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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寄生虫性人畜共患传染病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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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安徽省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袁安徽合肥 230091冤

摘要 本文从基本属性尧疫情形势尧疫病诊断和疫情防控等 4 个方面对安徽省血吸虫病尧猪弓形虫病尧棘球蚴病尧猪囊尾蚴病尧猪旋毛
虫病尧肝片吸虫病等 6 种寄生虫性人畜共患传染病分别进行综述袁以期为我省寄生虫性人畜共患传染病的防治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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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虫性人畜共传染患病主要有血吸虫病尧猪弓形虫

病尧棘球蚴病尧猪囊尾蚴病尧猪旋毛虫病尧肝片吸虫等 6 种遥

本文主要对这 6 种寄生虫性人畜共患病分别进行综述袁以
期为安徽省人畜共患病防治提供参考袁从而更好地推动我省
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遥
1 血吸虫病

区阳性率居高不下袁个别疫点人粪检阳性率为11.6%袁耕牛
阳性率高达 81.8%袁钉螺阳性率达 6.7%遥

由于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袁各级农业和卫生血防

人员辛勤工作遥近 20 多年来袁尤其是 2000 年以后袁随着经

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袁机耕普遍取代畜耕袁农村自来水普及袁城

1.1 基本属性

乡居民血防意识的不断提高袁疫区人畜通过生产生活接触疫

血吸虫病是由日本血吸虫寄生在人或哺乳动物门静脉
和肠系膜静脉引起的寄生虫病袁俗称野大肚子病冶遥我国农业
部将其列为二类动物疫病袁卫生部将其列为乙类人间传染病遥
1.1.1

