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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准噶尔盆地鼠疫疫源地的分布、动物区系组成、宿主动物及其体外寄生蚤类

的种群结构以及动物鼠疫的流行动态。方法采用生态学研究方法、鼠疫血清学和病原学检验方法
准噶尔盆地共有小型哺乳动

以及生物化学技术对准噶尔盆地进行鼠疫流行病学调查和研究。结果

物７科１１属１７种，其中啮齿动物１３种，啮齿动物体外寄生蚤类８科１０属１９种；大沙鼠洞群平均覆
盖率２２．５％，洞群平均密度１５．９个／ｈｍ２，洞群平均栖息率为７０．２％；在大沙鼠洞群鼠类群落中，大沙鼠
占总捕获数的７２．９％，子午沙鼠占２４．５％；夜行鼠类群落中，子午沙鼠占总捕获数的６４．０％，三趾跳鼠
占１５．１％。准噶尔荒漠鼠类群落中大沙鼠的染蚤率最高，为８４．９％；染蚤种类有１６种，总蚤指数为
８，５８，以簇鬃客蚤为优势种。准噶尔荒漠啮齿动物血清鼠疫Ｆ１抗体平均阳性率５．５％。其中，大沙鼠
阳性率１２．１％，占阳性总血清的９４．３％，子午沙鼠和三趾跳鼠血清阳性率分别为Ｏ．７％和０．９％；自大

沙鼠、子午沙鼠及其体外寄生蚤——臀突客蚤、同形客蚤指名亚种、长吻角头蚤和簇鬃客蚤共分离出
鼠疫菌２６株，其中自大沙鼠及其体外寄生蚤分离出鼠疫菌２４株，占９２．３％；该区域鼠疫菌的生化特
性是麦芽糖、阿胶糖、甘油阳性，鼠李糖和脱氮阴性，对小白鼠强毒。结论准噶尔盆地鼠疫疫源地涉
及整个准噶尔区域，有１２个县（市）发生了动物鼠疫流行，确定克拉玛依、博乐、吉木萨尔和奇台４个
县（市）为鼠疫疫源县（市）。疫源地动物、媒介组成复杂，生态系统稳定，主要宿主动物为大沙鼠，鼠疫
菌生化型属中世纪型，为中国新类型的鼠疫自然疫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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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５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

行。洞群总长度＝所有洞群总长（ｍ）；洞群覆盖度

中心（ＣＤＣ）在进行准噶尔区域新疆出血热现场调查

（％）＝洞群总长（ｍ）／路线总长（ｍ）×１００％；洞群平

时，在玛纳斯县莫索湾新疆建设兵团１５０团的荒漠

均长（ｍ）＝洞群总长（ｍ）／洞群数；洞群密度（洞群

沙丘上发现１只呈病态状大沙鼠幼鼠，其后该工作

数／ｈｍ２）＝通过洞群数／［路线总长（ｍ）×洞群平均

组又在呼图县１０６团马桥城荒漠沙地发现１只大沙

长（ｍ）／１０ ０００］；洞群栖息率（％）＝有鼠洞群数／洞

鼠死鼠。ＣＤＣ鼠防科鼠疫病原检验组立即对该２

群总数×１００％。大沙鼠洞群有鼠洞群鼠密度按文

只病死鼠进行了鼠疫病原学检验，均分离出鼠疫菌。

献［１］的方法进行。有鼠洞群鼠密度（只／有鼠洞

随后阿拉山口进出口检验检疫局在阿拉山口以北

群）＝捕鼠总数／调查洞群数；鼠密度（只／ｈｍ２）＝有

３２

ｋｍ的玛依勒山发现１只病死大沙鼠，送往ＣＤＣ

鼠洞群鼠密度×洞群密度×洞群栖息率。

鼠防科检验，亦分离出鼠疫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２）夜行鼠的种类和数量：采样方法，在调查区

