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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防治胡杨林春尺蠖对荒漠型黑热病的
控制观察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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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飞机防治胡杨林春尺蠖对荒漠型黑热病的控制效果。方法

以荒漠型黑热病疫区巴楚县夏河林

场和伽师县三乡作为研究现场，其中前者为实验区，后者作为对照区。实验区处理：2009 年 4 月底用 AT-402B 型飞

机，对 3 200 hm2 胡杨林区害虫春尺蠖喷洒灭虫药；对照区处理：2008－2009 年和 2014－2016 年荒漠型黑热病流行

期，对黑热病患者住宅及其周边 10 户范围以内的宅院室内喷洒菊酯类卫生杀虫剂用于杀灭白蛉，2015 年在此基础
上增加了婴幼儿蚊帐防蛉措施。结果

实验区 2009 年飞机灭虫前，黑热病发病率维持在 160/10 万～260/10 万，灭

虫后连续 7 年在 60/10 万以下；对照区 2010 年后黑热病发病率下降到 60/10 万以下，但 2014－2016 年（6 月）又分别回
升至 201/10 万、602/10 万和 325/10 万。结论

在荒漠型黑热病流行期，飞机灭虫比院落灭虫对疫情控制效果显著，

且持续时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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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f impact on desert⁃type kala⁃azar
by aerial control of Apocheima cinerarius in Populus euphrat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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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aerial control of Apocheima cinerarius in Populus euphratica for the impact on desert
type kala ⁃ azar. Methods Xiahe forest farm of Bachu county was selected as treatment area and the third township of
Jiashi county as control area in desert ⁃ type kala⁃azar epidemic areas of Tarim Basin, Xinjiang China. The treatment area:
the insecticide was sprayed by AT-402B plane to kill pests（Apocheima cinerarius）in 3 200 hectares of P. euphratica forest
during 7 to 25 of April in 2009. The control area: courtyard and indoor of the patient 
s residence and within around 10
residences were sprayed by pyrethroid insecticide during sandflies seasons during 2008 to 2009 and 2014 to 2016, plus
mosquito nets to protect children in 2015. Results In the treatment area: the incidence of desert ⁃ type kala⁃azar was at
160/100 000-260/100 000 before aerial treatment of 2009, and the one followed at 60/100 000 after 7 years of the pest
control consecutively; In the control area: the incidence was at 264/100 000 and 246/100 000 from 2008 to 2009, after a
dip in 2010 at 60/100 000, rose again to 201/100 000, 602/100 000, and 325/100 000 in 2014, 2015, and 2016（to June）.
Conclusion Epidemic management of desert kala ⁃ azar by sand fly control in courtyard was less effective than aerial
operation in P. euphratica, and also last shorter. The control effect of the aerial operations is significant for the desert type
kala⁃azar, and last longer.
Key words: Desert⁃type kala⁃azar; Aerial insect control; Control; Phlebotomus wui

利什曼病（Leishmaniasis）是由寄生在宿主白细

1.2 亿例［1］。新疆喀什地区是目前国内荒漠型和人

白蛉（sandfly）吸血，将利什曼原虫传染给健康人或

木盆地南缘和田地区的民丰县被确定为新发现的荒

胞内的利什曼原虫（Leishmania sp.），通过传播媒介

源型黑热病发病率最高的疫区［2］，2008 年新疆塔里

动物的一种重要人兽共患寄生虫病，其中的内脏利

漠型黑热病疫区［3］，使得疫区面积扩大至整个塔里

什曼病又称黑热病，全球利什曼病总病例数已超过

木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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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新疆地区时有荒漠型黑热病流行，
但宅
院统一杀灭白蛉的疫情控制方法效果不明显

