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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鼠疫高危地区人群血清鼠疫 F1
抗体水平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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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国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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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河北省鼠疫高危地区人群血清鼠疫 F1 抗体进行延续性调查，进一步了解鼠疫高危地区人群鼠疫感

染情况。方法

根据康保县、蠡县和张家口市区人口资料，2016 年 1－6 月，选择鼠疫高危地区人群采血分离血清；

用 IHA、胶体金免疫层析法及 ELISA 检测鼠疫 F1 抗体水平。结果

采集康保县及蠡县高危人群血清样本 7 204 份，

采用上述 3 种检测方法，
结果均为阴性；
100 份对照血清用同样方法进行检测，结果也为阴性。2007 年在康保县调查
时检出阳性 4 份（4/196）。结论

近期在张家口市康保县和保定市蠡县鼠疫高危人群中无鼠疫感染者，即未发生人

间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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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the level of F1 plague antibody in sera of high
risk population in He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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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of plague F1 antibody in the population of high risk area of plague in
Hebei province, and further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of plague infection. Methods According to population data of
Kangbao and Lixian counties, 7 204 sampling population were selected in January to June 2016. Serum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blood. Plague F1 antibody of serum blood was tested by IHA, colloidal gold immunochromatographic assay
and ELISA. Results These serum samples from the high risk population of two counties were collected, and tested
negative by the three methods. In total, 100 control sera were detected by the same method and the results were also
negative. Four positive results were found in Kangbao county in 2007. Conclusion In recent years, there was no plague
positive infection among the high risk population in Kangbao and Lixian.
Key words: Plague F1 antibody; High risk population; Hebei province

河北省鼠疫自然疫源地主要分布于北部的康保

县，疫源地面积 1 000 余 km ，处于鄂尔多斯高原长
2

爪沙鼠（Meriones unguiculatus）鼠疫自然疫源地和松
辽平原达乌尔黄鼠（Spermophilus dauricus）鼠疫自然

疫源地交叉地带，主要宿主动物为长爪沙鼠和达乌

2015 年共发生 4 次动物间鼠疫流行。
“中国皮都”河

北省蠡县，位于华北平原的腹地，京广铁路、青藏铁
路由此经过，是进入首都北京的门户，有北京“南大

门”之称。全县总面积 650 km2，总人口 50 余万人，
动物毛皮交易量大，不仅是河北省鼠疫发生高危地

尔黄鼠两种，
疫源地性质比较复杂，
媒介在主要宿主

区，也是人兽共患病的重点防控地区。2007 年为了

动物之间交叉较为常见

解河北省鼠疫高危地区人群鼠疫感染情况，对康保

。该地区在 1971 年首次

［1-2］

发现鼠疫，证实了河北省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存在，到

县和蠡县进行了人群血清鼠疫 F1 抗体筛查，在康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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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发现阳性血清 3 份，蠡县未发现阳性。为进一步

2.2

趋势，2016 年 1－6 月开展了较大范围的人群调查，
结果报告如下。

抗 体 IHA、胶 体 金 免 疫 层 析 试 验 、ELISA 3 种方法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了解人群血清鼠疫 F1 抗体变化，掌握人间鼠疫流行

1
1.1

试剂及设备

鼠疫 F1 抗体间接血凝试剂盒由

中国 CDC 鼠疫布氏菌基地提供（批号：20160301）；
鼠疫 F1 抗体胶体金试剂盒由北京庄笛浩禾生物医
学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批号：20120210）；ELISA 试剂

（批 号 ：20160601），博 腾 仪 器 有 限 公 司（型 号 ：
ELx800）；其他为常规试剂，实验室自备。
1.2

人群筛选

2016 年 1－6 月在康保县选取从事

野外农牧业生产的人群，共调查 2 853 人；蠡县选取

从事动物皮毛生产的人群，共调查 4 351 人；对照组
选取张家口市区人群。
1.3

血清采集

在鼠疫高危地区共抽取 7 204 人的

静脉血各 5 ml，静置 8～10 h，2 300 × g 离心 5 min，
取上清液备检。对照血清采取非鼠疫自然疫源地内
张家口市区人群，随机抽取 100 人，采用同样方法分
离血清。
1.4