以南 110 km 是我省主要疫区遥疫区钉螺面积 1 263 km2遥疫

水的机会急剧减少袁家畜血吸虫病粪检阳性率一直控制在
1%以下袁达到传播控制标准袁逐步向传播阻断标准迈进遥
1.3 疫病诊断

病原特性遥日本血吸虫成虫雌雄异体袁呈合抱状态袁

血吸虫病诊断方法主要有粪便毛蚴孵化检查尧粪便虫卵

雌虫细长袁黑褐色曰雄虫粗短袁乳白色遥虫卵呈短椭圆形袁淡

检查尧间接血凝试验等遥

黄色袁壳薄无盖袁卵内含毛蚴遥中间宿主是钉螺袁有水陆两栖

1.4 疫情防控

习性遥
1.1.2

病原生活史遥日本血吸虫生活史包括成虫尧虫卵尧毛

蚴尧胞蚴尧尾蚴和童虫等 6 个阶段遥虫卵从已感染的人或动

一是普查普治遥对阳性率超过 15%的疫区家畜用吡喹

酮进行普治袁对阳性率 15%以下的疫区阳性家畜袁再次用病
原学方法确诊后袁用吡喹酮进行治疗遥二是综合钉螺遥实施

物粪便中排出袁粪便污染水袁虫卵在水中孵出毛蚴曰毛蚴在

水改旱尧水旱轮作尧沟渠硬化尧养殖灭螺等农业血防重点项

水中自由游动袁遇到中间宿主钉螺后袁便寄生在钉螺体内袁

目消灭钉螺遥三是畜粪管理遥对疫区家畜进行圈养袁对疫区

发育成母胞蚴袁母胞蚴分裂繁殖成子胞蚴袁子胞蚴进一步繁

家畜粪便渊包括野粪冤进行无害化处理袁减少家畜粪便污染

殖袁产生大量尾蚴遥尾蚴离开钉螺后在水中自由游动遥这种

水源遥四是改变生产生活方式[2]遥实施农村沼气工程与改厨尧

含有尾蚴的水称为疫水遥当人或动物接触疫水时袁尾蚴很快

改水尧改厕相结合以及以机代牛工程袁减少疫区居民因生产

钻进皮肤袁进而变为童虫袁经约 28 d 生长发育袁在肝尧肠系膜
静脉血管内定居寄生袁发育成熟成为成虫遥血吸虫成虫在体

内结伴合抱袁交配产卵袁每条雌虫每天可产 2耀3 个卵遥成虫
在人和动物体内可生存 5耀10 年袁有的甚至更长遥

感染对象遥我国已查明袁除人和牛尧羊外袁还有 42 种

1.1.3

生活接触疫水袁防止感染血吸虫病遥五是安全放牧遥放牧前
对草场进行灭螺袁建立安全牧区袁切断传播途径遥六是标识
疫水遥在疑似疫水源处设立警示标志袁避免人畜接触疫水遥
2 猪弓形虫病
猪弓形虫病是由龚地弓形虫寄生于多种动物和人引起

哺乳动物对本病易感 遥

的寄生原虫病遥我国农业部将其列为二类动物疫病遥

粪便中含有活虫卵袁是本病的主要传染源遥人和动物经皮肤

2.1.1 病原生活史遥弓形虫发育必须以猫或猫科动物为终末

或黏膜接触疫水感染血吸虫病遥

宿主袁人尧畜尧禽以及许多野生动物为中间宿主袁猫也可作中

1.1.5

[1]

1.1.4 传染源及感染途径遥患血吸虫病或带虫的人和动物的

2.1 基本属性

临床症状遥主要有消瘦袁毛发粗乱袁拉稀袁便血袁生长

间宿主遥弓形虫的包囊渊组织囊冤尧滋养体渊速殖子冤经口进入

停滞袁耕牛役力下降袁奶牛产量下降袁母畜不孕或流产袁食欲

中间宿主袁在其细胞内进行无性繁殖袁发育成裂殖子尧配子

下降或停止袁呼吸缓慢袁最后衰竭死亡等症状遥

体和卵囊袁最终寄生于猫体内遥

1.1.6 发病季节遥夏季为本病高发期袁春尧秋季少发遥

2.1.2

1.2 疫情形势

1994 年袁安徽省家畜血吸虫病疫区分布在 9 个市袁涉及

43 个县渊市尧区冤的 627 个乡渊镇冤遥疫区类型有玉类尧域类尧芋

类尧郁类尧吁类袁分别有行政村 418尧603尧679尧107尧955 个遥疫
区地貌大致分为湖沼尧山丘和水网 3 个类型遥长江以北 70 km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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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对象遥人尧畜尧禽和多种野生动物对弓形虫具有

易感性遥弓形虫几乎在动物各种有核细胞内寄生和繁殖袁多
呈隐性感染遥对猪尧羊等危害较大袁可引起暴发流行病和大
批死亡遥
2.1.3 传染源遥猫及带有包囊和滋养体的动物肉尸尧内脏和
血液是重要传染源遥自然界中袁猫科动物和鼠之间的传播循
环是重要的天然疫源遥

方保根院安徽省寄生虫性人畜共患传染病综述
2.1.4 感染途径遥弓形虫主要经口和胎盘感染易感动物袁也
可经损伤皮肤尧黏膜尧唾液感染袁食粪及吸血昆虫也可传播
本病遥
2.1.5

