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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不同媒介效能模型的簇鬃客蚤
鼠疫媒介效能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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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评价簇鬃客蚤在不同媒介效能评级模型中的鼠疫传播效能。方法

采用蚤类传播鼠疫的媒介效能实

验技术方法获取簇鬃客蚤媒介效能指标，以 Wheeler（1954）、Kartman（1956）和 Macdonald 修正的媒介效能模型计算
簇鬃客蚤媒介效能。结果

以 Wheeler（1954）和 Kartman（1956）的媒介效能模型评价，簇鬃客蚤的媒介效能为 0.02；

以 Macdonald 修正媒介传播流行病学模型评价的媒介效能为 3.2，高于该模型判定支持动物鼠疫流行 2.0 的指标。
结论

蚤类的鼠疫媒介效能实验应以实验的目标为导向，采取适合的媒介效能实验方法和评价模型。簇鬃客蚤媒

介效能指标显示，该蚤于自然生态条件下可在宿主动物间传播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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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plague transmission efficiency of Xenopsylla skrjabini in various vector efficiency

evaluation models. Methods

The vector efficiency index of X. skrjabini was acquired by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for

plague transmission efficiency of fleas. The vector efficiency of X. skrjabini was calculated using the Wheeler (1954),
Kartman (1956), and Macdonald-modified vector efficiency models. Results

The vector efficiency of X. skrjabini was

0.02 based on the Wheeler (1954) and Kartman (1956) vector efficiency model, and 3.2 based on the Macdonaldmodified vector efficiency model,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e reference value (2.0) for a plague epizootic based on the
this model. Conclusion

The experiment of plague transmission efficiency of fleas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goal of the

experiment, and adopt suitable vector efficiency experimental methods and vector efficiency evaluation models. The
vector efficiency result of X. skrjabini indicates that this flea species can transmit plague among host animals under the
natural zoological condition
Key words: Xenopsylla skrjabini; Vector efficiency; Wheeler and Kartman model; Macdonald model

鼠疫是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广泛存在于特定

够传播鼠疫菌的媒介昆虫（主要是寄生在啮齿动物

的自然环境中。鼠疫耶尔森菌（鼠疫菌）与能够携

体表的蚤类）和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构成鼠疫

带和传播鼠疫菌的宿主动物（主要是啮齿动物）、能

自然疫源地。世界各地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因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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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更换小鼠 1 只，直至蚤死亡终止实验；集传实验使

理环境的差异，及其宿主动物、媒介昆虫和鼠疫菌的

不同而呈现丰富的多样性 ，中国目前发现存在 12

用蚤数量以准噶尔鼠疫现场调查获取的大沙鼠簇鬃

［1］

客蚤体蚤指数为参考［3］，确定为每组 5 只感染蚤。具

［2］

类不同类型的鼠疫自然疫源地 。其中，准噶尔盆

地 大 沙 鼠（Rhombomys opimus）鼠 疫 自 然 疫 源 地 是

体实验方法参照文献［6］。
1.2

2005 年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准噶尔盆

媒 介 效 能 计 算 （1）根 据 Wheeler（1954）和

Kartman（1956）模型［8］计算簇鬃客蚤的媒介效能。

地发现的新型鼠疫自然疫源地，并已确定大沙鼠是
主要宿主动物［3-4］，簇鬃客蚤（Xenopsylla skrjabini）是

感染潜能=感染蚤数/实验蚤数

［5-6］

主要鼠疫媒介蚤类，并可高效传播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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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鼠

