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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分型研究
Ⅱ．鼠疫自然疫源地分型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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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千姿百态，自然地理环境变化万千，直接
反映到鼠疫自然疫源地，进而影响到物种生存起源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ｐｌａｇｕｅ

的差别。即使在同一块鼠疫自然疫源地，也存在好

进化和遗传演化的发展。动物鼠疫在自然界的存在

发区、波及区和非疫源地区。在动物鼠疫的流行时
间上，则存在年际和季节之间的差别。在相对独立

是以鼠疫菌、鼠疫宿主、鼠疫媒介之间食物链和空间

的鼠疫自然疫源地之间的鼠疫宿主、媒介、病原体的

接触为基础，在进化中形成鼠疫生物群落，并在一定

差别就更为显著。对此，人们很早就试图对鼠疫自
然疫源地进行科学分类和分型研究。到目前为止，

鼠疫生物地理环境条件下自然组合形成鼠疫生物地
理群落——即鼠疫自然疫源地。鼠疫生物地理群落
受相应生态、生理、遗传诸多因素的影响，相互依赖，

至少有几十种不同的分型法模式，都各有侧重，但往

相互制约，相互适应，自然选择，同步进化，维持鼠疫

观的将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差别区分开来，然而由于调

自然疫源性，维护鼠疫生物群落的种族延续。从生

查研究不充分，掌握鼠疫资源不完整，现在还没能做

态学视角看鼠疫自然疫源地，可以看做是依附于陆

到对鼠疫自然疫源地科学分类。长期以来，学术界做

生生态系统中特殊的鼠疫生物群落，在进化历史的

了不懈的努力，建立了不同分型标准和分型模式。现

长河中形成了牢固的统一体“鼠疫生物地理群落超

就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分型法模式做简要介绍。

级有机体”。

鼠疫自然疫源地客观上存在类型差异，早已为

往带有一定的人为性和片面性。人们试图尽可能客

一、单一学科分型法模式
１．鼠疫菌生物型分型法模式：是鼠疫菌最早最

人们所公认。动物鼠疫的流行和鼠疫病原体的存
在，并不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保持的。与此

原始的分型法模式。由于分型指标简单、分辨率低，

相反，不同鼠疫自然疫源地在时空分布上存在悬殊

生物型是鼠疫菌起源进化最稳定的指征，素有“鼠疫
菌起源进化活化石”之称，是鼠疫自然疫源地分型研

还不能作为鼠疫自然疫源地分型标准，但是鼠疫菌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２．０２．０２４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２１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研究所协和医学
院比较医学研究中心（方喜业）；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
研究所（杨瑞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传染病
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刘起勇）；云南省地方病研究所（董兴齐）；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张荣祖）；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许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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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不可或缺的指征标准。１９５１年，Ｄｅｖｉｇｎａｔ根据鼠

疫菌对硝酸盐还原和对甘油的酵解能力将鼠疫菌分
为三个生物型：古典生物型（Ｂｉｏｖｅｒｓ）、中世纪生物
型（Ｍｅｄｉａｅｖａｌｉｓ）、东方生物型（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ｓ）。１９９７年
周冬生根据鼠疫菌对阿胶糖酵解能力，提出第四个
生物型：田鼠生物型（Ｍｉｃｒｏｔ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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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鼠疫菌生态型分型法模式：１９９０年，纪树立

