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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热病原学和流行病学特点及其防控
张培培，王毓秀，孙翔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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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032）

要 ：Q 热是由伯氏柯克斯体所致的人兽共患传染病。本文根据 Q 热病原特征和流行特点，归纳、分析其传

播影响因素，以期为 Q 热综合防控提供理论参考。伯氏柯克斯体专性寄生于活细胞内，多在人或动物细胞质的
特殊囊泡内繁殖。Q 热宿主谱广泛，其中家养反刍动物是人类 Q 热的主要传染源。反刍动物感染后既可通过阴
道分泌物、尿液、乳汁和粪便等排出病原，也能通过气溶胶传播给人类。蜱虫是动物间最重要的 Q 热传播媒介，
可通过吸血传播。Q 热几乎遍布全世界，但多发生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Q 热流行受气候因素影响，温暖多风
的春季是流行高发期。目前，抗生素治疗、卫生消毒和疫苗接种是预防 Q 热的有效手段。Q 热分布广泛、感染
性强，可继发多种动物及人类疾病，因此对其防控必须引起重视，应加强日常监测和特效药物研发，建立起有
效的防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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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 fever is a kind of zoonotic infectious disease caused by Coxiella burnetii. For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Q fever，the factors for its spreading wer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according to its etiological and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Coxiella burnetii parasitized in living cells and
reproduced in special vesicles of cell cytoplasm of human or animals. The host spectrum of Q fever was extensive，in
which，domestic ruminants were the main infectious source of human Q fever. The pathogens could be secreted along
with vaginal secretions，urine，milk and feces of infected ruminants，and be spread to human via aerosols. Tick was
the major vector of Q fever among animals and could spread the disease through sucking blood. Q fever was widely
spread almost all the world，especially in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regions ；the prevalence of Q fever was affected
by climate factors，especially in the warm and windy spring. At present，Q fever could be effectively prevented by
application of antibiotics，hygiene disinfection and vaccination. Considering the wide distribution，strong infection
and the result of leading to a variety of animal or human diseases，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Q fev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rough strengthening daily monitoring and development of speciﬁc drugs，and an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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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热是由伯氏柯克斯体（Coxiella burnetii）引

细胞型、小细胞型和类孢子型 3 种细胞型，能抵抗

起的全球分布最广泛的人兽共患病之一，几乎遍布

干燥、低温、腐败、高温等环境。在 4~6 ℃干燥沙

[1]

所有国家 。人类急性 Q 热通常通过吸入感染动

土中，可存活 7~9 个月；-56 ℃条件下，可存活数

物产生的气溶胶而传染，并可能发展为慢性疾病，

年以上；加热到 60~70 ℃，持续 30~60 min 后才能

[2]

并发心内膜炎、慢性肝炎或骨髓炎 ，有时无法治
[3]

[4]

愈 。因其症状与流感类似 ，没有明显的特异性
[5]

临床表现，故经常被误诊 。动物感染 Q 热病原

灭活；对物理、化学杀菌剂抵抗力很强，使用 2%
的福尔马林、1% 的来苏儿、5% 的过氧化氢可以
将其灭活。
伯氏柯克斯体的大分子结构包括脂多糖、蛋白

后大多没有症状，但也有可能出现流产、产死胎或
弱胎、不育等繁殖障碍症状

[6-7]

，而且可持续感染

多年，甚至会终生无症状携带病原 [8]。

质、肽聚糖和核酸，基因组全长约 500 万 bp[14]，其
中与毒力相关的编码蛋白有 160 余个，且多为膜蛋

Q 热宿主谱广泛，包括多种哺乳动物和非哺

白 [15]。在伯氏柯克斯体各个阶段都可以找到不同

乳动物。而家养反刍动物被认为是人类 Q 热的主

类型的质粒或染色体整合的质粒同源序列，其长度

[9]