临床症状遥主要有发热尧腹泻尧呼吸困难和中枢神经

系统疾病袁怀孕母畜可能流产尧产弱胎或死胎遥动物急性发

3.2 疫情形势

1984 年袁安徽省在当涂肉厂发现猪染此病病例袁未发现

牛尧羊病例遥从 2009 年至今袁未接到地方关于家畜棘球蚴病
例报告遥

3.3 疫病诊断

病时袁以肺间质尧淋巴结水肿为特征遥
2.1.6

发病季节遥本病流行无明显季节性袁但一般以夏尧秋

依据临床症状和流行病学调查可初步诊断袁确诊需进行
病原鉴定遥一是检查犬科动物小肠或排泄物中有无棘球蚴

季居多遥

绦虫虫体曰二是检查家畜肝尧肺和肾等实质器官是否有棘球

2.2 疫情形势

蚴包囊曰三是做家畜肝尧肺和肾等实质器官病理切片袁查看

1979 年 7 月 5 日袁安徽省发现了首头猪病例遥1987要

1990 年全省畜禽疫病普查时袁用间接血凝法调查 27 个县尧
场的 2 007 头猪袁检出阳性 598 头袁阳性率达 29.8%遥1994 年袁

是否有棘球蚴包囊遥
3.4 疫情防控
一是加强犬的饲养管理袁定期用吡喹酮给犬驱虫袁严禁

省农大在凤台县用此法查病程 2 周以内的猪袁阳性率为

犬进入宰场袁控制传染源遥犬是棘球蚴绦虫最重要的末端宿

地方本病病例报告遥

犬要及时隔离遥对无主犬或流浪犬袁要进行扑杀并无害化处

2.3 疫病诊断

理 [3]遥三是依法实行定点屠宰袁防止感染棘球蚴动物组织和

81.0%袁无明显症状猪阳性率为 15.1%遥近年来袁我省未接到

依据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袁可作出初步诊断袁确诊要做
实验室诊断遥实验室诊断主要包括病原分离鉴定尧核酸鉴定

主袁也是人畜棘球蚴病的传染源遥二是加强检疫袁发现感染

内脏流入市场袁对屠宰场的污水污物进行无害化处理遥
4 猪囊尾蚴病

试验和饮水中包囊检测等病原鉴定法袁染色试验尧直接血凝

猪囊尾蚴病是猪带绦虫的中绦期寄生于人尧猪尧犬尧猫

试验尧间接血凝试验尧乳胶凝集试验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的肌肉袁成虫寄生于人的小肠引起的人畜共患寄生虫病遥我

等血清学检查法遥

国农业部将其列为二类动物疫病袁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将其列

2.4 疫情防控

为法定报告动物疫病遥

一是严禁猫进入畜舍内曰二是捕杀畜舍内外老鼠曰三是

4.1 基本属性

病原特征及生活史遥成虫呈扁平带状袁约有 700 个节

发病初期袁用磺胺类药物与抗菌增效剂联合治疗曰四是对病

4.1.1

死畜尧病畜粪便及排泄物进行无害化处理遥

片构成袁分为头节尧颈节和体节遥体节分为幼节尧成节和孕

3 棘球蚴病
棘球蚴病是由带科棘球属棘球绦虫的幼虫寄生于牛尧
羊尧猪以及人等多种哺乳动物肝尧肺及其他内脏器官内引起
的人畜共患传染疾病袁俗称包虫病遥我国农业部将其列为三