几代中国鼠疫学者用集体的智慧整合了百年中国鼠

根据鼠疫菌对糖醇酵解能力、脱氮、营养性、血色素

疫科学研究成果，分析了中国乃至世界鼠疫自然疫

沉着稳定性、电泳型、内毒素含量多项指标，将中国
鼠疫菌分为Ａ、Ｂ、Ｃ、Ｄ、Ｅ ５群，１７个生态型。作为区

源地生物学的基本规律，寻求到鼠疫生物地理群落
指征，两级分型法，三项指征命名法ｎ卜３０］。回顾鼠疫

划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分型研究指标。

自然疫源地分型研究的历史，“方法学”在现代科学

３．鼠疫菌ＤＦＲ基因组型／ＭＬＶＡ基因组型分型

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往往由于技术方法不

法模式：方法先进、稳定性高、操作简便、重复性好、
分辨率高，是鼠疫自然疫源地较好的分型法。它解

当导致失败的经验教训屡见不鲜。在此侧重对鼠疫
生物地理群落指征，两级分型法，三项指征命名法做

决了传统表型分型法分辨率低、不稳定的难题。应

重点介绍。

用分子生物学技术深化了对鼠疫菌基因组学的应用
研究，推动了鼠疫生物学的研究进展，为鼠疫科学的
发展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口。７１。

三、鼠疫生物地理群落指征、两级分型法、三项

指征命名法
１．鼠疫生物地理群落指征：鼠疫生物地理群落

４．鼠疫宿主分型法模式：１ ９６５年，ｆＩｅＢｒｉ睛３根据鼠

是由四大要素（指征）组成：指征一：鼠疫生态地理景

疫宿主的生物学特征将其分为旱獭型、黄鼠型、沙鼠

观型；指征二：鼠疫菌主要基因组型；指征三：鼠疫主

型、家鼠型、田鼠型５型。因其粗放并未得到推广。

要宿主；指征四：鼠疫主要媒介。

５．鼠疫自然疫源地地理分布与空间结构分型法

（１）鼠疫生态地理景观型指征标准：①将鼠疫动
物疫情资料标注到鼠疫生态地理景观图上，做到鼠

模式，最具有代表性的有：
（１）１９５９年ＣＩ）ｅＨＩＯＫ［９１提出地带性分型法模式，根

疫主要宿主分布、鼠疫主要媒介分布、鼠疫菌主要基

据鼠疫自然疫源地地理分布与空问结构，把鼠疫自

因组型疫点分布三要素整合。②将鼠疫主要宿主、

然疫源地划分为若干不同地带眭等级。鼠疫自然疫
源地带：世界鼠疫自然疫源地；独立鼠疫自然疫源

鼠疫主要媒介疫点分布连接起来，作为鼠疫生态地理
景观型一级分型指标。将鼠疫菌主要基因组型疫点

地：洲际之间疫源地；相对独立鼠疫自然疫源地：由

分布区连接起来，作为生态地理景观亚型二级分型指

若干中疫源地组成的由江、河、湖、海、高山、沙漠等
较大自然屏障隔绝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疫源地；中

标。③根据鼠疫生态地理景观指征标准，确定鼠疫生
态地理景观型和鼠疫生态地理景观亚型特征。

疫源地：由若干基础疫源地组成的有较明显自然景

（２）鼠疫菌主要基因组型指征标准：①鼠疫菌差

观差异的疫源地；基础疫源地：有较明显的自然生

异区段（ＤＦＲ）基因组型分型法。②鼠疫菌多位点串
连重复序列（ＭＬＶ：ｆ～）基因组型分型法。③鼠疫菌生

境差异的疫源地。
（２）１９６５年，ＰａＪＩｚｂｎ叭根据疫源地牢固程度、宿主

物型分型法。④将分布在各鼠疫自然疫源地与宿

及动物鼠疫流行特点，将疫源地划分为一次性鼠疫
自然疫源地、二次性鼠疫自然疫源地、牢固而积极活

主、媒介、鼠疫生态地理景观型具有相关性的鼠疫菌
优势基因组型，定为鼠疫菌主要基因组型，其余定为

动的疫源地和不稳固的活动性弱的疫源地、边缘输

次要基因组型。⑤鼠疫菌主要基因组型指征命名标

入性疫源地，将亚洲鼠疫自然疫源地分为１６个不同

准：首发地名（或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地名）＋鼠疫菌
ＤＦＲ主要基因组型／鼠疫菌ＭＬＶＡ主要基因组型。⑥