要传染源 ，既可通过其阴道分泌物、尿液、乳汁

为 3.6 万 ~5.6 万 bp[16]。每个细胞只有 4 个质粒中

和粪便等排出病原，也能通过气溶胶传播给人类。

的 1 个，其中含有约 2% 的遗传信息。通过基因组

职业人群，如屠宰厂、肉类包装厂和制革厂工作人

分析发现，伯氏柯克斯体的基因型超过 30 种 [17]；

员，由于经常接触动物制品、感染性粉尘颗粒和羊

通过统计分析和系统发育进化树分析，可将伯氏柯

[10]

。此外，蜱虫在野生动物

克斯体划分为Ⅰ—Ⅵ基因组，各组包含 1~15 个间

之间以及野生动物到家养反刍动物之间的 Q 热传

隔序列。大多数基因型呈世界分布，不同基因型的

播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世界很多国家已调查

毒力也不相同，其中 MST8 型能够引起人类心内

过畜群中 Q 热的流行情况。我国自 1950 年以来已

膜炎等慢性疾病 [18-19]。

毛等，更易发生感染

有很多关于 Q 热的报道，其中人和动物的 Q 热病

由于宿主及环境的不同，伯氏柯克斯体表现

例较为常见。但由于 Q 热并不是我国法定报告疾病，

出Ⅰ相和Ⅱ相两种抗原相 [20]。在自然界、动物或

因而对其重视程度不高，监测力度不足，导致临床

人类体内，伯氏柯克斯体表现为Ⅰ相。Ⅰ相菌的脂

[11]

。本文整理了 Q 热的病原特征、

多糖是完整长链，能完全覆盖菌株表面蛋白，所以

流行病学特点，分析了影响其传播的因素和防控措

Ⅰ相菌是具有光滑型脂多糖的强毒菌，含有Ⅰ相和

施等，以期为 Q 热诊断提供理论基础，也为我国

Ⅱ相两种抗原，故能诱导机体产生Ⅰ相和Ⅱ相两种

各地区制定针对性 Q 热防控方案提供参考。

抗体。Ⅰ相菌经组织或鸡胚传代后，可表现为Ⅱ相。

1

Ⅱ相菌的脂多糖是短链，不能完全覆盖菌株表面蛋

病例难以识别

病原学
伯氏柯克斯体为革兰氏阴性，归柯克斯体属，

白，所以Ⅱ相菌是具有粗糙型脂多糖的弱毒菌，只

专性寄生于活细胞内，多呈短杆状或球杆状，大小

含有Ⅱ相抗原，只能诱导机体产生Ⅱ相抗体 [21]。

为（0.2~0.4）μm×（0.4~1.0）μm，具有滤过性。

2

伯氏柯克斯体多在人或动物细胞质的特殊囊泡内，

2.1

[12-13]

流行特点
流行区域

。巨噬细胞是其主要宿主细

Q 热早在 1935 年被发现于澳大利亚昆士兰，

胞。伯氏柯克斯体可用 Hela 细胞、Vero 细胞或鸡

之后几乎遍布全球。近年来，欧洲地区 Q 热病例

胚成纤维细胞等体外培养，但缺乏明显的病变。伯

急 剧 上 升， 特 别 是 荷 兰 2007—2011 年 暴 发 的 Q

氏柯克斯体嗜酸性，适宜 pH 为 4.5~5.0，能产生大

热疫情，导致约 4 000 人感染 [22]。据报道 [23]，美

以二分裂方式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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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些奶牛场中，奶牛的 Q 热血

感染。因此，与动物密切接触的饲养人员、屠宰人

清阳性率高达 82%，而北部地区的野生动物中感

员、基层兽医等有很高的感染风险 [40-42]。同时，作

染率也较高，如狼为 78%、狐狸为 55%、野兔为

为家庭宠物的猫、犬，被蜱叮咬或者吞食带有病原

53%、鹿为 22%。对伊朗南部绵羊进行血清学检测，

体的食物也能被感染，继而造成人的感染 [43]。人

结果全为 Q 热抗体阳性 [24]。澳大利亚肉类加工业

与人之间的直接传播非常罕见 [44]。

每年因 Q 热损失近 100 万美元 [25]。在地理学上，

2.3

除新西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外，其他国家
都有动物 Q 热的报道

[26]

