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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石渠县牦牛棘球蚴病
血清流行病学初步调查
张朝辉 1，华瑞其 2，徐

林 1，陈和强 1，杨光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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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了解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牦牛棘球蚴病流行状况，2017 年按照便利抽样原则，采集石渠县

17 个乡镇 2 047 头牦牛血清样品，通过 ELISA 试剂盒检测棘球蚴抗体，并使用 Excel 2013 和 SPSS 22.0 软件进
行数据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石渠县牦牛棘球蚴血清阳性率为 17.73%（363/2 047），不同乡镇间的血清阳性率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412.39，P ＜ 0.05）；位于东南方向乡镇的血清阳性率偏高（30.05%，281/935），与西

北方向乡镇（7.37%，82/1 11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79.08，P ＜ 0.05）；海拔处于 4 000 m 及以下乡镇的血

清阳性率（29.85%，306/1 025）较高，与处于 4 000 m 以上乡镇（5.58%，57/1 02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06.76，

P ＜ 0.05）；母畜（15.72%，128/814）和公畜（19.05%，235/1 233）血清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3.74，

P ＞ 0.05）；不同年龄牦牛均有阳性血清被检出，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0.33，P ＜ 0.05），其中幼年牦牛（9.29%，
13/140）低于成年牦牛（18.35%，350/1 90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35，P ＜ 0.05）。结果表明，石渠县牦
牛群中仍有一定程度的棘球蚴感染，且呈现一定的区域和年龄分布特征，东南方向的低海拔区域以及高龄牦牛
感染相对较严重。结果提示，石渠县应继续加强牦牛棘球蚴病防控和监测，将东南部的低海拔区域牦牛和高龄
牦牛列为防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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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prevalence of yak echinococcosis in Shiqu County，Ganzi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Sichuan Province，in 2017，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convenience sampling，2 047 yak serum samples
collected from 17 townships in the county were detected for antibodies against Echinococcus by ELISA kit，and the
produced data was analyzed by Excel 2013 and SPSS 22.0 softwa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erum positive rate
of Echinococcus was 17.73%（363/2 047）in the county，and the diﬀerence of serum positive rates among diﬀerent
townships was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χ2=412.39，P ＜ 0.05）；the serum positive rate was higher in south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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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nships（30.05%，281/935），which was of statistical signiﬁcance（χ2=179.08，P ＜ 0.05）with that in northwest

townships（7.37%，82/1 112）；and that in the townships at an altitude of 4 000 m or below was higher（29.85%，

306/1 025），which was of statistical signiﬁcance（χ2=206.76，P ＜ 0.05）with that in the townships at an altitude of

above 4 000 m（5.58%，57/1 022）；that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ﬁcance（χ2=3.74，P ＞ 0.05）in female（15.72%，
128/814）and male animals（19.05%，235/1 233）；positive serum samples were detected out from yaks at diﬀerent

ages，and the difference was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χ2=20.33，P ＜ 0.05），in which，the level was lower in

young yaks（9.29%，13/140）than in adult ones（18.35%，350/1 907）
，with statistical signiﬁcance of diﬀerence（χ2=7.35，
P ＜ 0.05）.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yaks were infected with echinococcosis to some extent，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 and age distribution，the infection in the areas with low altitude in southeast and old yaks were relatively
serious. Therefore，the disease should be further prevented，controlled and monitored in the county with a priority of
the areas with low altitude in southeast and old yaks.
Key words ：echinococcosis ；yak ；serum antibody ；detection

棘球蚴病（echinococcosis）俗称包虫病，是

胁 [6]。为了解石渠县牦牛棘球蚴病流行状况，2017

由带科（Taeniidae）棘球属（Echinococcus）绦虫

年按照便利采样原则，在石渠县采集牦牛血清，采

幼虫 —— 棘球蚴寄生于肝、肺等器官所引起的重

用 ELISA 试剂盒检测棘球蚴抗体，以初步探究石

要人兽共患寄生虫病，属于世界卫生组织（WHO）

渠县牦牛棘球蚴病的血清流行病学特征，并为当地

通报的被忽视的热带病和我国优先防治的二类动物

牦牛棘球蚴病防控提供参考数据。

疫病 。棘球蚴病主要流行于我国新疆、甘肃、宁

1

夏、内蒙古、青海、西藏以及四川等 7 个省（自治

1.1

[1]