。

［3-6］

为探讨疫情控制方法，在林业部门对胡杨林害虫春
尺蠖（Apocheima cinerarius）进行飞机大面积灭虫期
间，对塔里木盆地巴楚和伽师县典型荒漠型黑热病
疫区的传播媒介吴氏白蛉（Phlebotomus wui）进行灭
蛉效果和荒漠型黑热病发病率进行了调查，现将结
果报告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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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蛉密度调查：分别调查胡杨林区和居民区两
种生境的白蛉密度，白蛉密度调查方法与实验区相
同，调查时间分别在 2008 年 6 月上旬的灭白蛉前和
6 月下旬的灭白蛉后，
间隔 15 d。

1.2.3 数据来源 新发荒漠型黑热病病例数据引用
中国 CDC 网络上报数据，并补充公开发表论文的荒
漠型黑热病病例，当地总人口数据由当地 CDC 提

供。黑热病发病率（/10 万）＝实际发病例数/调查区
总人数。

材料与方法

1.1 实施区概况

2

结

果

1.1.1 实验区 巴楚县夏河林场位于塔里木盆地北

2.1

海拔 1 075～1 085 m，属典型的荒漠型黑热病疫区，

下降到灭虫后（2009 年）的 43.2（9～57）只/（人·h），

缘喀什以东 310 km 的荒漠区腹地，
79°32′
E，
39°53′
N，
曾经是塔里木盆地荒漠型黑热病发病率最高的区域
之一，1999－2005 年每年新发黑热病病例数维持在
110/10 万～265/10 万之间。
1.1.2

对照区

伽师县卧里托格拉克乡（三乡），位

于伽师县东部，
77°16′E，39°41′N，平均海拔1 160 m，
与夏河社区相邻，
环境条件非常相似，
同属典型的荒
漠型黑热病疫区。2001－2007 年每年新发黑热病

病例数维持在 56/10 万以下。目前是伽师县荒漠型
黑热病流行最严重的乡。
1.2 处理方法
1.2.1

实验区

1996－2008 年期间疫区荒漠林未

白蛉密度

实验区灭虫后，胡杨柽柳灌丛的白

蛉密度由 2008 年灭虫前的 140.4（85～211）只/（人·h）
下降了 69.2%。对照区居民区灭虫，院落室内白蛉
密度由 2008 年灭前的 66.0 只/（人·h）下降至当年灭
后的 31.0 只/（人·h），下降了 53.0%，未采取灭虫措

施的胡杨柽柳灌丛区，灭虫前后的白蛉密度分别为
60.0 和 83.0 只/（人·h），居民区杀灭白蛉密度下降的
同时，胡杨柽柳灌丛区的白蛉密度上升了 38.3%。
2.2

黑热病发病率

实验区巴楚县夏河林场 2009

年 4 月底飞机灭虫前黑热病发病率在 160/10 万～

260/10 万，飞机灭虫后，新发黑热病病例数明显下
降，连续 7 年维持在 60/10 万以下，见图 1。

采取任何喷洒农药措施，2008 年夏河天然胡杨林发

生春尺蠖虫害，2009 年 4 月底巴楚县林业部门对胡

杨林区及周边居民区开展大范围飞机灭虫，喷药器
材为 AT-402B 型飞机，喷洒灭虫药：2%阿维菌素乳
油 20 g 兑水 30 kg（1 500 倍），另加沉降剂（食盐）和
润湿剂（尿素）各 169 g。按 22.50 kg/hm2 喷洒，每架

