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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云南省家鼠鼠疫疫源地静息期鼠疫
指示动物血清流行病学调查
段彪，洪梅，苏超，郭牧，吴鹤松
云南省地方病防治所鼠疫防治科，云南 大理 671000
摘要：目的

通过调查云南省家鼠鼠疫疫源地静息期鼠疫指示动物血清 F1 抗体阳性率，探讨鼠疫在静息期内的隐

性流行情况和流行动态。方法

于 2015 年 11 月 11 日至 2016 年 7 月 22 日，在云南省澜沧、弥渡、宜良和梁河县采集

鼠疫指示动物样本，采用 IHA 对鼠疫指示动物（犬和猫）血清进行 F1 抗体的实验室检测。结果

在云南省澜沧、弥

渡、宜良和梁河县鼠疫历史流行区采集动物血清 393 份，其中犬血清 387 份，猫血清 6 份，鼠疫指示动物血清 F1 抗体
检测均为阴性。结论

该地区动物鼠疫流行的可能性较小，鼠疫疫源地静息期鼠疫指示动物血清流行病学调查在

鼠疫防控工作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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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o⁃epidemiological survey of indicator animals in the quiescent stage
of domestic rodent⁃maintained epidemic focus of plague
in Yun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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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By investigating the positive rate of F1 antibody in indicator animals in the quiescent stage of
domestic rodent ⁃ maintained epidemic focus of plague in Yunnan province, the hidden epidemic situation and dynamic in
the quiescent stage of plague were discussed. Methods From November 11, 2015 to July 22, 2016, the sample collection
of plague indicator animals was carried out in Lancang, Midu, Yiliang, and Lianghe counties in Yunnan province, and
employed the IHA laboratory testing of F1 antibody for the serum ⁃ collection of plague indicator animals（dog/cat）.
Results In four historical epidemic areas of plague of Lancang, Midu,Yiliang, and Lianghe counties in Yunnan province,
393 samples of animal sera were collected, including 387 dogs and 6 cats. The serum ⁃ collections of plague indicator animals 
F1 antibody detection tested all negative. Conclusion The possibility of the plague epidemic in this region was meager,
and sero ⁃ epidemiological survey of indicator animals in the quiescent stage makes a huge difference in the plagu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ork.
Key words: Plague; Quiescent stage; Indicator animal; Sero⁃epidemiology; Survey

鼠疫的流行具有连续性、间断性和偶然性特

究较少，且主要为血清学相关研究。犬和猫的血清

征 。云南省家鼠鼠疫疫源地较活跃。1956－1981

样本易获得，且经股动脉采血，无需处死动物，便于

年云南省鼠疫处于相对静息阶段，后滇西地区多地

动态观察。鼠疫指示动物较主要宿主动物的危害性

［1］

鼠疫再次“复燃”，2008 年再次进入静息期。鼠疫指

小，但其对鼠疫耶尔森菌（鼠疫菌）具有低敏感性和

示动物与人类生活生产密切相关。随着鼠疫防治研

高抗性，一旦染疫，若不发病或病情轻，则不易引起

究的不断深入，多名学者意识到对非主要宿主动物

注意，可对人类健康构成严重威胁。为了解云南省

进行监测的重要意义。国内外对鼠疫指示动物的研

家鼠鼠疫疫源地鼠疫在静息期内的隐性流行情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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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动态，对鼠疫指示动物血清进行了流行病学调

沧县血清样本的检测试剂盒由吉林博德医学免疫制
品有限公司生产（批号：20140101）；弥渡、宜良和梁

查及相关实验室检测，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河县血清样本的检测试剂盒由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
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批号：
20160301）。

材料与方法

1.1

采样点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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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根据鼠疫历史疫情资料，选择

检测方法

具体操作方法及判定标准按《鼠疫

诊断标准》WS 279－2008 执行。

云南省澜沧、
弥渡、
宜良和梁河县鼠疫历史流行的首
发疫点和多发疫点作为采样点。

2

1.2 样本采集 于 2015 年 11 月 11 日至 2016 年 7 月

结

果

22 日对采样点所有村庄的鼠疫指示动物犬和猫进

2.1

的村庄，随机抽取≥15 只；指示动物数量＜20 只的

CDC、弥渡县 CDC、昆明市 CDC、宜良县 CDC、德宏傣

族景颇族自治州 CDC 和梁河县 CDC 分期组成调查

村庄，调查数量≥80%；指示动物数量＜10 只的村

工作队，先后在澜沧、弥渡、宜良和梁河县的 19 个鼠

庄，
尽可能全部调查。
仪器和试剂

2015 年 11 月 11 日至 2016 年 7

月 22 日，云南省地方病防治所与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行采血。样本含量采集原则：指示动物数量＞20 只