卫生厅和ＣＤＣ组织人员对准噶尔区域进行初步调

域内于傍晚按５ ｍ（夹距）×２０ ｍ（行距）布放中号鼠

查，又在莫索湾和阿拉山口原疫点的大沙鼠及其寄

夹，每公顷布夹１００把，次日清晨收夹，记录无效夹

生蚤类分离出鼠疫菌１１株，首次确定准噶尔盆地存

数、捕鼠数和鼠种，捕获鼠单只装袋送检。鼠密度

在鼠疫自然疫源地。现将本次调查有关该鼠疫疫源

（捕获率）（％）＝捕鼠数（只）／（布夹数一无效夹

地的疫源性质、动物媒介及其疫源地结构和动物鼠

数）×１００％；相对每公顷平均鼠数（只／ｈｍ２）＝捕鼠

疫流行范围、动态、危害等基础资料和数据报告

数（只）／布夹面积数（ｈｍ２）。

如下。

（３）啮齿动物体外寄生虫的种类和数量：所有捕
材料与方法

获鼠类均单只检蚤、记录和鉴定。染蚤率、蚤指数按
如下公式计算：染蚤率＝带蚤鼠数／检蚤总鼠数（同

１．调查点的选择和设立：调查地区为准噶尔盆

种动物）×１００％；总蚤指数＝总蚤数／检蚤总鼠数

地荒漠地区所涉及的所有行政县（市）。调查点设在

（同种动物）；某种蚤的染蚤率＝带某种蚤的鼠数／检

调查地区的荒漠生境景观，按地图所示荒漠景观面

蚤总鼠数（同种动物）×１００％。

积的约１％比率设立调查点１～５个不等。各调查点
按均匀分布原则设立在荒漠景观区域内。

３．实验室检测：捕获活体动物均采集血液标本，
分离血清检验；捕获死鼠标本取全心脏于１ ｒｎｌ生理盐

２．媒介动物调查：

水中，离心取上清进行检验。鼠疫抗体和抗原检测试

（１）大沙鼠洞群的啮齿动物种类、覆盖率和密

剂为全国鼠疫布鲁氏菌病防治基地生产的鼠疫间接

度：洞群覆盖率与洞群密度调查按文献［１］的方法进

血凝试剂盒，按说明书的要求操作。所有捕获动物和

生堡逦堡遁堂苤查！！！！生！旦笙！！鲞笙！塑

蚤类标本均按鼠疫“四步检验”法分离鉴定鼠疫菌。
结

能存在鼠疫自然疫源地怛‘５』。
２．中亚荒漠和准噶尔盆地鼠疫历史怕１：中亚荒

果

漠鼠疫疫源地于１９２４年首次发现于咸海北部。该

１．自然概况：准噶尔盆地位于新疆天山北麓，面
积约３３０

垦垒也』垦２型！坚ｉ！！！里鱼！！！！ｚ垫！！！ｙ！！：！！！堕！：！

疫源地位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

ｋｍ２。盆地海拔３００～５００ ｍ，东部敞向

坦三国境内。疫源地范围北起乌依力河南岸，北纬

蒙古外阿勒泰戈壁，西部越准噶尔阿拉套山口与哈

４６。～４８。一线，南抵土库曼斯坦与前亚伊朗和阿富

萨克斯坦的阿拉库尔荒漠接壤，北部的额尔齐斯河

汗边界，西起里海东岸，越咸海，东至巴尔喀什湖东

谷是通向俄罗斯斋桑盆地的门户，因而准噶尔盆地

南，并沿伊犁河谷直到与我国新疆毗邻的潘菲洛夫

荒漠现今已成为中亚一哈萨克斯坦荒漠与蒙古戈壁

一带沙地，总面积约１．４４亿ｈｍ２。此间，包括恩巴河

间动植物区系交替过渡地带。准噶尔盆地环形结构

与乌拉尔河下游河间干草原、里海东北沿岸低地、曼

明显，中心为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沙漠四周为冲击

格斯套和乌斯秋尔特高地、咸海北部及成海卡拉库

平原。盆地地处寒温带荒漠之中，温度较低，年降雨

姆、咸海东部图兰低地和锡尔河与阿姆河间的克孜

量１００～２００ ｍｍ，冬季雪被较厚，植被发育良好。