节遥头节上有 4 个吸盘和 1 个顶突袁顶突上有 2 排角质小钩遥

猪囊尾蚴的幼虫六钩蚴从虫卵内逸出袁钻入肠壁血管袁随血
液带到机体各部袁经约 60 d 发育成感染性囊尾蚴遥
4.1.2

易感对象遥人尧猪尧野猪对囊尾蚴易感遥人是猪带绦虫

类动物疫病袁卫生部将其列为丙类人间传染病袁世界动物卫

的唯一终末宿主袁也是中间宿主遥

生组织将其列为法定报告动物疫病遥

4.1.3

传染源及感染途径遥猪囊尾蚴病人尧病猪是传染源遥

4.1.4

表现症状遥轻度感染时袁猪不表现症状遥重度感染时袁

3.1 基本属性

3.1.1 病原特征遥我国人畜棘球蚴病有囊型棘球蚴和泡型棘
球蚴病袁分别由细粒棘球绦虫的幼虫和多房棘球绦虫的幼虫

引起遥此 2 种棘球蚴的成虫寄生于犬尧狼尧狐狸等犬科动物

小肠内袁均为小型绦虫遥棘球蚴由囊壁和囊内含物组成遥囊
壁由角皮层和内胚层构成袁胚层向内长出原头蚴和生发囊袁

孕节和虫卵被人尧猪食进感染[4]遥
出现消瘦尧前肢僵硬尧呼吸困难等症状遥感染症状与感染部
位而异遥
4.2 疫情形势

1953 年袁安徽省发现首例病例遥此后袁在全省各肉厂零

生发囊有一层生发层袁生发层向内长出原头蚴袁或发育为子

星检出此病遥近年来袁随着猪饲养条件的改善袁此病病例逐

囊袁子囊内长出孙囊袁孙囊内充满棘球蚴液遥

渐减少遥

3.1.2

4.3 疫病诊断

易感对象遥易感对象为绵羊尧黄牛尧水牛尧猪和人袁绵

羊最易感遥
3.1.3

传染源遥犬为主要传染源袁人和羊尧猪尧牛等多种动

物为中间宿主遥犬排出阳性粪袁构成人畜间恶性循环遥多宿

本病初诊较难袁确诊需解剖进行病原检查或免疫学检

查遥镜检时袁可见囊虫头节上有 4 个吸盘尧2 排小沟遥钙化后
的囊虫包囊中呈现大小不同的黄白色颗粒遥免疫学检查方

主性尧家养动物循环和野生动物循环是该病流行的重要

法主要有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尧斑点免疫金银染色法遥

因素遥

4.4 疫情防控

3.1.4 传播途径遥棘球蚴的传播与养犬密切相关袁犬的活动
传播虫卵袁从而增加人和家畜感染的机会遥
3.1.5

临床症状遥本病是慢性寄生虫病袁一般表现为消瘦尧

呼吸困难尧咳嗽等遥犬科动物感染成虫一般不表现症状遥本
病潜伏期长袁人在儿时感染无任何症状袁至青壮年发病遥

一是依法集中定点屠宰生猪袁集中规范检疫遥我国规定袁

检验部位切面 40 cm2 内发现猪囊尾蚴或钙化虫体 1耀3 个袁

高温处理可食用曰4耀5 个虫体袁炼食用油曰6 个或 6 个以上虫

体袁作工业用或销毁遥二是不吃生或半生的猪肉遥三是定期
用丙硫咪唑或吡喹酮给猪驱虫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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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猪旋毛虫病

6.1.2 病原生活史遥肝片吸虫生活史包括卵尧毛蚴尧胞蚴尧母

猪旋毛虫病是由旋毛形线虫渊简称旋毛虫冤寄生于人和

雷蚴尧子雷蚴尧尾蚴尧囊蚴尧后尾蚴尧童虫和成虫等阶段遥成虫

多种动物体内引起的人畜共患病遥我国农业部将其列为二类

寄生在终末宿主的肝胆管内袁产出的虫卵随胆汁进入肠腔袁随

动物疫病袁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将其列为法定报告动物疫病袁
欧盟已将其列为重要的新发与再发人畜共患病遥

适宜时孵出毛蚴袁侵入椎实螺体内袁经胞蚴尧母雷蚴尧子雷

5.1 基本属性

5.1.1 病原特征及生活史遥旋毛虫成虫寄生于宿主小肠内袁

称肠旋毛虫遥雌虫在感染后 5耀10 d 开始产出幼虫袁幼虫钻入

粪便排出体外遥虫卵入水 9耀12 d 发育成含毛蚴的虫卵袁条件
蚴尧尾蚴 4 个阶段后袁发育为成熟的尾蚴逸出螺体袁在水生

植物或其他物体表面附着再发育成囊蚴遥囊蚴经口进入终末
宿主十二指肠袁发育成为尾蚴尧童虫袁童虫穿过肠壁进入腹

肠壁袁经血液和淋巴液进入机体横纹肌中生长袁逐渐蜷缩成

腔袁钻破肝膜进入肝实质袁数周后最终进入胆管寄生袁约 4 周

钙化袁幼虫在包囊内保持感染力数年甚至 25 年遥肌旋毛虫

6.1.3

螺旋状袁称肌旋毛虫遥约 1 个月后形成包囊袁6耀7 个月后包囊
从口进入另一宿主体内袁包囊被消化袁幼虫逸出袁在十二指
肠和空肠经 48 h 发育成性成熟肠旋毛虫遥

