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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部分地区水貂养殖场户貂源冠状病毒
和新型冠状病毒认知调查及病原检测
刘砚涵，党安坤，徐

鸿，张

栋，李玉杰，蔺晓月，兰邹然，王贵升

（山东省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山东济南
摘

250100）

要 ：国外水貂感染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遭扑杀事件引起了国内水貂养殖业关注。为了解 SARS-

CoV-2 对山东省水貂养殖场户的影响，通过问卷调查方法了解水貂养殖场户对貂源冠状病毒和 SARS-CoV-2 的
认知情况，同时采集样本应用双重荧光定量 PCR 方法进行核酸检测，确定水貂中两种病毒的感染状况。结果显示：
47.83% 的养殖场户对国外水貂感染 SARS-CoV-2 被扑杀事件有所了解，36.23% 的养殖场户认为该事件会对水
貂养殖业带来影响，其中 10.14% 的养殖场户对水貂进行过 SARS-CoV-2 核酸检测 ；84.06% 的养殖场户认为貂
源冠状病毒不会感染人，57.49% 认为国外水貂感染 SARS-CoV-2 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养殖场其他动物（如犬猫

等）感染，仅 0.97% 认为貂源冠状病毒与 SARS-CoV-2 存在一定关系，更多的（52.17%）是不清楚 ；310 份样
品的双重荧光定量 PCR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结果表明，山东省水貂养殖场户普遍意识到貂源冠状病毒与 SARS-

CoV-2 相关性很小，其对水貂养殖业影响不大。但部分养殖场户对这两种病毒及其对水貂养殖业的潜在威胁尚
缺乏足够认知，因此需要加强对养殖场户的认知宣传和病毒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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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Awareness of Mink Farmers Concerning Mink Coronavirus and
SARS-COV-2 and Detection of Relevant Pathogens in Shan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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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100，China）

Abstract ：The stamp-out of minks infected with novel coronavirus（SARS-COV-2）in other countries has been
concerned by the stakeholders in mink industry in China.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impact of SARS-COV-2 on mink
households/farms in Shandong Province，the awareness of farmers concerning mink coronavirus and SARS-COV-2
was investigated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an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to detect nucleic acids by duplex ﬂ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CR to identify the prevalence of the two kinds of viruses in mink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47.83%
farmers knew about the said event，36.23% farmers believed that it would have an impact on the industry，and 10.14%
farmers carried out SARS-COV-2 detection ；84.06% farmers considered that human could not be infected with mink
coronavirus，57.49% farmers regarded that minks were infected with SARS-COV-2 mainly through contact with other
animals（for example，dogs，cats，etc.）in farms，only 0.97% farmers argued that the two viruses were related to
some extent，while more farmers（52.17%）knew little ；in addition，310 samples were all negative as tested by
duplex ﬂ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CR.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farmers generally realized that the two viruses were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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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ightly related and posed little impact on mink industry. However，awareness activities and virus monitoring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s some farmers still knew little about the potential threat of the two viruses to the industry.
Key words ：coronavirus ；SARS-CoV-2 ；mink ；investigation on awareness ；bio-safety

2019 年底至今，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

的区别及其关联性的认知程度以及基层养殖场户是

引起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以

否受到国外扑杀水貂事件的影响尚不清楚。同时，

下简称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大流行，不仅导致

为证实水貂是否感染或携带 SARS-CoV-2，本研究

全球多数国家和地区人员的严重感染和死亡，还影

对表现腹泻症状的水貂采集粪便进行了 MCoV 和

响了全球人民的工作和生活，更是给全球经济发展

SARS-CoV-2 检测，以期为新冠疫情的联防联控以

和公共卫生带了巨大挑战，也给经济动物养殖和畜

及水貂养殖业的稳定发展提供参考。

牧业健康发展带来了巨大威胁。

1

近几年，我国水貂、狐狸等毛皮动物养殖业

材料与方法

1.1

[1]