尔库姆大荒漠、楚叶河下游至卡拉套山的穆云库姆

０００

准噶尔盆地属温带荒漠气候区，在荒漠中以漠

及其北部的别特帕克达拉高原、土库曼的中央库姆

土荒漠面积最大，多为固定、半固定的沙地，次为沙

及其周边大小库姆荒漠和里海东南部的克拉斯诺沃

质荒漠和砾石荒漠。植被以小半乔木和小半灌木为

茨克高地。中亚荒漠鼠疫疫源地处于亚洲干旱与半

主，盖度１０％～７０％不等，主要生长着以梭梭

干旱区，中南部沿海、沿湖一带多为低地草原，北部

（Ｈ口ｚ咧ｚｏ咒）、白梭梭（Ｈ．加ｒｓ记“ｍ）、琵琶柴

和东部多为平原和高平原或低山丘陵荒漠草原。该

（Ｒ嬲“仇“ｒ缸５００咒即，．ｉ阳）、柽柳（Ｔ口ｍ以ｒ妇Ｌ．）的建

疫源地主要宿主为大沙鼠，发现自然染疫动物多达

群种，以及灌木和草本植物为辅的地面植被，有沙拐

３０余种，其中北部的小黄鼠、子午沙鼠和南部的红

枣

（ＣａＺ红即咒甜优

跆甜∞ｃＺ盘矗“ｍ，

Ｃ．Ｊ“仇ｃＰ“优，

尾沙鼠和沙黄鼠（ａ￡“ｚ榔觑ｚ秽“ｓ）经常参与动物鼠

Ｃ．口声九彬Ｚ甜ｍ）、无叶豆（Ｅ卵ｍｏｓ声＆ｒ￡ｏ挖舳”ｇＤ疵ｆ“７７ｚ）、

疫流行，在大沙鼠动物鼠疫病流行中起到一定的加

小半灌木蒿类（Ａｒ地仇如如ｍ挖￡ｏｚ锄ｎ，Ａ．口僧”口ｒ施），

剧作用。主要媒介为簇鬃客蚤（澎加筇∥肠妖ｒ

多年生禾草——羽毛三芒草（Ａｒ疵ｉ如抛舢！盘缸）、大

ｍ删ｓ），１年生草类——沙蓬

．尬６ｉ咒ｉ）、粗鬃客蚤（Ｘ．矗ｉ以ｉｐＰｓ）、沙鼠客蚤（Ｘ．

（Ａｇ渤ｐ矗理“优口龙徽矗“优）、倒披针形虫实

（Ｒ矗口矗ｉ行。声妙Ｚ趾）、切唇蚤属（ｃＤｐ￡ｏ卿ｆ施）和怪蚤属

（白以ｓ却协“优拗ｍ口挖咒施咒甜ｍ）、对节刺（Ｈ０ｍ砌２０让庙

（Ｐａｍｄ唧。声删ｚ如）等大沙鼠寄生蚤类。疫源地菌株

Ｍ改ｉ舭）等，短命植物和多年生短命植物——英杰独

按ＴｙＭａＨｃＫ确分型属黄鼠变种，对鼠疫和假结核噬

ｉ础嘞，ｚｓｉ５）、齿稃草（５铣妇ｍ“５
以ｒ口６ｉｃ“ｓ）、东方旱麦草（Ｅ嗍。声邶咒。圮佗托如）、鹤虱

菌体敏感，分解甘油和阿胶糖，不分解鼠李糖，无脱

赖草（蚴“ｓ

尾草（Ｅ圮ｍ“俐ｓ

（ｋ勿吮如

船ｍｉ砌６ｍ）、

四齿芥

（五ｍｃｍｇ

ｑ乱。矗矗ｃｏｒｎｉ５）、猪毛菜（＆￡ｓｏ缸口历ｉ咒诎）等。

酗砌倒ｉ），以及病蚤属（小而ｓｏ声叫如）、纤蚤属

氮活性。产生鼠疫杆菌素，但对其不敏感，发育依赖
苯丙氨酸，对小白鼠、豚鼠具高毒力。７Ｉ。疫源地各部
区域的菌株大多数性状大体相同。唯有两点不同，

准噶尔盆地荒漠的啮齿动物多达３１种，占全新

即曼格斯套、乌什秋尔特、前乌什秋尔特、乌拉尔与

疆总种数的４５．６％，以大沙鼠（Ｒ矗ｏｍ６Ｄ优＂

恩巴河间和克孜尔库姆等５块疫源地菌株为白氨酸

ｏ声ｉ优“ｓ）、子午沙鼠（Ｍ８ｒｉｏ砣ｅｓ优ｇｒｉｄ如删５）、红尾沙

依赖株；巴尔喀什湖西部菌株对小白鼠、豚鼠毒力甚

鼠（Ｍ．８ｒｙ￡矗，．０“ｒ“ｓ）、五趾髟５鼠（ＡＺＺ口ｃ￡口譬祝ｓｉ６西一ｉｆ口）、

低，而且Ｆ１抗原含量甚微Ｍ。。历史上该疫源地曾

三趾跳鼠（Ｄｉｐ乱ｓ ｍ廖￡￡盘）等数量最多。大沙鼠的分

有过因屠宰染鼠疫骆驼而发生人间鼠疫流行的

布与荒漠梭梭的分布几乎一致，凡有梭梭发育的地

事例哺１。

方皆有栖息，其洞群覆盖率可达１０％～５０％。在古

前苏联鼠疫专家曾推测，我国新疆境内的准噶