类型。

二、综合学科分型法模式

鼠疫菌生物型，根据鼠疫菌对糖醇代谢的不同和鼠疫

１．鼠疫菌型与鼠疫自然疫源地分型法模式：

主要宿主的不同，将鼠疫菌划分为４个生物型：古典

１９７３年，ＭａｐＴＨＨｅＢＣＫｎ话［１１ ３鼠疫菌类型与鼠疫自然疫

生物型、中世纪生物型、东方生物型、田鼠生物型。

源地分型联系起来。将世界部分鼠疫自然疫源地获

（３）鼠疫主要宿主指征标准：①鼠疫菌主要基

得的５５９个鼠疫菌株分成１６个类型，并与鼠疫自然
疫源地相关性做了分析。

因组型的长期优势带菌者；②与鼠疫菌主要基因组
型生态位相适应的宿主；③具有鼠疫菌主要基因组

２．鼠疫生物地理群落指征分型法模式：１９８１年，

型相对感受性、敏感性、抗性的宿主；④具有频率较

方喜业提出了鼠疫生物地理群落指征，两级分型法，

高菌血症的宿主；⑤冬眠或隐性带菌的宿主；⑥各

三项指征命名法。１９８８年在《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

疫源地分布广泛的优势动物宿主；⑦具季节性、周
期性的动物鼠疫的宿主；⑧洞穴结构，直接为媒介

一文中正式发表，３０年来在国内已被广泛应用口“。

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分型研究经历了３０年，经

昆虫，间接为鼠疫菌生存创造了稳定的小气候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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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鼠疫主要宿主；⑨对形成鼠疫生物群落，维