5.1.2 易感对象遥旋毛虫可感染包括人和猪在内的 150 多种
哺乳动物袁部分昆虫也可感染遥

5.1.3 传染源及感染途径遥带虫动物及其污染的食物可能成

后发育为成虫遥肝片吸虫完成 1 个生活周期约需要 11 周遥

易感对象遥肝片吸虫可寄生在人尧牛尧羊尧猪尧马尧犬尧

猫尧驴尧兔尧鹿等动物体内遥
6.1.4

传染源及传播途径遥病人和病畜是其传染源袁人尧畜

经食物感染遥
6.1.5

表现症状遥轻度或中度感染袁家畜一般不表现症状遥

重度感染袁表现食欲不振尧异嗜尧下痢尧消瘦等症状[5]遥

为其他动物的传染源遥人和易感动物食入含有活的旋毛虫

6.1.6 易感及发病季节遥牛尧羊多在夏秋雨季感染袁在冬尧春

包囊的动物肉尧内脏尧肉制品被感染遥

季发病遥温度和水直接影响虫卵的发育尧毛蚴和尾蚴的游动尧

5.1.4 表现症状遥猪对旋毛虫病耐受力强袁轻度感染症状不

淡水螺的存活与繁殖遥

明显袁重度感染有厌食尧逐渐消瘦尧吞咽困难尧肌肉僵硬等症
状袁很少死亡袁4耀6 周后症状消失遥旋毛虫主要为害人遥

6.2 疫情形势

5.2 疫情形势

被认为是耕畜冬季死亡的主要原因遥在 2000 年前袁我省仍

安徽省未发现此病病例袁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袁在各肉

安徽省肝片吸虫病分布较广袁在 20 世纪 50要70 年代袁

有零星病例报告遥近年来袁由于机耕广泛取代畜耕袁未接地

厂零星检出遥近年来袁由于家畜饲养条件的改善袁未见检出

方报告此病遥

报道遥

6.3 疫病诊断

5.3 疫病诊断
带虫动物生前一般无症状袁诊断常用酶联免疫吸附试
验遥动物肉品检验旋毛虫可采用目检法尧镜检法及消化法遥
5.4 疫情防控

一是依法实行生猪定点屠宰袁规范猪肉检疫遥取 24 个

本病必须依据临床症状尧流行病学尧粪便检查及死后剖
检进行综合判定遥取家畜粪便检查虫卵袁或在家畜肝胆管内
发现成虫即可确诊遥
6.4 疫情防控

一是在放牧前 1 周袁在放牧地水源周边和草场喷撒灭螺

肉样压片镜检袁有包囊或钙化的旋毛虫不超过 5 个袁高温处

药袁消灭肝片吸虫中间宿主椎实螺遥舍饲家畜夏秋雨季的牧

好养殖场尧屠宰场的灭鼠和消毒工作遥三是定期用丙硫咪唑

虫遥三是对家畜粪便进行无害化处理遥四是对发病家畜用硝

给猪及家养宠物驱虫遥

氯酚尧丙硫咪唑或三氯苯唑进行治疗[6]遥

理可食用曰超过 5 个袁肉及脏器等作工业用或销毁遥二是做
6 肝片吸虫病
肝片吸虫病是由肝片吸虫寄生于人和牛尧羊等反刍动物
肝脏胆管内引起的人畜共患寄生虫病袁又称肝蛭病遥我国农
业部将其列为三类动物疫病遥
6.1 基本属性

6.1.1 病原特征遥肝片吸虫成虫雌雄同体袁新鲜虫体呈棕红

色遥每条成虫日产卵约 2 万个袁在动物体内可存活 3耀5 年袁在
人体内存活 12 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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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较大难度袁直接影响养殖生物的生存遥盐碱水作为一种特
殊资源袁利用其进行水产养殖袁水质调控是要点也是难点[6-7]遥
如今袁盐碱地利用率低尧经济效益差袁而吉林省西部水
资源丰富袁加上政策扶持尧科研单位的技术帮助袁盐碱地养
殖雅罗鱼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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