栓塞潜能=栓塞蚤数/感染蚤数

疫流行病学角度来看，簇鬃客蚤的鼠疫媒介效能相

传播潜能=传疫次数/传疫蚤数

对于其他类型鼠疫疫源地主要媒介蚤的表现尚缺乏

媒介效能=感染潜能×栓塞潜能×传播潜能
栓塞存活能力=栓塞蚤平均存活天数/感染后形成栓塞

相应的实验研究数据，无从比较。为此，作者通过开

平均天数

展生物学实验研究揭示簇鬃客蚤传播鼠疫的动态过

媒介指数=媒介效能×栓塞存活能力

程，尤其是在自然生态模式［7］下表现出更高效传播

（2）根据 Macdonald 修正的媒介传播疾病动力

鼠 疫 的 能 力［6］。 本 文 以 国 内 和 国 际 较 为 流 行 的

Wheeler（1954）和 Kartman（1956）模型［8］及 Macdonald

学标准流行病学模型［10］计算簇鬃客蚤的媒介效能。

入点［9-10］，研究簇鬃客蚤的鼠疫媒介效能，并深入探

式中，m 为宿主体外寄生蚤指数，a 为未感染蚤日叮

R0 =

修正的媒介传播疾病动力学标准流行病学模型为切

咬频率，b 为蚤栓塞概率，pn 为栓塞蚤存活概率；1/r

讨媒介效能实验方法与动物实验模型的适用性，为
完善和建立相对合理的媒介效能实验技术体

为宿主达到菌血症浓度的存活天数。
1.3

［11-12］

系

、为制定适宜的鼠疫防控措施提供基础理论

2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方法

2.1

簇鬃客蚤为本实验室捕获于准噶

尔盆地大沙鼠鼠疫自然疫源地，并在实验室繁殖饲

簇鬃客蚤感染血源为无菌脱纤维大沙鼠血液，
人工饲血装置为作者等发明的人工饲血装置（专利
号：ZL201210207401.5）。

单传实验采用蚤饱血后，每 24 h 单只用套筒固

1.0×1010

1

1.0×109

3

1.0×1010 b

2

果

不同感染浓度和频次下簇鬃客蚤对鼠疫菌的

1.0×108、1.0×109、2.0×109、

簇鬃客蚤 2 h 后的饱血蚤鼠疫菌培养阳性率分别为
16.7%、40.6%、43.3%、51.0%、64.3% 和 75.0%，结 果
呈线性正相关（R2=0.89，P<0.01）。

分别以菌血浓度 1.0×109 cfu/ml 饲血 3 次、
1.0×1010

cfu/ml 饲血 1 和 2 次的方式饲喂簇鬃客蚤，不同时间

定于 1 只 BLAC 小鼠（体质量 20 g）腹部吸血 4 h，每

吸血
次数

结

5.0×109、8.0×109 和 1.0×1010 cfu/ml 6 个菌血浓度饲喂

和豚鼠购自新疆实验动物研究中心。

感染菌浓度
（cfu/ml）

数据处理和统计采用 SPSS 13.0 软

感染力和感染蚤存活力

养 10 代以上新羽化 48 h 的蚤。实验动物 BALC 小鼠

Table 1

数据分析

件，线性回归分析用 SAS 9.3 软件。

和技术支撑。
1

mabp n
r

段的蚤感染率和蚤体内鼠疫菌载量见表 1。

表 1 不同感染浓度和频次下簇鬃客蚤对鼠疫菌的感染力
Infectivity of Yersinia pestis in Xenopsylla skrjabini at different infection concentrations and frequencies
1d

2d

78.6

不同时间的蚤感染率（%）及蚤体内细菌载量（×104 cfu/只）a
3d

4d

5d

6d

7d

8d

9d

46.7

73.3

72.7

69.2

42.9

46.2

40.0

20.0

87.0

81.0

72.2

76.5

68.4

72.2

70.6

66.7

10 d
20.0

86.7
93.3
100.0
93.3
86.7
93.3
86.7
93.3
86.7
72.7
（31.6±5.1） （4.9±0.7） （13.2±0.9）（10.4±1.1）（6.4±0.7）（7.3±1.0）（7.1±0.7）（8.1±1.1）（3.2±0.6）（1.0±0.2）
79.2

