20株 EHFV。其 中改进的 【法分离到 6株[ ，首用的 I法和I法分 

别分离到 3株和 7株，创用的Ⅳ法分离到 4株。在 4种方法中，I法尚不能排除螨所带 EHFV 

是由于吸食鼠的体液带来的可能性 {I法也不能完全排除实验鼠所感染的 EHFV，是由于螨二 

次叮刺带来的可能性(螨叮刺阳性鼠感染 EHFV，鼠死时有些螨尚未饱食，这些螨进行二移=叮 

刺时将 EHFV带给实验鼠)，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小l但 Ⅱ和Ⅳ法 ，由于所用螨为未曾叮刺过的幼 

虫 ，特别是 Ⅳ法为土中成虫所产卵孵出的子代幼虫 ，完全排除了由鼠带来 EHFV的可能性。因 

此 ，可认为I法尤其Ⅳ法 所得结果是可靠的 。 

根据恙螨一生仅幼虫叮刺而且只饱食 1次 ，螨带有的病原体只能通过经卵传递由后代传 

播的特点 ，以上 I和Ⅳ法所用幼虫未曾叮刺过 ，但从这些幼虫能直接分离到 EHFV，用这些幼 

虫叮刺小自鼠乳 鼠能使鼠感染 EHFV，表明这些幼虫有 EHFV的 自然感染 ，并能经叮刺传播 ， 

而幼虫 自然感染的 EHFV又只能是经卵传递而来。这些结果证明；小盾纤恙螨能自然感染、叮 

刺传播和经卵传递 EHFV，具有作为 EHFV传播媒介条件 

以上关于这种螨作为 EHF传播媒介的研究结果表明：小盾纤恙螨有EHFV的自然感染， 

可通过叮刺在鼠问传播 i其生活史长 ，1年仅 1代，且能经卵传递 EHFV，故带毒时问长，因此在 

某些疫区，小盾纤恙螨对在鼠问传播EHF和保持疫源地起了重要作甩 鼠和螨有 EHFV的自 

然感染 ，草地中游离靖多，能町A，因而对在鼠一入问传播 EHF可能也有一定的作用 这对EHF 

的流行病学调查和预防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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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0n Natural Infection of EHFV in Letotrombidium (L．)Setttellarc 

Zhang Yval Hu~~aninng ZhaoXuezhong d a／ 

( of M／／~ary肘e 妇 ．PLA，lv删面 g 2】0002) 

This paper reports that EHFV were isolated from the larvae of the m ites which have no biting and 

the sucking nⅡce bitter by these ae could be infected with EHFv、It showed tl-,at these |arvae D∞  

sess natural infection of EHFV and can spread EHFv by biting ．furthermore．the EHFV of the lar 

Vae natural infection may a．Jly be spread over by egg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咖  ， n(L．) 

wo／e／／are has an impor~ ．L role in spreading EⅧ  by rats and in the maintenance of the epidemic foeas 

aa-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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