认识调查

处于谷底，很多养殖场户丧失信心放弃饲养 。雪

2021 年 5—7 月，在山东省部分水貂养殖密集

上加霜的是，新冠疫情初期，《新京报》报道了北

地区（威海、青岛、烟台、潍坊、临沂、日照、

京大学朱怀球团队的研究成果，认为蝙蝠和水貂可

菏泽和泰安），对养殖场户开展 MCoV 和 SARS-

能是 SARS-CoV-2 的潜在宿主，而水貂可能是潜在

CoV-2 相关性认知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方式，题型

中间宿主，从而引发了水貂养殖者的巨大恐慌。

以单选和多选为主，内容涉及养殖场户基本情况以

2020 年 4 月，荷兰首次报道在一家水貂养殖场发

及水貂感染 MCoV 和 SARS-CoV-2 的认知情况等。

现水貂感染 SARS-CoV-2，随后丹麦、波兰等多个

问卷设计完成后，利用专家咨询法进行修改完善，

国家相继报道水貂及其雇员出现 SARS-CoV-2 阳

最后使用“问卷星”平台生成问卷二维码，发放问

性，甚至出现了“人—水貂—人”的跨种传播链条。

卷，回收调查结果。

为此，丹麦、荷兰政府扑杀了近 270 万只水貂，荷

1.2

兰还出台了禁止饲养水貂的法律

[2-4]

样品采集
采集来自 19 个水貂养殖场户中有腹泻症状的

。截至目前，

我国虽然尚未报道有水貂或其养殖户感染 SARS-

水貂粪便样品 310 份，其中菏泽 30 份、临沂 30 份、

CoV-2，但丹麦、荷兰等国家扑杀或禁饲水貂的情

青岛 40 份、日照 30 份、潍坊 30 份、烟台 30 份、

况引起了大多数养殖场户的担忧，这将直接影响到

威海 30 份、泰安 90 份。

水貂养殖业的生存。

1.3

病原检测

水貂冠状病毒（mink coronavirus，MCoV）主

将新鲜粪便 置于 1.5 mL 离心管中用 PBS 溶

要引起水貂的卡他性腹泻（也称水貂流行性卡他性

解，震荡混匀，8 000 r/min 离心 5 min，取上清液

胃肠炎），导致感染水貂出现精神萎靡、食欲不

200 μL，用罗氏全自动核酸提取仪提取核酸，然后

振、被毛无光泽、腹泻以及排绿色、灰白色及粉黄

将提取的核酸使用 MCoV 和 SARS-CoV-2 双重荧

色黏液状稀便等临床症状 [5]。1987 年我国从丹麦、

光 RT-PCR 检测试剂盒（购自北京森康生物技术开

美国等国家引进种貂时引入 MCoV。近年来，山

发有限公司）按照说明书进行检测。

东省水貂养殖场户偶有 MCoV 感染发生，感染率
[6]

选定 FAM 检测通道读取 SARS-CoV-2 检测结

[7]

果，选定 VIC 检测通道读取 MCoV 检测结果。当

表明，SARS-CoV-2 由貂源冠状病毒重组而来的可

两个检测通道均无 Ct 值，且无特征性扩增曲线，

能性较小，但水貂养殖户对 MCoV 和 SARS-CoV-2

阳性对照 Ct 值均≤ 32，并出现典型的扩增曲线，

不高，引起的死亡率通常也较低 。目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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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样品为阴性。