注：
a 表示簇鬃客蚤吸血量为 0.05 μl

［13］

5

10

64.3

，
按供血血源的菌浓度计算即为 5.0×10 cfu/ml；
b 细菌载量只做了 1.0×10 浓度 2 次吸血的测定。

由表 1 可见，簇鬃客蚤感染率在较高菌血浓度

（1.0×1010 cfu/ml）下，初始感染率 2 次吸血与 1 次吸血

分别为 86.7% 和 78.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isher

检验，P=0.465），但感染率衰减前者显著慢于后者，
感染后 24 h 未出现如 1 次吸血的显著下降，
二者分别

为 93.3% 和 46.7%；在较低菌血浓度（1.0×109 cfu/ml）
条件下，3 次吸血增加可显著升高初始感染率，由

40.6% 升高至 79.2%，且其后的感染率衰减趋势基本
与 高 菌 血 浓 度（1.0×1010 cfu/ml）2 次 吸 血 一 致 ；在

1.0×1010 cfu/ml 浓度下，簇鬃客蚤感染后的细菌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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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天为 3.16×105 cfu/只，该菌量与簇鬃客蚤吸入菌

存 活 时 间 仅 为 大 沙 鼠 血 源 的 53.5%，为 2.3 d。
见表 2。

量相当，其后呈下降-上升-再缓慢下降趋势。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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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血源簇鬃客蚤菌栓形成力与菌栓蚤存活力

以大沙鼠血液为供血血源，用 1.0×1010 cfu/ml 菌血浓

度感染簇鬃客蚤后，簇鬃客蚤菌栓形成经历无菌栓-

部分菌栓-完全菌栓 3 个阶段，最长存活天数为 14 d；

表 2 不同血源簇鬃客蚤菌栓形成力与菌栓蚤存活力
Table 2 The blockage of Xenopsylla skrjabini feeding different
bloodmeals and the viability of blocked fleas
感染血源

部分菌栓形成于感染后的第 2 天，高峰期为第 4 天，

大沙鼠

最大部分栓塞率为 81.6%。完全栓塞发生滞后于部

豚鼠

分栓塞，最早在感染后的第 3 天形成，高峰期为第 5

感染总蚤
数（匹）

平均部分栓 平均完全栓 栓塞蚤平均存
塞率（%）
塞率（%）
活天数（d）

550

39.3

75

14.9

2.7

4.3

64.0

2.3

天，最大完全栓塞率为 38.0%。栓塞形成平均天数

2.3

鬃客蚤菌栓形成和存活力不同于大沙鼠血源。簇鬃

源，菌血浓度为 1.0×10 cfu/ml，采用人工饲血装置 2

在感染后的第 7.4 天。以豚鼠血液为血源的感染簇

2.3.1

客蚤吸食豚鼠菌血后，在第 1 天即可形成完全菌栓，
第 2 天则可全部形成完全栓塞，形成率达 100%。部

分栓塞情况则在感染后的第 3 天由部分完全栓塞蚤

18 d，其中 7～13 d 传染阳性小鼠 6 只。见表 3。

表 3 簇鬃客蚤单匹传染 BLAC 小鼠的传播效能
Per flea transmission efficiency of Xenopsylla skrjabini infecting BLAC mice
每组蚤平均传鼠数（只）

阳性率（%）

82

14.7±3.9

13.7±3.9

8.5（7/82）

180

21

合计

鼠单传和集传鼠疫菌传播能力。

蚤平均寿命（d）

15

阴性

次饲血方式感染簇鬃客蚤，测试感染蚤对 BLAC 小

有效传鼠数（只）

6

阳性

13.0±4.2

262

12.0±4.2

集传实验以准噶尔鼠疫调查获得的大沙鼠体蚤

指数为参考 ，按 5 匹感染蚤为一组测定传播效能，
［3］

共计 60 匹感染蚤分 12 个实验组，每组 5 匹，共计传

染小鼠 73 只，传染阳性小鼠 4 只，总阳性率为 5.5%。
12 个实验组中 3 组传染阳性，共计传染小鼠 19 只，
传鼠阳性率为 21.1%。蚤传染阳性小鼠时间分布为
2.3.2