山高寒草甸草原鼠疫生态地理景观亚型；Ｃ４中昆仑山高寒

持鼠疫自然疫源性，维护鼠疫生物群落种族延续起

草原鼠疫生态地理景观亚型；Ｃ５冈底斯山唐古拉山高寒草

主要作用宿主。

原鼠疫生态地理景观亚型。

（４）鼠疫主要媒介指征标准：①鼠疫的特异性传
播媒介；②鼠疫主要宿主的主要寄生蚤；③具有能形

Ｄ蒙古高原典型草原鼠疫生态地理景观型：Ｄ１呼伦贝尔
典型草原鼠疫生态地理景观亚型。
Ｅ察哈尔丘陵松辽平原典型草原鼠疫生态地理景观型：

成相对较高频率菌栓的媒介；④与鼠疫菌主要基因
组型生态位相适应媒介；⑤具有传播鼠疫菌的特异

Ｅ１察哈尔丘陵（松辽平原）典型草原鼠疫生态地理景观亚型。

性结构与功能和主动寻求寄主本能的媒介。

黄土高原半荒漠草原鼠疫生态地理景观亚型。

Ｆ甘宁黄土高原荒漠草原鼠疫生态地理景观型：Ｆ１甘宁

２．鼠疫生物地理群落指征两级分型法：第一级：
鼠疫自然疫源地型＝鼠疫生态地理景观型＋鼠疫主

Ｇ蒙古高原荒漠草原鼠疫生态地理景观型：Ｇ１鄂尔多斯
荒漠草原鼠疫生态地理景观亚型。
Ｈ准噶尔盆地荒漠鼠疫生态地理景观型：Ｈ１阿拉山口荒

要宿主；第二级：鼠疫自然疫源地亚型＝鼠疫生态地
理景观亚型＋鼠疫主要宿主＋鼠疫菌主要基因组型。

漠鼠疫生态地理景观亚型。
Ｉ青藏高原高寒草甸草原鼠疫生态地理景观型：１１石渠

３．鼠疫生物地理群落三项指征命名法：指征一：
鼠疫生态地理景观型；指征二：鼠疫主要宿主；指征
三：鼠疫菌主要基因组型。三项指征命名法中未采

高寒草甸草原鼠疫生态地理景观亚型。
Ｊ蒙古高原荒漠草原鼠疫生态地理景观型：Ｊ１锡林郭勒
荒漠草原鼠疫生态地理景观亚型。

用鼠疫主要媒介指征，因为鼠疫主要媒介都是鼠疫
主要宿主的主要寄生蚤，故略去。根据鼠疫生物
地理群落指征标准建立了标准模式图（图１）。

Ｋ滇西南横断山三江并流纵谷鼠疫生态地理景观型：Ｋ１
横断山三江并流纵谷剑川鼠疫生态地理景观亚型；Ｋ２横断山
三江并流纵谷丽江鼠疫生态地理景观亚型。

四、鼠疫生物地理群落指征分型标准命名

’

Ｌ滇闽粤川平原居民区农田鼠疫生态地理景观型：Ｌ１滇

１．鼠疫生态地理景观型、鼠疫生态地理景观亚
型分型标准命名：

闽粤川平原（居民区农田）鼠疫生态地理景观亚型。

Ａ天山森林草原鼠疫生态地理景观型：Ａ１西段森林草

２．鼠疫主要宿主标准命名：灰旱獭（Ｍａｒｍｏｔａ
ｂａｉｂａｃｉｎａ，Ｂｒｕｎａｌｔ，１８４３），长尾旱獭（Ｍａｒｍｏｔａ

原鼠疫生态地理景观亚型；Ａ２中段森林草原鼠疫生态地理

ｃａｕｄａｔａ，Ｊａｇｕｅｍｏｎｔ，１ ８４４），喜马拉雅旱獭（Ｍａｒｍｏｔａ

景观亚型；Ａ３东段森林草原鼠疫生态地理景观亚型。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ａ，Ｈｏｄｇｓｏｎ，１８４１），西伯利亚旱獭

Ｂ帕米尔高原南天山高寒草原鼠疫生态地理景观型：Ｂ１
帕米尔高原（南天山）高寒草原鼠疫生态地理景观亚型。
ｃ青藏高原高寒草甸草原，高寒草原鼠疫生态地理景观
型：ｃ１巴颜喀拉山高寒草甸草原鼠疫生态地理景观亚型；Ｃ２
念唐古拉山高寒草甸草原鼠疫生态地理景观亚型；Ｃ３祁连

（Ｍａｒｍｏｔａ

ｓｉｂｉｒｉｃａ，Ｒａｄｄｅ，１８６２），长尾黄鼠

（Ｓｐｅｒｍｏｐｈｉｌｕｓ ｕｎｄｕｌａｔｕｓ，Ｐａｌｌａｓ，１７７８），达乌尔黄鼠
（Ｓｐｅｒｍｏｐｈｉｌｕｓ ｄａｕｒｉｃｕｓ，Ｂｒｕｎｄｔ，１８４３），阿拉善黄鼠
（Ｓｐｅｒｍｏｐｈｉｌｕｓ

