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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人群和羊群
肝包虫病现场筛查报告
李海涛

宋涛段新宇

【摘要】

齐新伟

冯晓辉王云海温浩

目的了解新疆和布克赛尔县人群和羊群肝包虫病感染情况，以评价包虫病防控

措施。方法在和布克赛尔县采用现患筛查的抽查方法，以肝包虫病超声声像图特征作为诊断标
准，现场筛查人群和羊群肝包虫病，并比较分析不同筛查点患病情况。结果超声声像图显示，人
群肝包虫病检出率为４．４％（２３／５２１），囊性包虫病检出率为４．０％（２１／５２１），泡性包虫病检出率为
ｏ．８％（４／５２１），羊群感染率为３．８％（７／１８０）。５个筛查点中查干库勒乡人群和羊群感染率最高，人群
检出率与其他各筛查点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羊群检出率与巴音傲瓦乡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Ｚ２＝４．８２５９，Ｐ＝０．０２８０），作为包虫病中间宿主绵羊的感染率高于人群。结论和布克赛尔县人
群和羊群肝包虫病仍呈高流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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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虫病是全球性分布的人畜共患疾病¨，引，在

查腹部Ｂ超。结果记为：１＝正常；２＝ＣＥ（包括病术

我国西北五省区为常见地方病ｂ１，其中新疆地区属

后复发患者）；３＝ＡＥ；４＝可疑患者；５＝单纯钙化

特高发疾病。新疆和布克赛尔县是入畜包虫病高

灶；６＝其他腹部疾病（例如胆结石、胆囊炎）。

发区Ｈ１，历史报道囊性包虫病（ｃＥ）高发，但泡性包

（２）羊群筛查：聚集查乡和巴乡２个羊群作为羊

虫病（ＡＥ）尚无流行病学资料。为了解该县包虫病
中间宿主人群及羊群的患病情况，评价和制定预

群的筛查对象，对每只羊肝脏区局部进行脱毛处理，
使用Ｂ超仪进行肝脏Ｂ超检查口】。记录筛查出的每

防控制措施，于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６ Ｅｔ至５月１日调查该

只可疑细粒棘球绦虫感染的羊，分为钙化灶和细粒

县５个乡（牧场）人群和其中２个乡的羊群肝包虫

棘球囊肿（Ｅ．ｇ）。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ｘｃｅｌ程序录入数据，应用
ＰＥＭＳ ３．０医学统计软件分析比较人群和羊群检出

病情况。
对象与方法

率，采用岔检验分析结果，统计学检验均为双侧检
验，Ｐ＜Ｏ．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１．调查对象：选择和布克赛尔县那仁和布克牧
场（牧场）、查干库勒乡（查乡）、查和特乡、巴音傲包