材料和方法
样品采集

区），对当地居民的生命健康和畜牧养殖业发 展
[2]

本次调查以石渠县所辖的 12 个乡 5 个镇作为

造成了极大威胁与阻碍 。石渠县位于四川省甘

调查点，共采集牦牛血清 2 047 份。其中：平均海

孜藏族自治州西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川、

拔 4 000 m 及以下的 9 个乡镇，共计抽样 1 025 份；

藏、青 3 省区结合处，全县平均海拔 4 000 m，幅

4 000 m 以上的 8 个乡镇，抽样 1 022 份。各乡镇

员面积 25 191 km ，下辖 23 个乡镇，总人口 9.79 万。

作为独立采样单位，按照便利采样原则，对养殖户

全国棘球蚴病抽样调查

饲养的 1 岁以上牦牛进行血清样品采集。每头牦牛

2

[ 3]

显 示， 石 渠 县 是 我

国棘球蚴病流行程度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据调
查

[4]

，2017 年该县人棘球蚴病患病率为 5.96%

采集血清后，独立编号并记录性别、年龄及所属乡镇。
1.2

主要仪器及试剂
恒 温 箱， 型 号 DHP-9272， 上 海 齐 欣 科 学 仪

（5 036/84 742），占四川省棘球蚴病推测患者总

器有限公司；微量移液器，型号 Finnpipette F2，

数的 18.05%（5 036/27 890）。
石渠县同时也是四川省海拔最高的牧业大县，

Thermo Fisher Scientiﬁc，USA； 酶 标 仪， 型 号

畜牧养殖业是当地重要的支柱产 业和居民收入来

Multiskan SkyHigh，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源。牦牛为石渠县重要的养殖动物，2017 年底存

USA；振荡器，型号 ZW-A，金坛市富华仪器有限

栏量约为 47.63 万头。细粒棘球绦虫在当地广泛流

公司；牛羊包虫病抗体 EILSA 检测试剂盒，批号

行，是引起牦牛感染棘球蚴的主要致病原。其成虫

20170524，深圳康百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寄生于犬科动物小肠，虫卵或孕卵节片随粪便排出

1.3

[5]

检测方法

而污染环境，牦牛因误食虫卵而感染 。棘球蚴感

血清学检测在四川农业大学动物寄生虫病研

染牦牛后主要在肝脏或肺脏内形成包囊，影响牦牛

究中心进行。利用牛羊包虫病抗体 ELISA 检测试

生长发育和生产性能，并进一步在当地传播，对藏

剂盒进行抗体检测，检测程序及结果判定标准严格

族地区畜牧业发展和藏族同胞生命健康构成威

参照试剂盒说明书。在酶标板中，样品孔每孔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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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μL 待检样品，空白对照、阴性对照及阳性对照
均 2 孔，每孔分别对应加入 PBS 缓冲液、阴性血