ａｌａｓｈａｎｉｃｕｓ，Ｂｔｉｃｈｎｅｒ，１ ８８８），长爪沙鼠

（Ｍｅｒｉｏｎｅｓ ｕｎｇｕｉｃｕｌａｔｕｓ，Ｍｉｌｎｅ—Ｅｄｗａｒｄｓ，
鼠疫自然疫源地型

１８６７），大沙鼠（Ｒｈｏｍｂｏｍｙｓ

ｏｐｉｍｕｓ，

Ｌｉｃｈｔｅｎｓｔｅｉｎ，１８２３），青海田鼠
鼠疫生态地理景观型（名）ｌ

＋

Ｉ鼠疫主要宿主（名）

青藏高原高寒草甸高寒草原ｌ

＋

Ｉ

喜马拉雅旱獭

（Ｌａｓｉｏｐｏｄｏｍｙｓ ｆ瑚ｃｕｓ，Ｂｆｉｃｈｎｅｒ，１８８９），

布氏田鼠（Ｌａｓｉｏｐｏｄｏｍｙｓ

ｂｒａｎｄｔｉｉ，

Ｒａｄｄｅ，１８６１），玉龙绒鼠（Ｅｏｔｕｅｎｏｍｙｓ
ｐｒｏｄｉｔｏｒ，Ｈｉｎｔｏｎ，１９２３），高山姬鼠（齐氏
姬鼠）（Ａｐｏｄｅｍｕｓ

鼠疫自然疫源地亚型

ｃｈｅｖｒｉｅｒｉ，Ｍｉｌｎｅ．

Ｅｄｗａｒｄｓ，１８６８），黄胸鼠（Ｒａｔｔｕｓ
ｔａｎｅｚｕｍｉ，Ｔｅｍｍｉｎｃｋ，１８４４）。

鼠疫生态地理景观亚型（名）ｌ＋Ｉ鼠疫主要宿主（名）ｌ＋ｌ鼠疫菌主要基因组型（名）

３．鼠疫主要媒介标准命名：人蚤
（Ｐｕｌｅｘ ｉｒｒｉｔａｎｓ），印鼠客蚤（Ｘｅｎｏｐｓｙｌｌａ

念唐古拉山高寒草甸草原ｌ＋ｌ

喜马拉雅旱獭

ｌ＋Ｉ

那曲６型

ｃｈｅｏｐｉｓ），同形客蚤指名亚种
（Ｘｅｎｏｐｓｙｌｌａ 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ｓ 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ｓ），簇鬃
客蚤（Ｘｅｎｏｐｓｙｌｌａ ｓｋ咖ｂｉｎｉ），二齿新蚤

图１

鼠疫生物地理群落指征、两级分型法、三项指征命名法标准模式图

（Ｎｅｏｐｓｙｌｌａ ｂｉｄｅｎｔａｔｉｆｏ胤括），阿巴盖新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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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ｏｐｓｙｌｌａ ａｂａｇａｉｔｕｉ），近代新蚤东方亚种（ＮｅｏｐｓｙＵｏ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特新蚤指名亚种（ＮｅｏｐｓｙＵｏ

ｐｌｅｓｋｅｉ

·２３７·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２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锐额狭臀蚤（Ｓｔｅｎｉｓｃｈｉａ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ｒｏｎｔｉｓ），腹

５．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分型标准命名：
鼠疫自然疫源地型排序代码是用英文字母；鼠
疫自然疫源地亚型排序代码是用阿拉伯数字。

ｖｅｎｔｒｉｃｏｓａ），光亮额

Ａ天山森林草原灰旱獭长尾黄鼠疫源地型：Ａｌ西段森林

蚤（Ｆｒｏｎｔｏｐｓｙｌｌａ ｌｕｃｕｌｅｎｔａ），棕形额蚤指名亚种

草原灰旱獭长尾黄鼠温泉１ａ型疫源地亚型；Ａ２中段森林草

窦纤蚤深广亚种（Ｒｈａｄｉｎｏｐｓｙｌｌａ

（Ｆｒｏｎｔｏｐｓｙｌｌａ

ｌｉ

ｓｐａｄｉｘ），角尖眼蚤指名亚种

ｓｐａｄｉｘ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ｐｓｙｌｌａ ｐｒａｅｆｅｃｔａ ｐｒａｅｆｅｃｔａ），原双蚤田野亚

种（Ａｍｐｈｉｐｓｙｌｌａ
（Ａｍｐｈｉｐｓｙｌｌａ

ｐｒｉｍａｒｉｅｓ

ｔｕｔａ

ｍｉｔｉｓ），直缘双蚤指名亚种

ｔｕｔａ），谢氏山蚤（Ｏｒｏｐｓｙｌｌａ

原灰旱獭长尾黄鼠精河３型疫源地亚型；Ａ３东段森林草原灰
旱獭长尾黄鼠玛纳斯２ａ型疫源地亚型。
Ｂ帕米尔高原南天山高寒草原长尾旱獭灰旱獭疫源地
型：Ｂ１帕米尔高原（南天山）高寒草原长尾旱獭灰旱獭乌恰
４ａ型疫源地亚型。

