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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山区日本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的

世代交替研究
李源培王海银周艺彪依火伍力
【摘要】

刘刚明姜庆五

目的探索自然生态环境下山区钉螺的世代交替情况。方法２００８年２月至２００９

年７月选择四川省普格县境内的一块典型钉螺孳生地为现场，随机抽样查螺，并观察钉螺交配情

况。在实验室条件下测量钉螺体型指标，经压螺鉴定死活后分框计数，随机抽样解剖钉螺确定性
别构成。绘制活螺密度、钉螺体型均值、性别构成和交配对数的时间分布图，成螺和幼螺的时间分
布图。结果全年均有活螺存在，其密度呈现高和低的波动变化。三种体型均值表现出一致的时
间变化趋势，呈现动态更替现象。幼螺全年存在，幼螺所占的比例从５月开始持续上升，在１０月超
过成螺成为优势螺。成幼螺存在循环往复的新老交替过程。钉螺各月性别构成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每年４—６月钉螺交配对数较多，为其主要的繁衍期。结论山区钉螺幼螺全年存在，除１０
月外的其他各月，成螺均为优势螺。山区钉螺存在一个循环往复的世代交替过程，该过程从５月
开始，于１０月完成，钉螺种群呈现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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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螺是日本血吸虫的惟一中间宿主，是控制血

始到１０月中下旬结束，降水量约占全年的９０％。年

吸虫病传播和流行的关键环节。２００７年我国血吸

平均温度为１６．５４℃，最高温度在７月，为２２．１８℃，

虫病疫情通报显示，新增钉螺面积４９４．７ ｈｍ２，且均

最低温度在１月，为８．６７℃。

在历史无螺区内发现…。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间活螺平均

２．活螺平均密度的时间分布：全年均有活螺存

密度、感染螺平均密度均逐年下降，但钉螺感染率却

在，其平均密度呈高和低的波动变化，无明显规律。

有反复＆１。同时，全球气候变暖和我国南水北调工

在２月较高，３—９月间波动变化，但保持一相对稳定

程也对钉螺的分布产生潜在影响口’４】，因此研究钉螺

的值，ｌｏ月升高并达到最大值后降低。每月中各螺

生态及螺口动力学就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活螺平

框活螺数的变异（±ｓ）均不一致，２００８年较２００９年

均密度和世代交替又是研究螺口动力学的最重要内

变异大，３月和１０月变异较大（图１）。

容，而对于该方面的研究，国内主要集中在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左右ｂ胡１，国外也仅有Ｂａｎｐａｖｉｃｈｉｔ等旧１和
Ｓｔｕｒｒｏｃｋ等¨们少数学者研究钉螺的密度和性别比例
等变化情况。为此本研究于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在四川
省普格县选取典型钉螺孳生地对钉螺进行动态观
察，探索新情况下钉螺世代交替的动态变化规律。
材料与方法