影响因素
Q 热流行也受气候因素影响。Q 热多分布在

。1950 年我国报道了首例

主导风向的下风向一侧，一年四季都可流行，但温

Q 热病例，至今大部分地区都曾有病例发生。有学

暖多风的春季是 Q 热流行高发期，流行区域以热

者统计 [27]，1989—2013 年国内人群 Q 热流行率为

带和亚热带地区为主。随着全球变暖趋势的加剧，

10%、牛群为 15%、山羊为 12%，且多发生在东部、

Q 热流行区域也在逐渐向温带和寒带迁移 [45]。除

西部和北部地区。事实上，Q 热多发生在丘陵、山
地和农牧地区。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地区更接近森
林边缘，是 Q 热重要传播媒介蜱虫的主要分布区
域，包括青海、四川、新疆、内蒙古等，同时这些

此以外，随着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过度开发，人类 环境 - 动物间的接触频率逐渐增大，这也增加了 Q
热的发生风险 [46]。
3

发病机理

地区也是我国重要的畜牧业区域，人与动物的接触
更加频繁；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区域温暖、多风、
干燥等气候特点有利于 Q 热病原的传播。根据相
关报道 [28]，以上区域的伯氏柯克斯体感染率可达
到 10% 以上。
2.2

宿主及感染途径
Q 热宿主种类多样，包含啮齿动物、鸟类、

蜱、反刍动物和人等 [29]，其中牛、羊、马、犬等
为主要传染源。在人群中，男女老幼对 Q 热都易
感，且通常很低剂量就能感染 [30]。此外，野生啮

吸入被污染的粉尘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感染途
径。伯氏柯克斯体进入机体后，首先以小细胞型附
着在细胞膜上，然后内化到宿主细胞中；在细胞内，
吞噬细胞与细胞酸性溶酶体融合形成吞噬体，多个
吞噬体最终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独特的囊泡，伯
氏柯克斯体在酸性囊泡中繁殖。最后，细胞裂解或
胞吐，将大量伯氏柯克斯体释放到血液循环系统，
从而进入全身各个组织器官中，引起血管、心脏、
肺脏和肝脏等组织的病变 [47]。动脉血管内皮细胞

齿动物和飞禽的传染力也较强 [31-34]。蜱虫被认为是

高度增生，甚至会出现闭塞性动脉；心脏表现典型

Q 热最重要的传播媒介 [35]，动物之间主要通过蜱

的心内膜炎、心肌炎等；肺部病变类似肺炎，有的

相互传播。各种蜱都能携带伯氏柯克斯体，通过吸

会出现大量组织渗出液；肝脏大部分有肉芽肿，出

血传给其他动物 [36]。此外，目前已有报道 [37] 确认，

现干细胞坏死。

蜱粪便中也存在 Q 热病原体，而且可以在不同动

4

物间直接传播，不需要蜱作为媒介。患有 Q 热的

4.1

防治措施
药物治疗

山羊、绵羊和牛等家畜可通过尿液、粪便、血液和

Q 热可用抗生素治疗，但青霉素、链霉素无效，

阴道分泌物等污染饲养环境，造成群体传播 [38-39]。

首选是四环素及类似药物。口服四环素，每天 4 次，

感染家畜的皮毛、乳汁、胎盘、羊水内含有大量伯

每次 0.5 g，连用 14 d；感染前 3 d 给药治疗，可有

氏柯克斯体，人通过和感染动物的皮毛直接接触、

效缩短 50% 的发热期；体温降至正常后，继续服

为感染母畜助产以及摄入污染的乳制品等途径导致

用四环素、利福平或强力霉素，效果显著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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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及人类感染、诊断和治疗的现状 [J]. 国外医学：流行

预防
首先要加强宣传，同时加强卫生检疫，不喝

生奶，做好个人防护。对养殖场来说，在选址时，

病学传染病学分册，1988（2）：77-81.
[2]

RENDERS N H M，et al. Delayed diagnosis of chronic
Q fever and cardiac valve surgery[J]. Emerging infectious