2.3

检测结果显示，310 水貂粪便样品两个检测通

数据统计

1.4

实验室检测

原始数据使用 Excel 软件进行统计，计数资料

道均无 Ct 值，且无特征性扩增曲线，均为阴性，

用率（%）表示。

说明均未感染 MCoV 和 SARS-CoV-2。

2

3

结果与分析

2.1

讨论
新冠疫情流行至今，全球已有多个国家和地

养殖情况
此次认知调查共收到问卷 207 份，经核验全

区报道多种动物感染 SARS-CoV-2，涉及猫、犬、

部有效。统计结果（图 1）显示：山东省水貂养殖

雪貂、水貂、大熊猫等 [8]，其中水貂报道出现了与

模式以散养户（63.77%）为主，其次是商品代场

人的互相传播，导致荷兰、丹麦、美国等国家扑

（33.82%）；养殖种类以仅养水貂一种（44.93%）

杀水貂超过 270 万只，使水貂养殖业几乎濒临绝

为主，其次是水貂和貉子混养（29.47%）以及水

境 [3]。山东作为水貂养殖大省，养殖户对于国外水

貂和犬混养（17.39%）。

貂遭到扑杀事件的认知程度对其养殖信心十分重

2.2

认知情况

要。本次调查发现，山东省近半数的养殖场户对

调查结果（图 2~3）显示：47.83% 的养殖场

荷兰、丹麦水貂因感染 SARS-CoV-2 被扑杀事件有

户对荷兰、丹麦水貂因感染 SARS-CoV-2 被扑杀

所了解，有 10.14% 的养殖场户给自家水貂也进行

事件较为了解，且 36.23% 的养殖场户认为该事

过 SARS-CoV-2 核酸检测，可见国外扑杀染水貂事

件 会 对 水 貂 养 殖 业 带 来 影 响；33.33% 的 养 殖 场

件引发了养殖户的担忧，或担心水貂感染 SARS-

户进行过养殖人员 SARS-CoV-2 核酸检测，其中

CoV-2 后传染给人。此外，绝大多数养殖户认为扑

10.14% 的养殖场户进行过水貂 SARS-CoV-2 核酸

杀水貂事件对水貂养殖业影响甚微，且 84.06% 的

检测；84.06% 的养殖场户认为，MCoV 不感染人；

养殖户认为 MCoV 不会感染人，仅有 0.97% 认为

57.94% 的养殖场户认为，荷兰、丹麦等国家水貂

MCoV 和 SARS-CoV-2 可能存在一定关系，可见养

感染 SARS-CoV-2 的途径是通过养殖场内的其他

殖户们对于水貂养殖依然持乐观态度，这对于水貂

动物（如犬猫等），37.68% 认为是通过人传染给

养殖业的持续发展十分重要。此外，大多数养殖户

水貂的，37.68% 认为是水貂自身携带病毒；0.97%

认为荷兰、丹麦等国家的水貂感染 SARS-CoV-2 的

的养殖场户认为，MCoV 和 SARS-CoV-2 有关系，

主要途径是通过水貂养殖场其他动物（如犬猫）感

更多的（52.17%）是不清楚。

染，这可能是受到家养猫出现 SARS-CoV-2 核酸阳

A. 养殖模式 ；B. 养殖种类。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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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场户基本情况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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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荷兰、丹麦等国家的水貂扑杀事件了解情况 ；B. SARS-CoV-2 对水貂养殖业影响情况 ；
C. 养殖人员 SARS-CoV-2 核酸检测情况 ；D. 水貂 SARS-CoV-2 核酸检测情况。

图2

认知调查统计结果一

A. MCoV 是否会感染人 ；B. 水貂感染 SARS-CoV-2 的原因 ；C. MCoV 和 SARS-CoV-2 的关联性。

图3

认知调查统计结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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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5（23）：2001005.

性报道的影响。
在 病 毒 学 分 类 上，SARS-CoV-2 与 MCoV 不

[3]

是同一属的冠状病毒 [9-10]。本研究中 310 份来自山
东省 8 个水貂养殖密集市的腹泻样品中均未检测到
MCoV 与 SARS-CoV-2，说明目前水貂中并未发现

CoV-2 on mink farms between humans and mink and back
to humans[J]. Science，2021：371（6525）：172-177.
[4]

Poland：short communication[J]. Journal of veterinary

具有遗传多样性，容易发生变异和重组，且人工感
染试验证实雪貂对 SARS-CoV-2 易感

。水貂、

狐狸和貉等特种经济动物养殖近年来在山东省得到
了长足发展，已经成为全省畜牧业养殖的重要组成
部分，基于全球同一健康的防控理念，要继续加强
毛皮动物的 MCoV 和 SARS-CoV-2 监测工作，重

research，2021：65（1）：1-5.
[5]

结论

[6]

影响不大，但鉴于其对水貂的潜在危害和公共卫生
威胁以及部分场户对其不了解，需要继续对水貂养
殖场户开展 MCoV 和 SARS-CoV-2 认知宣传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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