表1

石渠县各乡镇牦牛棘球蚴病血清抗体检测结果

乡镇

平 均
海拔 /m

阳 性
数/份

检 测
数/份

阳 性
率 /%

牦牛存栏
量/头

长须干玛乡

3 800

23

108

21.30

26 796

温波镇

3 900

69

108

63.89

28 163

长沙干玛乡

3 900

27

123

21.95

21 661

瓦须乡

3 975

55

106

51.89

28 367

虾扎镇

4 000

14

108

12.96

22 210

新荣乡

性对照 OD×2.1（阴性对照孔 OD ＜ 0.1 时，按 0.1

4 000

22

108

20.37

35 186

宜牛乡

4 000

11

94

11.70

16 973

计）。有效性判定：阴性对照孔 OD ≤ 0.20（若＞

阿日扎乡

4 000

55

162

33.95

34 558

长须贡玛乡

4 000

30

108

27.78

22 237

格孟乡

4 030

0

108

0

25 880

呷依乡

4 100

22

144

15.28

39 881

蒙宜镇

4 100

5

144

3.47

17 140

德荣玛乡

4 180

1

69

1.45

17 049

起坞乡

4 200

8

112

7.14

16 506

色须镇

4 300

0

180

0

32 882

尼呷镇

4 300

15

105

14.29

9 912

长沙贡玛乡

5 000

6

160

3.75

27 062

363

2 047

17.73

422 463

清及阳性血清各 50 μL。除空白对照孔外，其余每
孔加酶标结合物 100 μL，盖好封板膜，37 ℃避光
反应 30 min；每孔加 100 μL 显色液，盖好封板膜，
37 ℃避光反应 10 min；每孔加终止液 50 μL，以空
白对照调零，用酶标仪于 450 nm 波长（630 nm 作
为参比波长）读取 OD 值。参考值：Cut-oﬀ 值 = 阴

0.20，则试验无效），阳性对照孔 OD ≥ 0.3（若＜

0.3，则试验无效）。结果判定：样品 OD ≥ Cut-oﬀ 值，
判为棘球蚴抗体阳性，反之为阴性。
统计方法

1.4

采用 Microsoft Excel 2013 软件建立数据库，
对数据经检查、核实、剔除后，通过 SPSS 22. 0 软
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检
验水准为 α=0.05。
2

结果

2.1

合计 / 平均

总体检测情况
本次调查在石渠县共计检测血清 2 047 份，检出

阳性 363 份，血清阳性率为 17.73%（363/2 047）。
具体结果见表 1。
2.2

地理分布
本次共调查了石渠县 17 个乡镇，其中色须镇

和格孟乡未检出阳性，而瓦须乡和温波镇血清阳性
率较高，分别为 51.89%（55/106）和 63.89%（69/108），
不同乡镇间血清抗体阳性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412.39，P ＜ 0.05）。 不 同 乡 镇 的 血 清 阳 性
率地理分布结果（图 1）显示：处于西北方向乡镇
的阳性率（7.37%，82/1 112），与东南方向乡镇

（30.05%，281/93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79.08，
P ＜ 0.05）；处于海拔 4 000 m 及以下乡镇的血清
阳性率（29.85%，306/1 025），与 4 000 m 以上乡

镇（5.58%，57/1 02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06.76，

P ＜ 0.05）。
群间分布

2.3
2.3.1

性别分布

本次调查共检测母畜 814 头、

图1

石渠县各乡镇牦牛棘球蚴血清流行率地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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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畜 1 233 头， 其 中 母 畜 和 公 畜 棘 球 蚴 血 清 抗
体 阳 性 率 分 别 为 15.72%（128/814） 和 19.05%

（235/1 23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3.74，P ＞
0.05），结果见表 2。
表2

犬棘球绦虫平均感染率均为 30.19%，而同期两县

牦牛棘球蚴平均感染率分别为 54.5% 和 49.7%[8]；
到 2012 年，石渠县和甘孜县犬棘球绦虫感染率分
别下降至 4.06% 和 0.63%，而两县牦牛棘球蚴感

不同性别牦牛棘球蚴血清抗体检测统计结果

性别

阳性数 / 份

检测数 / 份

阳性率 /%

母畜

128

814

15.72

公畜

235

1 233

19.05

染率，石渠县仍维持在 51.40%，甘孜县则下降至
[9]
13.40%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甘孜县犬