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及其边缘，子午沙鼠呈弥漫性分

尔盆地荒漠地带可能属于上述同一类型疫源

布，密度最高。同时，该地区啮齿动物体外寄生蚤类

地旧’３Ｉ。但既往国内（新疆）许多鼠疫防治研究工作

种类丰富，多达４８种（包括亚种），具有存在鼠疫疫

者曾做过大量的工作，先后于１９５６年（阿拉山口）、

源地的基础条件，前苏联专家曾指出准噶尔盆地可

１９５７年（克拉玛依）、１９５８年（阿拉山口、克拉玛依）、

生堡煎塑疸堂盘查！！！！笙！旦箜！！鲞笙！塑堡！ｉ！』兰匹ｉ！里ｉ！！，至丛！！！！！！！！！！Ｙ！！：！！！盥！：１

１９５９年（莫索湾）、１９６０年（克拉玛依）、１９６１年（克

齿动物８种１６２７只（表２），其中大沙鼠占绝对优

拉玛依）、１９７７年（奇台北沙窝、乌苏甘家湖）做过９

势，占总捕获率的７２．９％，其次是子午沙鼠

次定点调查，检验各种啮齿动物８８５７只，跳蚤和蜱

（２４．５％），其他６种鼠类的数量非常少（２．６％）。②

０５４只，结果均未分离到鼠疫菌。考证调查准噶

夜行鼠群落：在准噶尔荒漠区域的２４个地区６２个

尔盆地荒漠地区人类鼠疫流行病学史，亦未获得任

调查点布夜行夹１７ ３３０个，共捕获啮齿动物１３种

何人间鼠疫发生和流行的线索∽ｏ。

１３９５只（表３）。在准噶尔荒漠夜行鼠类群落中共有

５０

３．准噶尔荒漠动物区系组成和分布：

１３种啮齿动物，以子午沙鼠占优势，占总捕获率的

（１）动物区系组成：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在准噶尔盆

６４．０％，其次是三趾跳鼠，占总捕获率的１５．１％，再

地的２１个县（市）用弓形夹和板夹共捕获小型哺乳

次是红尾沙鼠，占总捕获率的７．５％，小林姬鼠和灰

动物标本７科１１属１７种３０４５只，其中啮齿动物１３

仓鼠分别占３．４％和３．１％，其他８种鼠类的数量非

种３０２２只，分别是：虎鼬（％ｒｍＰｋ抛ｒ曙甜跏口）、大

常少，仅占总捕获率的６．９％。③大沙鼠种群的覆盖

耳猬（ＨＰｍｉＰ旃ｉ咒“５以“ｒｉ￡“ｓ）、大沙鼠、子午沙鼠、红

度和数量：在准噶尔盆地的１４个县（市）观察大沙鼠

尾沙鼠、柽柳沙鼠（Ｍ．￡盘仇ｎ“ｓｃｉ咒“ｓ）、三趾跳鼠、长

密度。洞群平均覆盖率为２２．５％，洞群平均密度为

耳跳鼠（Ｅ“咖。胛“觚咒口ｓｏ）、五趾跳鼠、大五趾跳鼠

１５．９个／ｈｍ２，洞群平均栖息率为７０．２％，有鼠洞群

（Ａ．嫩＆ｉ。ｒ）、小五趾跳鼠（Ａ．８玩匏ｒ）、灰仓鼠

平均鼠密度为３．１只７洞群，平均鼠密度为３４。４只７

（Ｃｒ瑟以“ｚ扎ｓ．

ｈｍ２（表４）。

ｍ堙ｍ￡ｏｒｉ“５）、短尾仓鼠（Ｃ．

ｇ可８掰优彻咒ｉ）、长尾仓鼠（Ｃ．ｚ０７２觑∞“ｄ以￡“以）、小林姬

４．准噶尔荒漠蚤类的群落结构和组成：

鼠（Ａ如如优髭ｓ ｓ彬僦￡站Ｍｓ）、小家鼠（Ｍ“５优越盯托ｚ￡￡ｓ）、

（１）大沙鼠体外寄生蚤群落：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在

翮黯。此外，准噶尔盆地还有鹅喉羚、蒙古兔

准噶尔荒漠地区１６个县（市）２１个地区共捕获大沙

（ＬＰｐⅣｓ加勉ｉ）、狼、沙狐等哺乳类草食动物和食肉

鼠１２１４只，染蚤率８４．９％，获蚤１６种１０ ４１９只，总

动物。

蚤指数８．５８。从各蚤在准噶尔盆地的分布和数量指