自然宿主感染模式

Table 4

用 2.0×10 cfu/ml 菌液
10

实验
组数

传鼠数
（只）

蚤平均
寿命（d）

每组蚤平均传
鼠数（只）

阳性率
（%）

阳性

4

50

15.5±1.8

12.5±2.2

44.0（22/50）

合计

8

12

106
156

16.0±2.7

13.3±2.3

注：括号内为阳性鼠数/蚤传鼠数。

2.4

9d

11 d

13 d

18 d

0

0

0

0

0

1

2.7（7/262）

1

1

1

1

1

3
3

1
1

感染大沙鼠，获 17 只感染阳性鼠。17 只感染鼠共感

染簇鬃客蚤 17 组，其中 15 组感染蚤培养阳性。15
组阳性组共计检验蚤 390 匹，其中检验阳性蚤 325
匹，阳性组平均阳性率为（83.3±11.3）%。感染蚤单

匹叮咬 BLAC 小鼠，共计 12 组（蚤）传染小鼠 156 只，
阳性 22 只，总阳性率为 14.1%。其中 4 组传染小鼠

阳性，组阳性率为 33.3%。感染阳性小鼠的时间分
布为感染蚤吸血后的第 7～16 天。见表 4。

表 4 经大沙鼠感染的簇鬃客蚤对 BLAC 小鼠的鼠疫菌传播效能
Transmission efficiency of Yersinia pestis from Xenopsylla skrjabini-infected Rhombomys opimus to BLAC mice

组别

阴性

阳性小鼠（只）感染时间分布

7d

0.0（0/180）

注：括号内数据为阳性鼠数/蚤传鼠数。

2～6 d。

以大沙鼠血液为供血血

9

染 阳 性 小 鼠 7 只 ，传 染 阳 性 小 鼠 时 间 分 布 为 7～

液为供血血源，且以豚鼠血液为供血血源的栓塞蚤

组别 实验组数

人工装置感染模式

单传感染蚤 21 匹（组）共计传染小鼠 262 只，传

消化血液后形成，仅为 7.7%，显著低于以大沙鼠血

Table 3

簇鬃客蚤鼠疫菌传染力

不同媒介效能评价模型的比较

0.0（0/106）

14.1（22/156）

根据 Wheeler

（1954）和 Kartman（1956）的媒介效能计算公式，簇

鬃客蚤的感染潜能、栓塞潜能和传播潜能分别为
0.8、0.5 和 0.1，媒介效能为 0.02（其中，感染潜能按照
本文媒介感染实验菌浓度 1.0×10

10

cfu/ml 蚤感染阳

7d

8d

9d

0

0

0

3
3

4
4

2
2

阳性小鼠（只）感染时间分布
10 d

11 d

12 d

13 d

15 d

16 d

0

0

0

0

0

0

3
3

2
2

3
3

2
2

2
2

1
1

性率计算；栓塞潜能为部分栓塞率与完全栓塞率之
和 ；传 播 潜 能 按 照 本 文 5 匹 集 传 实 验 传 染 阳 性 率
5.5% 计算）。

以 Macdonald 修正的媒介传播流行病学模型公

式计算，该蚤的媒介效能为 3.2（其中，宿主体外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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蚤密度按照参考文献［3］中大沙鼠簇鬃客蚤指数 4.3

染窗口期［4］。这些都说明簇鬃客蚤完全可从携带有

鬃客蚤血液消化周期计算，为 1.9；菌血症宿主存活

染。本实验中，
感染鼠疫菌的大沙鼠对蚤的感染率为

计算；未感染蚤日叮咬频率根据参考文献［13］中簇

天数依据参考文献［14］中鼠疫菌对小鼠毒力测定数
据，为 1.0）。
3

讨

3.1

鼠疫菌的大沙鼠经低菌量长期重复吸血而获得感
88.2％，高于采用人工饲血装置高剂量浓度（1.0×1010
cfu/ml）的感染效率（78.6%），且感染蚤的寿命较人
工饲血装置感染蚤长。说明自然感染鼠疫的宿主动