检测方法

鼠疫 F1 抗体采用 IHA、胶体金免

疫层析试验、
ELISA，按常规方法进行 。
2

［3］

结

2.1

对康保县、蠡县人群进行筛选，采

集血清 7 204 份，
其中康保县 2 853 份，蠡县 4 351 份，
见表 1；采集张家口市区人群血清 100 份作为对照
血清。

康保县
照阳河镇

1 325

邓油坊镇

1 213

采集地点
县城
蠡吾镇

56

留史镇

124

辛兴镇

135

大百尺镇
北郭丹镇
万安镇
桑元镇
南庄镇
北埝头乡
鲍墟乡
小陈乡
大曲堤乡
林堡乡

合计

在康保县曾于 2007 年进行河北省

鼠疫自然疫源地人群血清学鼠疫 F1 抗体流行病学

调查，调查的 196 份材料中检出阳性 4 份，阳性率为
2.04%。此次调查虽然扩大了样本量（2 853 份），但

未检出阳性血清，间接证明在河北省鼠疫自然疫源
地内，近 10 年未发生人间鼠疫，人群未出现阳性感
染者。保定市蠡县也未检出阳性血清，结果与 2007

年在蠡县小范围的人群血清鼠疫 F1 抗体流行病学

调查结果相同［4］，说明在河北省蠡县皮毛集散地加
工动物皮毛人群中也无鼠疫感染者。
3.2

河北省传入性鼠疫的流行不能忽视

历史上

张家口地区鼠疫大流行以传入为主，在鼠疫自然疫
源地感染鼠疫，
通过交通工具或其他方式，
传播到该
地区，造成鼠疫的大流行［5］。目前这种鼠疫的传播
方式更具有隐蔽性和更大的危害性。保定市位于华
北平原的腹地，地理位置重要，交通四通八达，人员
来往频繁，京九铁路、京广铁路等重要的铁路在此经

2 853

注：另对照人群血清 100 份采自张家口市区

速、高速公路的发展，更增加了人员来往的频率及鼠
疫传入的可能性，因此加强鼠疫的监测力度不容忽
视［6］。另外，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蠡县逐渐形成了
较为固定的动物皮毛加工市场，工人大部分是当地

较多，人群的代表性比较强。蠡县皮货市场的动物
皮毛很多来自于青海省鼠疫自然疫源地的旱獭皮、

蠡县

血清样本（份）

屯垦镇

结果分析

农民，人群相对比较稳定。流入市场的皮毛种类比

河北省鼠疫高危地区康保县及蠡县人群
血清采样结果

采集地点

康保牧场

论

疫源地与北京联系的必经之路，而且随着铁路的提

采样情况

瞒德堂镇

3.1

讨

过，是青藏高原鼠疫自然疫源地、
南方家鼠鼠疫自然

果

表1

采集的鼠疫高危地区人群

血清 7 204 份、
对照人群血清 100 份经微量法鼠疫 F1

3

材料与方法

血清学检测情况

血清样本（份）
1 237

326

绵羊皮，还有内蒙古和宁夏等地的羊皮。在这些皮
张中，有很多皮毛未经过任何处理而直接进入市场

225

并进行深加工，工作人员会直接接触到原始毛皮。

258

感染。因此，对这一潜在的疾病流行环节，更需引

248

如果存在鼠疫染疫动物的毛皮，极易造成工作人员

358

起高度重视。

368
349
459

3.3

河北省鼠疫自然疫源地发生鼠疫风险依然存

在 河北省鼠疫自然疫源地地处河北省的北部康保

152

县，疫源地面积大，
主要宿主动物为长爪沙鼠和达乌

141

到 2015 年 共 发 生 4 次 动 物 间 鼠 疫 流 行 ，分 别 是

198
9

23

4 351

尔黄鼠。1971 年首次发现存在鼠疫自然疫源地后，
1971 － 1972 年 、1994 － 1995 年 、2002 － 2003 年 和

2005 年［7］。近年来，一直坚持连续春秋两季的灭鼠

工作，使该地区主要宿主动物长爪沙鼠和达乌尔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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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的密度控制在较低水平，但是鄂尔多斯长爪沙鼠
鼠疫自然疫源地动物鼠疫一直比较活跃，
宁夏、陕西
以及内蒙古等地的动物间疫情不断，
因此，应继续加
强鼠疫监测技术的更新，提高监测水平，
开展预测预
警，
严防邻近地区鼠疫的传入。
3.4

河北省鼠疫防治形式依然严峻

近年来，国家

积极实施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因此，河北省与北京、
天津市的经济日益密切，交流和融入日益广泛。且
随着北京—张家口联合申奥成功，国际人口将大量
涌入，这将是对鼠疫防治水平和策略的挑战。因此，
基于上述情况，应进一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对鼠
疫的防控工作：①储备充足的鼠疫应急防控物资，
确保一旦由疑似鼠疫病例或鼠疫病例的发生，能够
及时发现和处理疫情；②对高危人群进行定期监测；
③加强河北省鼠疫防控体系及应急队伍建设，对各
地医务人员强化培训，采取首诊医生负责制，一旦有
鼠疫病例或疑似病例，能够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及
时控制和迅速处理；
④加强宣传力度，
采用多种多样
的宣传方式，尤其是对进入疫区的旅游人群、当地
居民以及鼠疫防控重点县（市）的高危人群，使其知
晓和获得鼠疫防治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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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的 7 个新种

，以及本文描述的 1 新种，中国的

［6-12］

带纹亚属现知有 37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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