ｓｉｌａｎｔｉｅｗｉ），方形黄鼠蚤蒙古亚种（Ｃｉｔｅｌｌｏｐｈｉｌｕｓ

Ｃ青藏高原高寒草甸草原，高寒草原喜马拉雅旱獭疫源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ｓ），方形黄鼠蚤松江亚种

地型：ｃ１巴颜喀拉山高寒草甸草原喜马拉雅旱獭扎多５型疫

ｔｅｓｑｕｏｒｕｍ

（Ｃｉｔｅｌｌｏｐｈｉｌｕｓ

ｓｕｎｇａｒｉｓ），方形黄鼠蚤七河

源地亚型；Ｃ２念唐古拉山高寒草甸草原喜马拉雅旱獭那曲６

ｄｚｅｔｙｓｕｅｎｓｉｓ），细沟盖蚤

型疫源地亚型：ｃ３祁连山高寒草甸草原喜马拉雅旱獭祁连８

ｓｐａｒｓｏｌｉｓ），斧形盖蚤（Ｃａｌｌｏｐｓｙｌｌａ

型疫源地亚型：ｃ４中昆仑山高寒草原喜马拉雅旱獭和田１１

ｔｅｓｑｕｏｒｕｍ

亚种（Ｃｉｔｅｌｌｏｐｈｉｌｕｓ
（Ｃａｌｌｏｐｓｙｌｌａ

ｔｅｓｑｕｏｒｕｍ

ｄｏｌａｂｒｉｓ），秃病蚤蒙冀亚种（Ｎｏｓｏｐｓｙｌｌｕｓ

ｌａｅｖｉｃｅｐｓ

型疫源地亚型：ｃ５冈底斯山唐古拉山高寒草原喜马拉雅旱

ｋｕｚｅｎｋｏｖｉ），秃病蚤田鼠亚种（Ｎｏｓｏｐｓｙｌｌｕｓ

ｌａｅｖｉｃｅｐｓ

獭仲巴１０１型疫源地亚型。

ｅｌｌｏｂｉｉ），不等单蚤（Ｍｏｎｏｐｓｙｌｌｕｓ ａｎｉｓｕｓ），缓慢细蚤
（Ｌｅｐｔｏｐｓｙｌｌａ ｓｅｇｎｉｓ），臀突客蚤（Ｘｅｎｏｐｓｙｌｌａ ｍｉｎａｘ），长
吻角头蚤（Ｅｃｈｉｄｎｏｐｈａｇａ ｏｓｃｈａｎｉｎｉ），矩凹黄鼠蚤原
始亚种（Ｃｉｔｅｌｌｏｐｈｉｌｕｓ

ｌｅｂｅｄｅｗｉ

ｐｒｉｎｃｅｐｓ）。（注：黑体字

为中国鼠疫特异性主要媒介）。
４．鼠疫菌主要基因组型标准命名：
（１）鼠疫菌ＤＦＲ／ＭＬＶＡ主要基因型标准命名：
见表１。
表１鼠疫菌ＤＦＲ／ＭＬＶＡ主要基因型标准命名

Ｄ蒙古高原典型草原西伯利亚旱獭达乌尔黄鼠疫源地
型：Ｄ１呼伦贝尔典型草原西伯利亚旱獭达乌尔黄鼠满洲里
１０１型疫源地亚型。
Ｅ察哈尔丘陵松辽平原典型草原达乌尔黄鼠疫源地型：
Ｅ１察哈尔丘陵（松辽平原）典型草原达乌尔黄鼠通辽１０２型疫
源地亚型。

、

’