论
1894 年

关于鼠疫媒介效能实验方法的问题

物－大沙鼠对簇鬃客蚤有高效感染性。
同样，在人工饲血感染装置和自然宿主吸血感

人类首次发现鼠疫病原体不久，蚤在传播鼠疫中的

染模式下，簇鬃客蚤的媒介传播效能是有所不同

作用就得到充分的肯定，提出菌栓蚤传播鼠疫菌的

的。Zhang 等［4］报道了大沙鼠经皮下与经簇鬃客蚤

机制模型［15］。然而，许多学者在大量实验研究过程
中发现这一学说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1）有些菌
栓形成能力非常弱的蚤能够传播鼠疫并引起动物间
［16-19］

的鼠疫流行

，如北美鼠疫疫源地的主要媒介蒙

大拿山蚤（Oropsylla montana）。
（2）菌栓蚤的寿命非
［6,15］

常有限，有些往往仅能存活数天

，同时菌栓蚤在

吸食宿主血液过程中返吐至宿主的鼠疫菌也非常
少，二者极大削弱了蚤在动物鼠疫流行中的传播效
［19-21］

能

。
（3）某些蚤具备在菌栓形成之前的早期鼠疫
［16-19］

菌传播能力，并可引发动物间鼠疫流行

叮咬获得感染的表现存在极大差异，前者用 7.4×105
cfu/ml 浓度仅能造成 20.0% 的大沙鼠被感染，而后者

10 匹感染的簇鬃客蚤可使 44.4% 的实验大沙鼠被感

染［6］。本研究中亦发现感染大沙鼠对簇鬃客蚤具有
高效感染效能，而用此方式获得的感染蚤亦对小鼠
具有高效传播效能，传染率为 14.1%，高于以人工饲
血 装 置 的 传 播 效 能（单 只 蚤 为 2.7%，5 只 蚤 为
5.6%），其原因尚不清楚。

在既往的媒介效能实验中，感染血源多种多样，

。
（4）蚤

包括豚鼠、鸡、兔、羊等多种蚤感染血源，由此得到的

菌栓的形成机制非常复杂，诸如感染方式、供血血

媒介蚤媒介效能结果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重复性、可

［6，22-23］

源、实验温度等都对菌栓形成有影响

。这些因

比性差的问题［22,26］。本文实验结果显示，用簇鬃客

素促使我们在簇鬃客蚤的研究过程中，更多地专注

蚤自然宿主大沙鼠血液与以豚鼠血液为感染血源，

于不同实验方法，尤其是簇鬃客蚤在自然宿主条件

簇鬃客蚤在感染率、存活率、寿命以及菌栓形成过程

下的媒介效能问题。第一，蚤感染方式的问题。在

等方面都有极大的不同。

人工感染装置模式下，簇鬃客蚤半数感染率（ID50）所

需菌血浓度为 4.1×10 cfu/ml ；但大沙鼠的感染实
9

［6］

3.2

簇鬃客蚤的媒介效能

蚤类传播鼠疫的媒介

效 能 评 价 ，国 内 多 采 用 Wheeler（1954）和 Kartman

验表明，感染大沙鼠的菌血浓度为 1.0×10 cfu/g 。

（1956）的媒介效能评价体系［8］，而国际上目前多采

的感染菌量要低于人工装置。第二，感染浓度对簇

病学模型［21,26-27］。前者注重的是媒介蚤在传播鼠疫

7

［4］

可以推测在自然感染中，簇鬃客蚤从自然宿主获得
鬃客蚤寿命有显著影响。1.0×109 cfu/ml 浓度感染蚤

的寿命是对照组的 49.9%〔对照组为（20.5±8.3）d〕，
为（10.2±3.3）d，而 1.0×10 cfu/ml 感染蚤的寿命仅
10

为（7.1±2.5）d。第三，低浓度重复吸血感染可显著
提高感染率。用 1.0×10 cfu/ml 菌血浓度感染簇鬃
9

用 Macdonald 修正的媒介传播疾病动力学标准流行
菌过程中的几个重要环节，进行实验室体系下指标
评价，后者考虑到了鼠疫生态系统中宿主和媒介在
鼠疫循环过程中相互影响的重要生态因素，如媒介
在宿主体寄生密度水平以及宿主传染窗口期。