结

乡（巴乡）和铁布肯乌散乡（铁乡）作为人群调查点，

果

选择查乡和巴乡作为羊群调查点。其中人群调查

１．人群筛查：牧场新发病例１例（ＣＥ２），术后复

５２１人，包括牧场居民１９２人、查乡居民１６４人，查和
特乡居民４２人，巴乡居民７９人、铁乡居民４４人。其

发病例７例，无复发病例１３例，检出率为４．１％；查乡
新发病例３例（１例ＣＥｌ、２例ＣＥ２），术后复发病例７

中男性１９２人，女性３２９人，年龄４。７３岁（平均３８．０

例（２例ＣＥ２、１例ＣＥ３、２例ＣＥ４、２例ＣＥ５），另迁居

岁）。羊群普查１８０只，包括查乡绵羊７０只和巴乡绵
羊１１０只。其中雄性绵羊６７只，雌性绵羊１１３只，所

布斯屯格乡２例ＡＥ病例（１例为术后根治，１例术后
病灶有残留采用抗包虫药物治疗），术后无复发病例

有绵羊齿龄为１～４年。

１８例，检出率为７．３％；查和特乡２例术后钙化灶，无

２．调查方法：采用美国ＧＥ公司ＬＯＧＩＱ Ｂｏｏｋ
笔记本式彩色多普勒超声波诊断仪（Ｂ超仪），腹部

明显复发，１例ＣＥ２（３次手术后复发），１例ＣＥ４（１次

探头频率３．５ ＭＨｚ，常规扫查肝脏ｂ］。ＣＥ按照

手术后复发），检出率为４．７％；巴乡Ｉ例ＣＥ４，未手术
采用药物治疗，检出率为１．２％；铁乡３例术后无复发

ＷＨＯ／ＩＷ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影像学分型标

病例（表１）。

准分型（ＣＥＩ：单子囊型；ＣＥ２：多子囊型；ＣＥ３：内囊
塌陷坏死型；ＣＥ４：实变型；ＣＥ５：钙化型），ＡＥ按照

２．羊群筛查：查乡筛查出肝脏钙化灶羊５只，患
细粒棘球蚴病羊６只（其中１只宰杀后证实肝脏多发

ＰＮＭ分型标准分型［６］。除肝脏包虫病术后病例，具

细粒棘球蚴病），感染率为８．５％；巴乡筛查出肝脏钙

有典型肝包虫声像特征者确定为阳性患者。

化灶羊１６只，患细粒棘球蚴病羊１只，感染率为

（１）人群筛查：采用个人自愿参加的原则，在各
牧场及乡卫生院建立临时调查点，培训当地精通蒙

０．９％。两乡羊感染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语及哈萨克语言的医务人员作为翻译，登记所有参

３．中间宿主感染情况评估：作为细粒棘球绦虫

与者，并进行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基本信息、与包虫
病相关病史、手术史、治疗方式等。每名被调查者检

感染的中间宿主，查乡羊群感染高于人群，而巴乡人

４．８２５９。Ｐ＝０．０２８０）。

群与羊群的感染情况接近，感染水平均较低（表２）。

表１新疆和布克赛尔县包虫病筛查点患者例数及检出率
病
筛查点

雯蠢

ＣＥｌ

ＣＥ２

例

数

ＣＥ３

ＣＥ４

ＣＥ５

新发

复发

新发

复发

新发

复发

新发

新发

复发

新发

牧场

１９２

０

０

ｌ

４

０

０

Ｏ

Ｏ

Ｏ

０

查乡

１６４

１

０

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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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新疆和布克赛尔县包虫病筛查点２种细粒棘球蚴病
中间宿主的感染情况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１２

的感染情况。不仅能够在短期内了解目标人群包
虫病患病及新发病例情况，而且有利于定期随访观
察包虫病复发、再发的情况，为包虫病的临床随访
提供有益的数据。而对于羊群的筛查则可用于监
测并初步评估该地区的包虫病的生态环境污染的
情况，为政府及卫生行政管理部门防治政策提供流
行病学依据。
（感谢和布克赛尔县人民政府、卫生局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

讨

论

及和布克赛尔县人民医院对本次调查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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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高于其他各乡，羊群患病率与巴乡相比存在显
著差异。分析原因，尽管两乡均为半农半牧地区，但
查乡犬只，特别是流浪犬随处可见，且牧民长期生活
在环境严重污染的区域，在犬一羊一人之间形成了完
整的棘球绦虫本地流行的生态循环圈，导致了该乡
的中间宿主严重感染。

和布克赛尔县近ｌｏ年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该地区是包虫病的高发地区，当地ＣＥ总患病率较
高［８１，此次调查有ＣＥ手术史的患者记录亦高达７，ｌ％
（３７／５２１）。ＣＥ新发病例的存在，说明该地区ＣＥ的
传播链依然存在，仍然处于高流行状态。该地区经
过多年的防控，尽管居民在既往的多次流行病学调
查中亦接受了相应的健康教育，改变了很多不良的
生活习惯，但是对于包虫病的重要传染源——犬的
防控工作仍欠缺。
本研究使用Ｂ超诊断的方法诊断人群和羊群的
肝包虫病，有较高的特异性且检出率高，操作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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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为包虫病筛查的主要手段。同时对作为包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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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应广泛应用于对流行区危险人群的定期筛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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