1.3

血清样本来源

56 ℃恒温水浴箱、离心机、微量

疫首发疫点和多发疫点，开展鼠疫指示动物的样本

板、移液器（单孔道、多孔道）、滴头盒、滴头、1.5 ml

采集工作，共采集血清样本 393 份，其中犬血清 387
份，包括中华田园犬 294 份、哈巴狗 64 份、狼犬 19

离心管、灯箱（带环形日光灯）、2%稀盐酸（用于微量

份、萨摩耶犬 3 份、金毛犬 2 份、泰迪犬 2 份、阿拉斯

板的浸泡）及记号笔等。IHA 测定鼠疫 F1 抗体试剂

盒由中国 CDC 鼠疫布氏菌病预防控制基地提供；澜

加犬 2 份和藏獒 1 份，
另采集猫血清 6 份，见表 1。

表 1 鼠疫指示动物血清样本信息
采集
地点

指示动物

澜沧县

犬

犬、猫生命阶段分期
幼年

猫
弥渡县

犬
猫

宜良县

犬
猫

梁河县

犬
猫

43
0

成年
26
0

饲养方式
老年

拴养

6

24

0

51

0

0

鼠疫 F1 抗体检测

雄
51
0

雌

样本数量 采样点数量
（份）
（个）

24

75

2
6

0

0

21

73

14

90

18

65

43

108

42

46

11

76

23

59

40

99

35

60

10

69

36

70

35

105

1
1
0

4

0

0

1

0

0

4

0

0

1

0

注：幼年≤1 年，
1 年＜成年≤7 年，
老年＞7 年；犬的采样点包含猫的采样点

2.2

性别

放养

0

1
0
0

4
1
0

5
1
0

0
4
4
1
7
0

应用 IHA（微量法）共检测

抗体滴度水平推断河北省鼠疫自然疫源地内犬的宿

清 6 份，犬血清 IHA 初筛阳性 51 份，阴性 336 份，猫

174 份犬血清样本及张玉芬等［5］对采自贡山县的 293

鼠疫指示动物血清 393 份，其中犬血清 387 份、猫血
血清样本全部为阴性；IHA 复测初筛阳性的 51 份犬
血清样本，
均为阴性。
3
3.1

讨

主地位及疫情的强弱。杜春红等［4］对采自德钦县的
份犬、猫血清样本进行鼠疫 F1 抗体实验室检测，均

检出阳性结果，为德钦和贡山县是否存在鼠疫自然
疫源地提供了依据。李帆等［6］根据攀枝花市 2007－

论

检测鼠疫指示动物鼠疫 F1 抗体的意义

鼠疫

2014 年 34 份指示动物鼠疫 F1 抗体阳性血清，分析

动物血清阳性分布范围和数量增加情况，认为该地

指示动物（犬和猫）的寿命较鼠疫主要宿主动物长，

区存在鼠疫自然疫源地及发生动物鼠疫流行的可能

活动范围更大，接触鼠疫宿主动物的概率大。其感

性较大。

染鼠疫后，体内可产生 F1 抗体，滴度比较高，且维持
时间较长。对鼠疫指示动物鼠疫 F1 抗体进行检测

可预测或追溯动物鼠疫的发生、发展及流行强度和
范围，在鼠疫监测中有重要作用 。通过对鼠疫指
［2］

示动物鼠疫 F1 抗体的检测，可为该地域是否存在鼠
疫自然疫源地提供依据。杜国义等 对采自康保县
［3］

的 104 份犬血清进行鼠疫 F1 抗体检测，根据血清 F1

3.2

鼠疫指示动物鼠疫 F1 抗体的研究现状

自

1963 年 在 青 藏 高 原 喜 马 拉 雅 旱 獭（Marmota
himalayana）鼠疫自然疫源地犬体内检出第 1 株鼠疫

菌以来［7］，鼠疫指示动物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工作
逐步得到重视。目前，国内外对鼠疫指示动物鼠疫
F1 抗体的研究较少，且主要为血清学相关研究。实
验室检测鼠疫 F1 抗体主要采用 IHA、ELISA 和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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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因时间较长血清中 F1 抗体已降低，使实验室检

金免疫层析法。黄德蕙等［2］对广西壮族自治区鼠疫
监测点隆林和西林县的犬血清采用 IHA 及 ELISA 法

测结果为阴性；目前鼠疫疫源地的调查工作还未完

进行检测，并利用 Kappa 值分析鼠疫 Fl 抗体阳性率，
认为两种检测方法呈轻度一致性。张正飞等［8］于

全覆盖，无法将所有宿主动物及其指示动物进行全
部检测［10］，可能调查多年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说明在

2006、2013 年 2 次检测丽江市鼠疫指示动物鼠疫 F1

鼠疫疫源地静息期未发生动物鼠疫流行。

抗体，发现猫血清阳性率较犬血清高 1 倍多，3 种指

综上所述，对鼠疫指示动物进行血清流行病学

示动物 F1 抗体检测方法阳性率也有差别。
3.3

调查，可以在有限的条件下做到有的放矢，
既节省开

采样点鼠疫疫源地类型、流行特点及近年疫情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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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又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较之对鼠疫主要宿主

此次选择的 4 个县具有代表性。根据云南省

动物进行监测更方便、监测范围更广，
可及时发现动

动物地理小区的划分，澜沧县属于滇南山地小区，弥

物鼠疫。鼠疫指示动物的血清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应

渡县属于横断山南部小区，宜良县属于滇东高原小

具有连续性和长期性，并综合生态环境进行调查和

区，梁河县属于滇西高原小区 ，均处于鼠疫流行的

探讨静息期鼠疫变化的隐性流行规律，进而更好地

静息期，在常规的鼠疫监测工作中均未发现有关鼠

为鼠疫防治工作提供参考和指导。

［9］

疫疫情特征，其历史疫情也各具流行特点。澜沧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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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作者疏忽，本刊 2017 年第 28 卷第 5 期第 409-415 页刊登的《2006－2015 年我国蚊虫监测报告》一文，第 411 页表 1 中

2006－2015 年合计蚊虫总密度 2.32 更正为 1.16，
并在 410 页 1.3 监测方法中做出相应修改：
“连续诱集 6 h”
修改为“连续诱集 6 h 或
一夜（考虑到实际工作开展情况，
本研究捕蚊时间统一为 12 h）”。
特此更正，
并向读者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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