依据上述2个评价体系，
Wheeler（1954）和Kartman

客蚤，初感染率可由 1 次吸血的 40.6% 提高至二次

（1956）模型得到的簇鬃客蚤媒介效能为 0.02，低于

1 次供血水平（78.6%），且感染率衰减趋势显著慢于

（Pulex irritans）以 及 黄 鼠 疫 源 地 方 形 黄 鼠 蚤

持较长时间的高感染效率。Zhang 等［6］、Eisen 等［23］

染方式多种多样，感染方式有人工感染装置感染、自

重复吸血的 79.2%，超过用 1.0×10 cfu/ml 菌血浓度
10

后者，说明低浓度重复吸血感染有利于簇鬃客蚤保

分别对簇鬃客蚤和 Oropsylla montana 的研究表明，
2 次吸血感染可有效延长蚤的传染效率

家 鼠 疫 源 地 印 鼠 客 蚤（Xenopsylla cheopis）、人 蚤

［28］
（Citellophilus tesquorum）
，但这些文献报道的蚤感

然宿主或实验小鼠人工感染发病后感染，感染血源

。同

有人、自然宿主〔黄胸鼠（Rattus tanezumi）〕、实验动

时，簇鬃客蚤生活史和吸血习性实验研究也表明该

物如小鼠等，使用的感染蚤有单只的，也有多只集传

蚤 是 一 种 高 吸 血 频 次 、短 生 活 周 期 、高 繁 殖 力 蚤

的。目前集传实验也没有统一的蚤数量使用标准和

［6,23-24］

［25］

。第四，簇鬃客蚤的自然宿主大沙鼠对鼠疫菌

依据［29-30］。因此，此类媒介效能实验得到结果参考

具有较高的抗性，可为簇鬃客蚤提供较长时间的感

意义需要商榷。对此，国际上对使用较为统一的媒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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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传播疾病效能研究方法给予了高度关注，强调在
实验蚤种的目的性选择、温度控制、作用机制、血源
选择、感染方式，以及最低传染实验蚤数量等几个方
面 ，建 立 标 准 媒 介 效 能 研 究 体 系［11］。 本 文 采 用

Macdonald 修正的媒介效能模型测定的簇鬃客蚤媒

介传播效能为 3.2，与新疆准噶尔区域鼠疫自然疫源
［3］

地调查期间该区域动物鼠疫流行形势相符 ，与准

噶尔盆地大沙鼠体蚤群落结构与流行病学关系的分

析结果相一致 。较 Wheeler（1954）和 Kartman（1956）
［5］

模型更有说服力。
3.3

簇鬃客蚤鼠疫媒介效能实验模型参考指标

依据本文簇鬃客蚤媒介效能实验中各个环节不同方
法取得的实验结果，以及由此计算出的簇鬃客蚤媒
介效能，并结合前期作者等对准噶尔鼠疫现场调查、
大沙鼠宿主作用，以及簇鬃客蚤生活史、侵袭力和媒
介传播效能等研究结果［3-5，13-14，25］，总结提出如下簇鬃
客蚤媒介效能实验模型参考指标：
（1）实验中选用的
实验蚤均应为同批次新羽化未吸血蚤。
（2）实验温度
和湿度环境条件应与蚤的自然生存条件一致，簇鬃
客蚤实验环境条件：温度（26.0±0.5）℃、湿度（70.0±
5.0）％。
（3）血源应根据实验目的选择相应的动物或
人血血源，饲喂方式选择人工装置或宿主感染发病
窗口期饲血方式。
（4）菌血浓度不低于致目标蚤感染

的半数感染率，在此浓度之上宜采用较低浓度 2～3

次饲血方式感染。
（5）菌血浓度及蚤细菌载量计算，
均应以活菌培养计数法获得数据为最终标准。
（6）媒
介效能集传实验使用媒介蚤数量应以自然条件下宿
主的媒介蚤指数为基准根据实验目的进行调整。
（7）在鼠疫疫源地自然条件下的媒介效能评价，供血
血 源 宜 选 用 自 然 宿 主 血 源〔大 沙 鼠 或 子 午 沙 鼠

（Meriones meridianus）〕，评价模型选用 Macdonald 修
正的媒介效能模型更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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