１．现场选择和钉螺体型测量：四川省普格县地

图１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四川省普格县活螺密度的时间分布

处大凉山境内，为典型的山区血吸虫病流行区。
２００８年２月至２００９年７月选择普格县城附近的一块

３．钉螺体型均值的时间分布：如图２所示，ｌ一６

约３００ｍ２的典型钉螺孳生地为现场，每月固定时间

月间钉螺平均旋数逐渐上升，在６月达到高值，７月

随机设框查螺，每次查螺１００框，捡尽框内所有钉

后逐步下降，在１０月达到最低值（约４．７旋），１１月后

螺。在查螺的同时观察各框内钉螺的交配对数情况

又逐步上升，至１２月达到最大值（５．８旋）。每月钉

并记录，将采集的钉螺带回实验室。从所采集的钉

螺的旋数变异（±ｓ）较大且不一致，其中在１０月变异

螺中随机抽取２５０只，分别用游标卡尺和分析天平

最大，４、５月变异较小。钉螺的平均身长表现出同平

测量其身长、体重和旋数等体型指标。计数每框的

均旋数相同的变化趋势。１—５月间钉螺平均身长逐

钉螺总数，经压螺法鉴定死活后计数每框的活螺数，

渐上升至最大值（５．９４ ｉｌｌｌｎ），６月后逐步下降，至ｌＯ

随机抽样解剖钉螺确定性别构成。

月达到最低值（４．２１ ｍｎｌ），１１月后又逐步升高，至１２月

２．统计学分析：在Ｅｘｃｅｌ数据库中录入钉螺数

达到高值。２００９年ｌ一５月钉螺的平均身长与２００８年保

据，计算各月的活螺平均密度，钉螺平均身长、平均

持着—致的变化趋势。每月钉螺的身长变异（±ｓ）较大

体重和平均旋数等指标。在ＳＰＳＳ １６．０软件中绘制

且不一致，其中４、５月变异较小，９、１０月变异较大，尤其

活螺平均密度和钉螺体型指标的时间分布图；以身

是１０月。ｌ一６月间钉螺的平均体重保持相对稳定的

长≥５ ｍｍ和＜５ ｉｎｔｏ为标准区分成幼螺［７】，并绘制

水平，稍微波动并呈增大的趋势，７月后逐渐减低，

成幼螺的时间分布图；绘制性别构成和钉螺交配对

至１０月达最低值（０．００８８ ｇ），１１月后又逐渐增大，至

数的时间分布图。探索活螺平均密度和体型均值的

１２月达到高值。每月钉螺体重的变异（±ｓ）较大且

变化趋势，钉螺的新老交替时间及其交配对数的时

不一致，其中４、５月较小，１０月最大。

间分布等，从数量和结构上来探索钉螺世代交替的

综上所述，三种体型均值表现出基本一致的时
间变化趋势，呈现循环往复的动态变化过程。各均

动态变化规律。
结

果

１．研究现场的基本情况：研究现场地处普格县

值的变异（±ｓ）在５月最小，ｌＯ月最大。
４．成幼螺构成的时间分布：以钉螺身长≥５

ｒｅ．ｉｎ

和＜５ ｍｍ为标准判断成幼螺‘７】。如图３所示，１—５月

城附近，海拔约１４２８ ｍ，具有干湿季节分明的特

间幼螺比例逐渐下降，其中５月主要是成螺，约占总

点。干旱季节从１１月开始，到次年的５月中下旬结

数的９６．１４％，幼螺所占比例最低。６月后幼螺比例逐

束，降水量约占全年总降水量的ｌＯ％；雨季从６月开

步升高，在１０月超过成螺成为优势螺，占６７．２０％。１１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６月第３１卷第６期Ｃｈｉｎ

·６８３·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ｕｎｅ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６

在各月份间存在差异（２００８年：ｆ＝１５．３３，Ｐ－－０．０８２；
２００９年：Ｚ＝１２．１２，Ｐ＝Ｏ．０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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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生态情况下观察各月份的钉螺交配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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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四川省普格县幼螺、成螺的时间分布

月后幼螺比例逐减下降。２００９年ｌ一７月成幼螺构成
的变化趋势与２００８年相吻合。２００９年２—７月成幼
螺之比（成螺总数／幼螺总数）的时间变化趋势与２００８
年几乎完全一致（图４）。因此，可以认为钉螺存在一
个新老交替过程，而且可以重复。

到最大值，６月后逐渐下降，１２月和次年１月接近于
“０”水平。２００９年２—５月问钉螺交配对数的变化趋
势与２００８年相同。可见每年４—６月钉螺交配对数
较多，为其主要的繁衍期。
讨

论

本文结果显示研究现场全年均有活螺存在，其
平均密度呈现高低波动变化。这与现场地区的温度
变化相适应，在此区间内（８．６７。２２．１８℃）钉螺均能

够存活，但是各月的平均密度不同。同时，活螺平均
密度也受降水的影响，总体趋势为旱季（１１月至次年
５月）密度较低，雨季（６一１０月）密度较高，其中１０月
份的活螺密度最高。ｌｏ月钉螺数变异较大。可能是
因为该月幼螺数量超过了成螺，而幼螺的存活在各
螺框表现出不稳定性，造成结果的变异较大。赵文
图４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四川省普格县成幼螺比的时间分布

贤等旧’在四川两昌地区研究发现钉螺密度从６月开
始上升，９月达最高。与本次研究结果存在差异，可

５．钉螺性别构成和交配对数的时间分布：如图５
所示，各月钉螺的性别构成呈现波动变化，其中４月

能与钉螺样本没有及时解剖处理（２００８年奥运会期
间生物样本的携带受限）导致死亡率较高有关。

雌性钉螺所占比例最高，此后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钉螺三种体型均值均表现出一致的时间变化趋

一年的绝大多数月份中，雌性钉螺数量均高于雄

势，１—５月间逐渐升高至最大值，７月后逐渐降低，

性。对这两年各月份的钉螺性别构成分别做统计学

至１０月达到最低值，１１月后又逐渐升高，呈现循环

检验显示Ｐ值均＞０．０５，尚不能说明钉螺的性别比例

往复的动态变化过程。而各体型均值的变异在５月

主堡煎堑疸堂盘查！！！！堡！旦箜！！鲞箜§塑堡垒垫！坠ｉ堡！里ｉ！！！！坚！！！！！！№！：！！！堕！：！

最小，１０月最大，推测可能与５月绝大部分为成螺，

综上所述，本研究现场（山区）钉螺幼螺全年存

１０月主要为幼螺，而成螺个体间变异较小，幼螺处

在，除１０月外的其他各月份，成螺均为优势螺。钉

于发育变化阶段彼此问变异较大有关。说明钉螺的

螺存在一个循环往复的世代交替过程，该过程在５

身长、旋数和体重存在一个动态更替过程，从数量上

月开始，于１０月完成，钉螺种群呈现动态平衡。

证明了山区钉螺存在世代交替的可能性。
吴兴等ｎ３研究云南钉螺螺口交替时分析认为采
用／＞５ ｍ１１１区分成幼螺较为科学。结合现场调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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