（２）主要寄生蚤类和宿主：共检获啮齿动物体外
寄生蚤类８科１０属１９种（表１）。

数来看，簇鬃客蚤不仅分布最广，在所有的调查地区
均有分布，且蚤指数最高，为４．３２，占总蚤指数的

（３）主要啮齿动物的群落组成：①大沙鼠洞群啮

５０．３％，为该地区优势种类；秃病蚤指名亚种除巴里

齿动物群落：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在准噶尔荒漠区域的１６

坤外在其他地区均有捕获，叶状切唇蚤突高亚种也

个地区５２个调查点４０３个大沙鼠洞群中共捕获啮

仅在巴里坤、伊吾和富蕴未捕获，在其他地区也均有

表１
蚤

准噶尔荒漠主要啮齿动物体外寄生蚤类及其宿主

类

宿

主

臀突客蚤ｘＰｎｏ声ｓｖＺ如ｍｉｎａｚ

大沙鼠、子午沙鼠、红尾沙鼠

簇鬃客蚤‰”叻刚如娩巧ｎ疣ｎｉ

大沙鼠、子午沙鼠、红尾沙鼠、柽柳沙鼠等

粗鬃客蚤ｘｅⅧｐｓ州如＾ｉ川ｉ加ｓ

大沙鼠、子午沙鼠、红尾沙鼠

同形客蚤指名亚种ｘｅｎｏｐ拶ｚ肠ｃｏ咖ｒｍ如∞”，Ｄｒｍ站

大沙鼠、子午沙鼠、红尾沙鼠、柽柳沙鼠等

长吻角头蚤Ｅｆ＾ｉ矗≈ｏ幼口肼０５ｃ施ｎｉ谢

大沙鼠、红尾沙鼠、子午沙鼠、三趾跳鼠等

叶状切唇蚤突高亚种ｃｏｐ￡ｏ声洲缸缸ｍＰ￡ｚｉ斥ｒ。趔∽

大沙鼠、子午沙鼠、红尾沙鼠、柽柳沙鼠等

重要狭蚤ｓ把Ｍ加ｎ缸∞”ｓ以ｃ￡ｎ

大沙鼠、子午沙鼠

子午狭蚤５￡Ｐ咒。加咒谊优Ｐｒｉｄ缸ｎａ

大沙鼠、子午沙鼠、红尾沙鼠

宽臂纤蚤尺＾ｎ出Ｍ自州ｋ ｃｅ如ｓ￡ｉ５

大沙鼠、子午沙鼠、三趾跳鼠

修长栉眼蚤指名亚种＆Ｍ。嘶峨毹ｍ＂５面ｚｉ商“ｓ幽￡ｉ曲“５

大沙鼠、子午沙鼠、红尾沙鼠

无额突怪蚤Ｐ＆ｍ幽ｚｏ声ｓｙ朋“５

晶弯怪蚤Ｐａｒａｄｏｚｏｐｓｙ“ｊｕｓ

ｔ８胛矗细”ｓ

大沙鼠、子午沙鼠
大沙鼠、子午沙鼠、红尾沙鼠、五趾跳鼠等

ｒｅｐａｎａｕｓ

长突眼蚤０加加以ｍｏｐ￡Ⅳ缸Ａｉｒｉｆ５幽Ｐｎ＾ｏｉ

三趾跳鼠、柽柳沙鼠

四鬃病蚤＾ｂ∞声刚ｚ“ｓ￡＆““５

子午沙鼠、大沙鼠

秃病蚤指名亚神ＮＯ∞ｐｓ班ｕｓ
土库曼病蚤指名亚种Ｎ０

Ｌａｅｕｉｃｅｐｓ ｌａ幻ｅｃｅ舢

￡“小ｍＰｎｉｃ“ｓ

ｆ“地，，２ｎｉｃ“５

子午沙鼠、柽柳沙鼠、大沙鼠、红尾沙鼠等
子午沙鼠、红尾沙鼠、大沙鼠

裂病蚤Ｎ。ｍ≯ｓ舛Ｍｓ蠡ａｕｓ

灰仓鼠

真凶中蚤精河亚种Ｍｅ∞ｐ刚肠８“ｆ缸曲ｉＭｏ

五趾跳鼠、三趾跳鼠

软中蚤Ｍｅｓｏ声５ｙＺ肠ｚｅ他如

小家鼠

·

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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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噶尔荒漠大沙鼠洞群啮齿动物群落组成

准噶尔荒漠大沙鼠种群覆盖率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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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但二者蚤指数不高，分别为０．５４和０．３９，占总