棘球绦虫感染率已低于阈值，而石渠县犬感染率未
下降至阈值或牦牛感染率仍受延迟效应影响。通
过近年来棘球蚴病防治项目的实施，2015 年石渠

本次调查的牦牛均为 1 岁及以

年龄分布

2.3.2

县家犬及野犬棘球绦虫感染率已分别下降至 0.95%

上年龄，平均 4.73 岁，其中最大的 16 岁。不同年

和 2.09%[10]，说明通过长年实施棘球蚴病防治措施

龄牦牛均有阳性血清被检出，年龄差异具有统计学

能显著抑制犬棘球绦虫感染，但并不能彻底避免

意义（χ =20.33，P ＜ 0.05）；将牦牛年龄段分为

犬感染棘球绦虫及控制棘球蚴病的传播。本研究

1~2 岁幼年期与 3 岁及以上成年期进行统计发现，

于 2017 年对石渠县牦牛进行棘球蚴血清流行病学

幼年期牦牛血清阳性率（9.29%，13/140）与成年

初步调查，由于石渠县牦牛养殖户分布分散，样本

期（18.35%，350/1 90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7.35，

采集难以按照流行病学理论中的采样策略进行系统

P ＜ 0.05）。具体结果见表 3~4。

采样，样本采集量也较少。但本次采样的范围较

2

2

表3

不同年龄牦牛棘球蚴血清抗体检测结果

广，基本覆盖了整个石渠县，因此检测结果能够初
步反映出当地牦牛棘球蚴病流行状况。本次流行病

年龄 / 岁

阳性数 / 份

检测数 / 份

阳性率 /%

1

1

33

3.03

2

12

107

11.21

3

83

383

21.67

4

93

504

18.45

感染率（5.41%）[11]，提示石渠县牦牛棘球蚴感染

5

85

410

20.73

率可能已不再受延迟效应影响，说明当地牦牛棘球

6

43

307

14.01

蚴感染仍较为严重。石渠县年均气温低，气候湿润，

7

22

170

12.94

草场植被低矮，其自然生态环境十分利于虫卵的长

≥8

24

133

18.05

期存活；此外，石渠县居民以藏族为主并且犬在当

表4

[9]
17.73%，低于 2012 年的 51.40% ，说明有一定的

防控效果；但高于 2016 年四川省牦牛平均棘球蚴

地大量存在，藏民往往将犬和牦牛同时放养，这无
不同年龄段牦牛棘球蚴血清抗体检测统计结果

年龄段

阳性数 / 份

幼年期（1~2 岁）

13

140

9.29

成年期（≥ 3 岁）

350

1 907

18.35

3

学调查发现，石渠县牦牛棘球蚴血清抗体阳性率为

检测数 / 份

阳性率 /%

疑会增加牦牛摄入犬粪中虫卵的概率；加之当地缺
乏规范化屠宰场，牦牛屠宰多在家庭或露天屠宰场
进行，随后藏民会将有病变的牦牛内脏任意丢弃或
直接喂食犬，从而又进一步促进了细粒棘球绦虫完
整生活史的建立，从而造成当地牦牛棘球蚴感染率

讨论
既往棘球蚴病防控经验表明，在棘球蚴病高

较高 [12]。

度流行地区具有流行病学阈值效应和延迟效应特

棘球蚴病的流行往往具有地域分布特点。四

征，即当地犬棘球蚴感染率低于一定阈值并持续

川省是我国棘球蚴病流行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而位

一段时间后，当地中间宿主棘球蚴感染率才可能

于青藏高原的石渠县又是四川省棘球蚴病流行情况

[7]

随之降低 。如 1997—1998 年，石渠县和甘孜县

12

最严重的地区 [12-14]。本次调查发现，石渠县 1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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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的牦牛棘球蚴血清抗体阳性率存在差异，呈现