应考虑选择在区域的上风向一侧。在养殖场内应
经常采取驱蜱措施，如使用 1% 的敌百虫水溶液、
0.002 5%~0.005 0% 特敌克或 0.002 5% 螨净等驱虫

diseases，2013，19（5）：768-773.
[3]

of saudi medicine，2013，33（5）：464-468.
[4]

KARAKOUSIS P C，TRUCKSIS M，DUMLER J S.
Chronic Q fever in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clinical

洒 [49]；在厂区内划定单独区域用于分娩动物的隔
离，有效预防动物分娩过程中发生感染，对疑似感

ALMOGREN A，SHAKOOR Z，HASANATO R，et al.
Q fever：a neglected zoonosis in Saudi Arabia[J]. Annals

药剂喷洒或洗刷畜体，对于已经存在蜱寄生的畜群
每半月进行 1 次，并对畜舍地面和墙缝用药液喷

KAMPSCHREUR L M，HOORNENBORG E，

microbiology，2006，44（6）：2283-2287.
[5]

CHENG S H，LIU Y N，LI C X，et al. Looking

染胎盘进行无害化处理，对乳制品采用高温瞬时消

back analysis for Q fever Coxiella burnetü which be

毒。此外，疫苗接种是预防 Q 热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misdiagnosis common pneumonia of 44 examples[J].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开始研究诱导贝氏柯克斯体特异

151.

性细胞免疫应答表位，期待机体产生 Q 热抗体免
疫应答

[50]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2007（10）：147[6]

Q fever：Current state of knowledge and perspectives

。在 Q 热高发地区，建议饲养场对家畜

of research of a neglected zoonosis[J]. International.

进行疫苗接种，对饲养人员、屠宰人员、基层兽医

journal of microbiology，2011：248418. DOI：

及防疫人员注射人用抗 Q 热疫苗。
5

结语

10.1155/2011/248418.
[7]

review[J]. Acta veteriaria scandinavica，2013，55（1）：

广泛、感染性强，可以继发多种动物及人类疾病，
的防控体系。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和荷兰等国
家都进行过 Q 热疫苗的研究，然而迄今为止唯一

AGERHOLM J S. Coxiella burnetii associated
reproductive disorders in domestic animals：a critical

Q 热是一种全球化的人兽共患传染病，分布
因此对 Q 热的防控必须要引起重视，并建立有效

PORTER S R，CZAPLICKI G，MAINIL J，et al.

13.
[8]

孙翔翔，朱琳，陈伟 . Q 热诊断技术研究进展 [J]. 中

[9]

ALVAREZ J，PEREZ A，MARDONES F O，et al.

国动物检疫，2019，36（5）：63-66.
Epidemiologic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exposure

可用于人体的灭活疫苗副反应较大，而减毒疫苗

of cattle to Coxiella burnetii in the Madrid region of

则具有毒力返强的风险，其他化学提取组分疫苗也

Spain[J]. Veterinary journal，2012，194（1）：102-

不能满足副作用小、免疫效果好的需求，因此研究
重组蛋白亚单位疫苗和 DNA 疫苗是当务之急。在
我国，Q 热仍然是一类被忽视的烈性传染病，虽然
人和动物感染较为常见，但是仅有少数机构从事 Q
热研究，对 Q 热的日常监测也不够充分。因此，

107.
[10] MARRIE T J，LANGILLE D，PAPUKNA V，et al.
Truckin' pneumonia：an outbreak of Q fever in a truck
repair plant probably due to aerosols from clothing
contaminated by contact with newborn kittens[J].
Epidemiology and infection，1989，102（1）：119127.

系统研究 Q 热的病原学特点，分析掌握其流行规

[11] G U AT T E O R ， S E E G E R S H ， TA U R E L A F ，

律和特点，加强 Q 热的诊断和治疗，有效部署和

et al. Prevalence of Coxiella burnetii infection in

防控 Q 热，对维护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有着重要意义。

domestic ruminants：A critical review[J]. Veterinary
microbiology，2011，149（1/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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