间，合计为０．２９，占总蚤指数的２６．１％；从各鼠种的

蚤指数的１０．８％，可视为广布种类；粗鬃客蚤、臀突

染蚤率来看，大沙鼠的染蚤率最高，为１００％，其次

客蚤和修长栉眼蚤指名亚种分别在１６个调查县

是柽柳沙鼠、长耳跳鼠和红尾沙鼠，分别为７１．４％、

（市）中的８～９个县（市）有捕获，占调查区域的

６６．７％和６２．７％，再次为子午沙鼠，染蚤率为

５０％，但前二者的蚤指数较高，分别为０．８４和１．３９，

３８．３％，短尾仓鼠的染蚤率最低，为０；从各鼠种体

占总蚤指数的２６％，为该地区的重要种类，而修长

外寄生蚤的种类和数量来看，柽柳沙鼠体外寄生蚤

栉眼蚤指名亚种的蚤指数仅为０．０７，占总蚤指数的

的总蚤指数最高，为７．０，主要寄生蚤类为秃病蚤指

０．８％，为次要种类；同形客蚤指名亚种、四鬃病蚤、

名亚种，占７５．６％，红尾沙鼠和子午沙鼠寄生蚤的种

无额突怪蚤、后弯怪蚤、宽臂纤蚤、子午狭蚤和长吻

类最多，分别有１７种和１６种，蚤指数分别为１．５９和

角头蚤分别在１６个调查县（市）中的５～７个县（市）

１．１５，前者以秃病蚤指名亚种和簇鬃客蚤为主，分别

有捕获，约占调查区域的３０％～４０％，蚤指数在

占总蚤指数的３７．１％和２２．０％，后者以簇鬃客蚤、秃

０．０１～０．５６之间，为次要种类；土库曼病蚤指名亚

病蚤指名亚种和同形客蚤指名亚种为主，分别占总

种、重要狭蚤和真凶中蚤精河亚种仅在１～３调查地

蚤指数的３１．３％、２６．１％和１９．１％；跳鼠中以长耳跳

区有捕获，且蚤指数仅为０．００１～０．００８，占总蚤指数

鼠寄生蚤的蚤指数最高，为１．６７，主要寄生蚤为簇鬃

的０．１％，为该地区的稀有种类（表５）。

客蚤，蚤指数占总蚤指数的４０％，其次是五趾跳鼠

（２）夜行鼠类体外寄生蚤群落：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

（１．１７）。跳鼠中三趾跳鼠的寄生蚤种类最多，共有

用夹夜法在准噶尔荒漠共捕获夜行鼠类１２种１８０１

８种蚤类，其次是五趾跳鼠，有５种，前者以簇鬃客

只，染蚤率为３５．９％，获蚤１９种１９９５只，总蚤指数

蚤为主，占４７．１％，后者以真凶中蚤精河亚种为主

１．１１。其中，秃病蚤指名亚种和簇鬃客蚤蚤指数最

（７０．９％）。五趾跳鼠染蚤率、蚤指数和寄生蚤种类

高，分别为０．３４和０．３２，占总蚤指数的３０．１％和

在３种跳鼠中均是最低的；家野两栖鼠类中，灰仓鼠

２８．８％，其次为同形客蚤（０．１６），占总蚤指数的

体外寄生蚤的种类、蚤指数均是最高的，分别为４种

１４．４％，其他１６种蚤类的蚤指数在０．００１～０．０７之

和０．５５，其次是小家鼠，小林姬鼠最低（表６）。

表５

注：表中蚤类拉丁文全拼和中文名称见表１

准噶尔荒漠大沙鼠体外寄生蚤的群落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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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准噶尔荒漠夜行鼠类体外寄生蚤的群落组成

宿主麓鬻鬻麓麓瓦赢五而瓦瓦羔罢ｉ鲁罢赢磊而五而瓦

注：表中蚤类拉丁文全拼和中文名称见表１

５．准噶尔荒漠啮齿动物鼠疫血清学调查：

（１）生化特性：测定２００５年分离的１４株鼠疫菌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在准噶尔盆地１８个县（市）３０个调查