要手段，目前最为有效的疫苗为 EG95 疫苗。临床

东南方向低海拔（4 000 m 及以下）乡镇牦牛具有

和田间试验均表明，为棘球蚴病主要中间宿主（绵

更高感染率的空间聚集性分布特征，提示牦牛棘球

羊、山羊及牛）接种 EG95 疫苗，均能使其获得良

蚴病在当地具有地域分布差异。除格孟乡和色须镇

好的免疫保护效果 [19]。随后，有学者对 EG95 疫

（海拔均高于 4 000 m）未检测到阳性血清外，其

苗免疫牦牛的效果及安全性进行了评价，发现该疫

余 15 个乡镇均检测到了阳性血清，而以瓦须乡和

苗接种不同地区的牦牛后均可使其产生较高的抗体

温波镇（海拔均低于 4 000 m）血清阳性率较高，

水平并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20]。综上可见，除了对

分别为 51.89% 和 63.89%。石渠县平均海拔 4 000 m，

棘球蚴病流行区持续开展犬驱虫与管理以及绵羊强

其中海拔处于 4 000 m 以上乡镇的牦牛血清阳性率

制免疫 EG95 疫苗外，进行牦牛内脏无害化处理和

（5.58%）显著低于 4 000 m 及以下乡镇（29.85%）。

对牦牛接种 EG95 疫苗应考虑纳入未来棘球蚴病防

这可能是随着海拔升高，自然环境因素发生改变以

控手段。

及犬等终末宿主活动减少有关。在海拔高于 4 000 m

4

的乡镇中，呷依乡牦牛棘球蚴病血清阳性率仍较高，

结论
经初步调查，石渠县牦牛群中仍有一定程度

这可能与其地理位置最接近青海省（棘球蚴病高度

的棘球蚴感染，且呈现一定的区域和年龄分布特征，

流行地区）有关；尼呷镇犬分布相对集中且数量较

东南方向的低海拔区域以及高龄牦牛感染相对较严

多，这可能是该镇牦牛血清阳性率较高的原因之一。

重。因此，石渠县应持续加强牦牛棘球蚴病防控和

在棘球蚴病的流行环节中，牦牛是重要的中

监测，将东南部的低海拔区域牦牛和高龄牦牛列为

间宿主，在棘球蚴病的传播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重点防控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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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量的 90%，年存栏约 1 400 万头，其中四川省存栏
约 310 万头 [15]。本次共调查石渠县公牦牛 1 233 头

[1]

Echinococcosis：advances in the 21st century[J]. Clinical

和母牦牛 814 头，其血清阳性率分别为 19.05% 和
15.72%，但统计分析发现性别不是牦牛感染的影

microbiology reviews，2019，32（2）：e00075-18.
[2]

响因素。1~16 岁龄牦牛中均检出棘球蚴阳性血清，

是因为幼年牦牛接触虫卵的概率较少或感染后形成

Asia，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 Acta tropica，2015，141：235-243.
[3]

伍卫平，王虎，王谦，等 . 2012—2016 年中国棘球蚴
病抽样调查分析 [J].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的包囊仍处于早期生长阶段。

2018，36（1）：1-14.

对石渠县人感染棘球蚴的影响因素进行多因

[4]

引起当地居民患棘球蚴病的危险因素 [16]。而对石
渠县棘球蚴病流行影响因素分析发现，户均羊数每
增加 1 只，人群患病率增加 0.183 倍；而户均牛数
[17]

。此

外，有调查 [18] 发现，青藏高原地区部分乡镇仅饲
养了犬和牦牛，但仍然出现人棘球蚴感染病例，提
示在今后防控工作中应把牦牛棘球蚴病防控作为研
究重点。接种疫苗是预防中间宿主感染棘球蚴的重

喻文杰，王谦，廖沙，等 . 2017 年四川省石渠县包虫
病患病情况现状调查 [J]. 预防医学情报杂志，2018，

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家中喂养牛羊和犬均是

每增加 1 头，人群患病率则会增加 0.274 倍

ZHANG W B，ZHANG Z Z，WU W P，et al.

Epidemiology and control of echinococcosis in central

且年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幼年牦牛血清阳性率
（9.29%）显著低于成年牦牛（18.35%）。这可能

WEN H，VUITTON L，TUXUN T，et al.

34（5）：545-549.
[5]

何伟，尚婧晔，黄燕，等 . 2007—2013 年四川省包虫
病疫情监测结果分析 [J]. 预防医学情报杂志，2016，
32（1）：83-85.

[6]

李家奎，索朗斯珠，贡嘎，等 . 牦牛重要传染病和寄

[7]

刘辉，肖宁，杨诗杰，等 . 青藏高原地区犬棘球绦虫

生虫的防治与展望 [J]. 中国奶牛，2012（1）：30-33.
感染的流行病学特征 [J].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2017，29（2）：129-138.

（下转第 98 页）

13

技 术 支 撑

参考文献：
[1]

RIBEIRO L A，AZEVEDO V，LE LOIR Y，et al.

杂志，2021，32（5）：397-399.
[7]

Production and targeting of the Brucella abortus antigen
L7/L12 Lactococcus lactis：a first step towards foodgrade live vaceines against brucellosis[J]. Applied and

32（4）：57-59.
[8]

周正任 . 医学徽生物学 [M]. 6 版 . 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2003：209-210.

[3]

尚德秋 . 布鲁氏菌病流行病学研究现况 [J]. 中华流行
病学杂志，1998，19（2）：107-110.