次飞机喷洒 44.47 hm2 ，4 架飞机作业 17 d，共喷洒
3 200 hm2。

白蛉密度调查：2008 年和 2009 年 6 月中旬在白

图1

蛉活动高峰时间（23：00－02：00），用电动吸蚊器吸

捕挂在胡杨柽柳灌丛区幕布上的白蛉，以每人每小
时实际捕捉的白蛉数作为白蛉密度。
1.2.2

对照区

1996－2016 年期间荒漠林未采取

任何灭虫措施。2008 年伽师县发生黑热病疫情，在
白蛉活动季节对患者住宅及其周边 10 户范围以内

的宅院，采用卫生部门统一要求的卫生杀虫剂溴氰
菊酯（每份 0.5%溴氰菊酯粉剂兑水 100 倍）进行室内

喷洒灭杀白蛉。同时对患者住宅及其周边重点监
测。2014 年当地黑热病再次流行，除采取与 2008 年

相同的灭白蛉控制措施外，还增加了蚊帐保护婴幼
儿措施。

新疆巴楚县及伽师县黑热病发病率情况

对照区 2008 年前发病率一直在 56/10 万以下，

2008 年黑热病突然暴发，2008、2009 年黑热病发病
率达到 264/10 万和 246/10 万，期间连续 2 年采用院

落室内灭虫防治措施，未对野外胡杨柽柳灌丛区实
施灭虫。2010 年发病率降至 51/10 万以下，2014 年

伽师县荒漠型黑热病再次流行，2014－2016 年虽然
加大了院落室内灭虫防治措施，但 2015 年发病率最
高达 602/10 万。
3

讨

论

黑热病疫区的流行强度一般由疫病动物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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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率和传播媒介密度的高低所决定。根据既往对

果显著，且持续控制时间较长。建议对荒漠型黑热

荒漠型黑热病疫区白蛉利什曼原虫的感染率和塔里

病疫区开展飞机灭虫的同时，对传播媒介白蛉密

木兔（Lepus yarkandensis）抗利什曼原虫的抗体阳性
率调查结果表明［7-8］，荒漠型黑热病疫区可分核心

度、白蛉利什曼原虫感染率、1～3 龄婴幼儿人群抗
利什曼原虫抗体水平和黑热病发病率进行长期观

区、非核心区和非流行区。胡杨柽柳灌丛生境是荒

察，为长期有效控制荒漠型黑热病提供科学支撑

漠型黑热病疫区的核心区，动物利什曼病是由核心

依据。

区向外扩散。因荒漠型黑热病疫区面积大而分散，
全部实施灭虫成本高，难度大。根据动物利什曼病
由核心区向周边扩散的规律，对核心区适时灭虫，可
能是投入少能降低核心区动物感染率的可接受防治
方案。
从溴氰菊酯对骚扰阿蚊（Armigeres subalbatus，

0.001 7 mg/L）［9］和 阿 维 菌 素 对 意 大 利 成 年 工 蜂

（4.91 mg/L） 的半数致死量浓度的比较看，溴氰菊
［10］

酯对昆虫的杀虫效果远高于阿维菌素。理论上推算
对照区连续几年多次的居民区灭虫应超过实验区

1 次飞机灭虫的效果。但从实验区和对照区灭虫后
实际控制荒漠型黑热病发病率的效果看，结果正好

相反，多次灭虫的对照区连续 2 次暴发黑热病流行，
实验区飞机 1 次灭虫后 7 年未发生黑热病流行，显示
杀灭核心区白蛉才是控制荒漠型黑热病的关键。

在荒漠型黑热病疫区，仅对室内院落灭虫，不对
野外白蛉栖息环境灭虫，虽然短期能降低室内及院
落范围的白蛉密度，但对栖息于核心区胡杨柽柳灌
丛的吴氏白蛉密度和塔里木兔利什曼病的流行几乎
无影响 。当核心区感染利什曼原虫的塔里木兔在
［11］

白蛉活动季节迁移到人类居住的环境附近，仍可
通过白蛉叮咬，将利什曼原虫传播给人，造成发病
并流行。
从实验区 1 次灭虫后连续 7 年黑热病发病率维

持在 60/10 万以下的结果来看，
6 月中下旬白蛉第 1 个

高峰前杀灭白蛉，对塔里木兔恢复到核心区早期的
利什曼原虫感染水平需要较长时间，一方面可能是
野生环境的塔里木兔平均寿命在 2 年左右，另一个
原因可能与灭虫后白蛉密度低恢复较慢有关。

通过对荒漠型黑热病疫区实验区荒漠林飞机

1 次灭虫和对照区居民区连续几年多次灭虫证实，
荒漠型黑热病核心区荒漠林飞机灭虫对该病控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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