的２２种糖醇指标，结果表明麦芽糖、阿胶糖、甘油阳

地区，采用ＩＨＡ方法检测啮齿动物血清和脏器悬液

性，鼠李糖和脱氮阴性。按ＴｙＭａＨｃＫＨ访分类属于黄

标本１２种３１７９份，发现阳性标本１７４份，阳性率

鼠变种，根据Ｄｅｖｉｇｎａｔ的分型方法属于中世纪变

５．５％。其中，检验大沙鼠血清和脏器标本１３５６份，

种。与中亚荒漠鼠疫菌的生化特性相同，也和我国

阳性１６４份，阳性率１２．１％；子午沙鼠１２５５份，阳性

新疆和田的喜马拉雅旱獭，宁夏、甘肃等地的阿拉善

９份，阳性率０．７％；三趾跳鼠１１６份，阳性１份，阳

黄鼠，河北、内蒙古的长爪沙鼠分离的鼠疫菌相同，

性率０．９％；红尾沙鼠、柽柳沙鼠、三趾跳鼠、长耳跳

而与邻近的天山山区分离的鼠疫菌存在差异∞ｏ。

鼠、小五趾跳鼠、五趾跳鼠、小家鼠、小林姬鼠、短尾
仓鼠和灰仓鼠共４５２只，未发现阳性标本。

（２）毒力：用１８～２０ ｇ小白鼠对２００５年分离的
１４株鼠疫菌进行毒力测定。经统计，５株鼠疫菌的

６．ｔ准噶尔荒漠啮齿动物病原学调查：２００５—

ＬＤ，。小于１０个菌，６株介于１０～１００个菌之间，１株

２００６年在准噶尔盆地１９县（市）共检测啮齿动物脏

为２６５个菌，２株在１０５个菌以上，分别为１４２７万和

器标本材料２９７５份。其中，检验大沙鼠１２４３份，自

６亿‘８１。

克拉玛依市、玛纳斯县、吉木萨尔县和奇台县共分离
出鼠疫菌１５株；检验子午沙鼠１２３０份，自玛纳斯县

讨

论

分离出鼠疫菌２株；检验红尾沙鼠、柽柳沙鼠、三趾

１．大沙鼠是准噶尔盆地鼠疫自然疫源地的主要

跳鼠及其他鼠类脏器材料共５０２份，未分离出鼠疫

宿主。准噶尔荒漠鼠疫调查始于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７７

菌。在准噶尔盆地１９县（市）共检测啮齿动物体外

年历经２０余年∞１。在此期间虽然未查明存在动物

寄生虫１１ ６４７只。其中，簇鬃客蚤４７１３只，自玛纳

间鼠疫，但在啮齿动物及其寄生蚤类方面积累了许

斯县莫索湾分离出鼠疫菌１株；检验臀突客蚤２１０１

多资料，基本掌握该地区的啮齿动物及蚤类的组成

只，自呼图壁县马桥城、玛纳斯县莫索湾和阿拉山口

和分布ｂ。５１。本次调查对准噶尔荒漠啮齿动物及其

地区共分离出鼠疫菌６株；检验同形客蚤指名亚种

体外寄生蚤的种群结构和组成有了更进一步的了

３２８只，自玛纳斯县莫索湾分离出鼠疫菌１株；检验

解。在准噶尔荒漠生态景观中，大沙鼠和子午沙鼠

长吻角头蚤２５０只，自呼图壁县马桥城分离出鼠疫

占有十分重要的生态作用，大沙鼠以群居的生活方

菌１株；检验其他啮齿动物体外寄生虫４２５５只，未

式在该生态系统中构成一个个微小的大沙鼠群落，

分离出鼠疫菌。

这些群落以岛状形式连续分布在准噶尔荒漠景观

７．准噶尔荒漠鼠疫菌的生物化学特性和毒力：

内，洞群密度达１５．９个／ｈｍ２，洞群覆盖率达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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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鼠密度３４．４只／ｈｍ２。而子午沙鼠则在空间上