Ｆ甘宁黄土高原荒漠草原阿拉善黄鼠疫源地型：Ｆｌ甘宁
黄土高原半荒漠草原阿拉善黄鼠海原１３型疫源地亚型。
Ｇ蒙古高原荒漠草原长爪沙鼠疫源地型：Ｇ１鄂尔多斯荒
漠草原长爪沙鼠二连１１１型疫源地亚型。
Ｈ准噶尔盆地荒漠大沙鼠疫源地型：Ｈ１阿拉山口荒漠大
沙鼠阿拉山口１５型型疫源地亚型。
Ｉ青藏高原高寒草甸草原青海田鼠疫源地型：１１石渠高
寒草甸草原青海田鼠石渠１４１型疫源地亚型。
Ｊ蒙古高原荒漠草原布氏田鼠疫源地型：儿锡林郭勒荒
漠草原布氏田鼠阿巴嘎１４２型疫源地亚型。
Ｋ滇西南横断山三江并流纵谷玉龙绒鼠高山姬鼠疫源
地型：Ｋ１横断山三江并流纵谷剑川玉龙绒鼠高山姬鼠剑川７
型疫源地亚型；Ｋ２横断山三江并流纵谷丽江玉龙绒鼠高山
姬鼠（基因组型待定）疫源地亚型。
Ｌ滇闽粤川平原居民区农田黄胸鼠疫源地型：Ｌ１滇闽粤
川平原（居民区农田）黄胸鼠弥渡９型疫源地亚型。

五、鼠疫自然疫源地分型的依据
鼠疫自然疫源地是由鼠疫菌、鼠疫宿主、鼠疫媒
介和鼠疫生态地理景观四大要素组成。从某种意义
上说，鼠疫生态地理景观更为重要，可以认为它是形
成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基础的基础。以喜马拉雅旱獭
鼠疫自然疫源地为例，虽然分布很广，几乎遍布蒙古
（２）鼠疫菌生物型标准命名：①古典生物型、②
中世纪生物型、③东方生物型、④田鼠生物型。

区、青藏区、西南区、中南区四大动物区系范围，在这

广大区域中自然地理环境型多样，那里既有藏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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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昆仑山、横断山、喜马拉雅极高山，也有青藏高原
半湿润区草甸与针叶林带、青藏高原半干旱区森林
与草甸草原带、青藏高原干旱区干旱荒漠带、高寒荒
漠带。上述这些都是较大的景观型，如果再进一步
划分，就会更加繁杂多样。不是所有地块都能形成
鼠疫自然疫源地，而能形成鼠疫自然疫源地发育最

佳区域是青藏高原高寒草甸草原高寒草原带。这是
因为鼠疫生态地理景观要素（气候、土壤、植被）决定
了鼠疫主要宿主分布，而鼠疫主要宿主又决定了鼠
疫媒介和鼠疫病原体的分布。因此，鼠疫生态地理
景观型也就决定了喜马拉雅旱獭鼠疫自然疫源地的
分布，同时也决定了鼠疫宿主、鼠疫媒介种属和鼠疫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２

Ｍｉｃｒｏｂｉ０１．２００６．１８６（２）：１５ｌ一１５９．
ａ１．Ｙｅｒｓｉｎｉａ ｇｅｎｏｍ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ｉｓｃｌｏｓｅｄ

［５］ＷａｎｇＸ，ＨａｎＹ，ＬｉＹ，ｅｔ
ｂｙ

Ｙｅｒｓｉｎｉａ

ｐｅｓｔｉｓ

ＤＮＡ

ｇｅｎｏｍｅ－ｗｉｄｅ

ｍｉｃｒｏａｒｒａｙ．Ｃａｎ

［６］ＬｉＹ，ＣｕｉＹ，ＨａｕｃｋＹ，ｅｔ
ｏｆ

Ｙｅｒｓｉｎｉａ

ｐｅｓｔｉｓ

ａ１．Ｇｅｎｏｔｙｐｉｎｇ ａｎｄ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ＬＶＡ：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ｂｙ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ｐｌａｇｕｅ

ｉｎｔｏ

ｆｏｃｉ．ＰＬｏ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Ｏｎｅ，２００９，４（６）：

ｅ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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