[4]

SAEGERMAN C，DE WAELE L，GILSON D，et al.
Evaluation of three serum I-ELISA using monoclonal
antibodies and protein G as peroxidase conjugate
for the diagnosis of bovine brucellosis[J]. Veterinary

[5]

microbiology ，2004，100（1/2）：91-105.

廖湘建，湛东进，张懿等 . 布鲁氏菌感染 1 例报道 [J].
实用预防医学，2021，28（6）：757.

[6]

夏邦世，吴金华，等 . Kappa 一致性检验在检验医学
研究中的应用 [J].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06，29（1）：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2002，68（2）：910-916.
[2]

齐景文，依颖新，周艳红，等 . 牛羊布鲁氏菌病四种
血清学检测方法对比分析 [J]. 中国动物检疫，2015，

83.
[9]

任 璐，周晓翠，范伟，等 . 牛布鲁氏菌四种血清学检
测方法的比较 [J]. 中国动物检疫，2016，33（3）：
74-76.

[10] OIE. Terrestrial Manual[M]. Paris，OIE，2008.
[11] 李睿文，安琪，宋梦昭，等 . 河北省部分羊场布鲁氏
菌病血清流行病学调查 [J]. 中国兽医杂志，2020，56
（10）：23.

[12] 熊 同 舟， 王 孝 忠， 马 锐 . 2016—2018 年 湖 北 省 宜 昌
市羊布鲁氏菌病净化效果监测 [J]. 中国兽医杂志，
2019，36（11）：13.

张晓峰，尤爱国，崔法曾，等 . 2009—2019 年河南省

（责任编辑：高向向）

三门峡市人间布鲁氏菌病流行特征 [J]. 河南预防医学

（上接第 13 页）
[8]

何金戈，邱加闽，刘凤洁，等 . 四川西部藏区包虫病
流行病学研究Ⅱ：牲畜及野生动物两型包虫病感染状
况调查 [J]. 中国人兽共 患病杂志，2000，16（5）：
62-65.

[9]

四川省包虫病流行情况调查报告 [R]. 成都：四川省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2014.

[10] 何伟，尚婧晔，喻文杰，等 . 四川省石渠县包虫病流
：
行病学现状调查 [J]. 预防医学情报杂志，2017，33（9）

850-854.

[11] 阳爱国，毛光琼，谢智明，等 . 影响川西北牧区家畜

感染性疾病，2015，13（2）：73-80.
[15] LI K，SHAHZAD M，ZHANG H，et al. Socioeconomic burden of parasitic infections in yaks from
1984 to 2017 on Qinghai Tibetan Plateau of China：a
review[J]. Acta tropica，2018，183：103-109.
[16] 何伟，王谦，黄燕，等 . 四川省石渠县人群细粒棘球
蚴病影响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 [J].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
杂志，2019，31（5）：486-490.
[17] 何伟，王谦，黄燕，等 . 四川省石渠县棘球蚴病流行
的影响因素分析 [J].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2019，37（4）：428-432.

：
包虫病流行因素浅析 [J]. 中国兽医寄生虫病，2001（2）

[18] 杨光友 . 青藏高原细粒棘球绦虫的一些生物学问题 [J].

[12] 阳爱国 . 四川省动物包虫病流行与防控 [J]. 中国动物

[19] 钟秀琴，杨光友 . 细粒棘球绦虫 EG95 疫苗的研究进

58-59.

保健，2017，19（7）：49-53.
[13] 何伟，廖沙，王谦，等 . 2007—2017 年四川省新发棘
球蚴病患者时空分布特征 [J].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2019，31（4）：393-399.

中国动物保健，2017，19（7）：45-47.
展 [J]. 畜牧兽医学报，2014，45（8）：1207-1212.
[20] 阳爱国，周明忠，袁东波，等 . 牛包虫病基因工程亚
单位疫苗 EG95 免疫牦牛效果及安全性评价试验 [J].
中国兽医学报，2017，37（10）：1919-1923.

[14] 刀吉，刘继蓉，鲁明德，等 . 1962—2012 年四川省甘
孜藏族自治州棘球蚴病流行病学分析 [J]. 寄生虫病与

98

（责任编辑：朱迪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