沙鼠分布区主要包括博乐、精河、乌苏、沙湾、托里、

呈弥漫性的分布，与大沙鼠群落伴生栖息，同大沙鼠

和布克赛尔、克拉玛依、石河子、玛纳斯、呼图壁、昌

的昼间活动相反呈夜行活动，因而在准噶尔荒漠鼠

吉、米泉、阜康、吉木萨尔、奇台、木垒、富蕴、福海和

类群落中该两种鼠类为主要鼠种，子午沙鼠在该荒

乌鲁木齐１９个县（市）。血清学和病原学的调查表

漠夜行鼠群落中占６４％。准噶尔荒漠大沙鼠的染

明准噶尔区域的博乐、沙湾、托里、和布克赛尔、克拉

蚤率、蚤指数和寄生蚤种类均最高，分别为８４．９％、

玛依、石河子、玛纳斯、呼图壁、昌吉、吉木萨尔、奇台

８．５８和１６种，而子午沙鼠虽然在染蚤率和蚤指数上

和木垒１２个县（市）有动物鼠疫流行，占准噶尔区域

均较大沙鼠低很多，分别为３８．３％和１．１５，但在寄生

行政区划县（市）数的６０％。其中用细菌学判定博

蚤的种类上与大沙鼠存在较大的交叉，两种鼠共有

乐、克拉玛依、吉木萨尔和奇台４个鼠疫疫源县

蚤种占８７．５％。子午沙鼠携带大沙鼠主要寄生蚤簇

（市）。因此，根据准噶尔盆地主要鼠疫宿主的分布

鬃客蚤、臀突客蚤、粗鬃客蚤的比率分别为７．７％、

和动物鼠疫的流行范围，基本确定该鼠疫自然疫源

４．８％和５．６％，大沙鼠携带子午沙鼠主要寄生蚤同

地涉及整个准噶尔盆地的荒漠区域。

形客蚤和秃病蚤指名亚种的比率分别为３７．１％和

３．准噶尔盆地大沙鼠鼠疫自然疫源地动植物种

６４％。因而，根据子午沙鼠在准噶尔荒漠内弥漫性

类丰富，种群结构复杂，疫源地生态系统稳定。由于

分布、与大沙鼠群落伴生的栖息方式，以及其体外寄

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特别是近２０年来该地区的生

生蚤类的群落组成和相互间的交换情况，可以基本

态环境保护力度逐年加大，如设立艾比湖湿地自然

判定子午沙鼠在鼠间体外寄生蚤的交换上起十分重

保护区、甘家湖梭梭林自然保护区等¨川，使准噶尔

要的作用。准噶尔荒漠鼠疫血清学和病原学调查表

荒漠生态系统依然保持良好的稳定。通过此次调查

明，大沙鼠在准噶尔荒漠鼠疫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

发现，该地区动植物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未因人类

用，大沙鼠血清鼠疫抗体阳性率达１２．１％，占整个啮

活动的增加而发生明显的改变。植物区系以超旱生

齿动物阳性标本的９４．３％，大沙鼠及其体外寄生蚤

的小半乔木、半灌木、小半灌木组成，植被类型的建

分离菌株数占９２．３％。因此，综合上述准噶尔荒漠

群种蒿属、假木贼、小蓬、白梭梭、梭梭柴、琵琶柴依

鼠类及其寄生蚤类的种群和群落学指标，以及鼠疫

然十分发达，并且其间伴生着丰富的短生和多年短

血清学和病原学调查结果，结合中亚荒漠鼠疫自然

生植物，如早熟禾、萨氏针茅、苔草、旱麦草等，使该

疫源地的研究结果‘６ ｏ，可以基本确定大沙鼠具备了

地区的植物覆盖度达５０％～８０％以上。与此相适

成为该鼠疫自然疫源地主要宿主的条件。至于子午

应，准噶尔盆地荒漠植物群落造就了该地区丰富多

沙鼠在该鼠疫自然疫源地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研

彩的动物群落多样性，仅啮齿类动物就达３０余种。

究。

有研究表明，准噶尔荒漠生物物种特有生存特性，如
２．调查确定了准噶尔盆地大沙鼠鼠疫自然疫源

脉冲式早春短命植物生长模式’１２Ｉ、啮齿动物的储食

地的分布。大沙鼠是中亚荒漠典型鼠种之一，分布

行为，以及相对开阔的生存空间等都为该地区生活

于伊朗、阿富汗、俄罗斯中亚地区和哈萨克斯坦以及

的大量啮齿动物提供了丰富的营养资源和生存空

蒙古∽ｏ，也是中亚荒漠鼠疫自然疫源地的主要宿主

间。因此，准噶尔荒漠生态系统中相对稳定的地理

动物Ｈ』。在我国大沙鼠分布西起准噶尔盆地西部的

气候环境，高丰富度和高多样性的复杂植物和动物

阿拉山口，向东穿越准噶尔盆地，经哈密盆地至宁夏

群落结构，保证了准噶尔荒漠生态系统处于一种较

和甘肃北部，东抵内蒙古集二线Ｈ’引。在新疆大沙

高的稳定状态。这种疫源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对维

鼠有４个相对独立的分布区域，即准噶尔盆地、伊犁

持鼠疫自然疫源地的长期存在具有十分重要的

谷地、哈密盆地和塔里木盆地的若羌米兰荒漠地

意义。

区¨，１０ｊ。其中，准噶尔荒漠地区是大沙鼠的主要分

４．准噶尔盆地大沙鼠鼠疫自然疫源地为我国新

布区域，其他３个地区大沙鼠的数量和分布均十分

类型的鼠疫自然疫源地。鼠疫自然疫源地类型的确

有限，呈零星分布状态。在准噶尔盆地，大沙鼠与该

定是依据疫源地存在的地理景观、宿主动物、媒介和

荒漠的建群植物——梭梭的分布基本一致，呈连续

病原体等综合指标来确定的Ｈ ３’１４１。在准噶尔盆地

分布状态，即东经８２。３５”～９１。，北纬４４。１５”～４６。２０”，

大沙鼠鼠疫自然疫源地发现之前，我国已确定了１１

面积约１０万ｋｍ２。在行政区划上，准噶尔盆地的大

块鼠疫自然疫源地‘１

３’１５

３，它们都有各自特定的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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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宿主动物和传播媒介，鼠疫菌的生物学性状也
因疫源地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引。此次，在准噶尔盆
地发现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发生的地理区域是准噶
尔，地理地貌是盆地，地理景观是荒漠，主要宿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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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流行强度呈现出扩大和蔓延的趋势。
（感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鼠疫布鲁氏菌病防治基地对本项工作的指导和帮助，感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级鼠疫防治机构对本项工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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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县３个鼠疫疫源县（市），准噶尔盆地的动物间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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