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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临洮县及周边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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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掌握甘肃省临洮县及其周边县区绵羊肝片吸虫感染情况，2016—2020 年采用局部蠕虫剖检术检查屠

宰绵羊 18 373 只，发现绵羊肝片吸虫平均感染率为 43.1%，平均感染强度为 39.3 条。荷虫量 1~50 条的占感染

羊的 90.6%，51~100 条的占 9.3%，101 条以上的占 0.1%；2018 年感染率最高（53.3%），平均感染强度最大（46.5 条），

与其他年份有统计学差异（P ＜ 0.05）；
2019 年、2020 年感染率仍均维持在 47% 以上，平均感染强度在 42 条以上。
渭源县平均感染率最高（51.2%），感染强度最大（43.0 条）；安定区平均感染率最低（8.8%），感染强度最小（13 条）；

临洮县感染范围最大，为 8~138 条。结果表明，该区域成年绵羊肝片吸虫感染较为普遍，感染率较高，整体呈
加重趋势，且存在一定的区域分布特征。这应引起动物疫病防控机构的高度重视，加强肝片吸虫危害性宣传和

防治技术培训，提高群众认知水平，指导养殖户合理放牧、定期驱虫，以降低肝片吸虫对当地绵羊产业发展的
危害。本次调查为 5 县区绵羊肝片吸虫病防治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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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status of infection with sheep Fasciola hepatica in Lintao County and its surrounding

regions in Gansu Province，18 373 slaughtered sheep were examined by local post mortem of helminths during 2018 to
2020，it was found that the average infection rate and intensity were 43.1% and 39.3 worms，respectively. The sheep
with 1 to 50 worms accounted for 90.6% of the infected ones，those with 51 to 100 worms for 9.3%，and those with
more than 101 worms for 0.1% ；in 2018，the infection rate was highest（53.3%）and the average infection intensity
was maximum（46.5 worms），which was statistically diﬀerent（P ＜ 0.05）with the information in other years ；In
2019 and 2020，the infection rate remained above 40%，and the average infection intensity was above 42 worms.

The average infection rate and infection intensity were maximum（51.2% and 43.0 worms）in Weiyuan County，and
minimum（8.8% and 13 worms）in Anding District ；the range of infection was largest in Lintao County，which was 8
to 138 worms. It was concluded that sheep Fasciola hepatica was widely distributed in the region，with a high infection
rate，which was increasingly serious year by year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certain regional distribution. All of the
above should be highly concerned by the authorities for animal disease control who should take a series of measure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publicity of the harmfulness of Fasciola hepatica and training related to the technolog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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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ention and control，improving the awareness of the public，and guiding farmers to graze reasonably and deworm regularly，so as to reduce any possible harm of Fasciola hepatica to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sheep industry. A
reference was provided by the study for future control of Fasciola hepatica in the above 5 counties/districts.
Key words ：Fasciola hepatica ；infection rate ；infection intensity ；sheep ；investigation

肝片吸虫病又称肝蛭病，是一种严重危害牛

染强度，并用 SPSS 软件对感染率进行统计学分析。

羊的寄生虫病。牛羊一般在春夏雨季被肝片吸虫感

3

染，冬春季发病；虫体寄生于牛羊的肝脏、胆管及

3.1

结果与分析
本 次 调 查 共 对 临 洮 和 周 边 渭 源、 安 定、 广

胆囊中，主要引起牛羊消瘦、生长发育迟缓，感染
[1]

总体情况

严重时，可发生贫血、水肿，甚至死亡 。目前，

河、康乐等 5 个县区 18 373 只老龄淘汰生产母羊

规模化饲养的羊因饲养管理水平提高，感染肝片吸

进行了剖检，检出感染羊 7 918 只，平均感染率为

[2]

虫的概率不高 。但对于半牧饲养条件下的羊，如

43.1%；共检出肝片吸虫 311 283 条，平均感染强

果营养状况良好，即使被感染也没有明显临床症状，

度为 39.3 条。标记的疑似感染肝片吸虫病羊 725

因而给养殖户造成未感染假象，忽视驱虫，导致养

只，检出感染 625 只，感染率为 86.2%；感染羊最

殖成本提高 [3-5]。近年来，未见临洮及周边县区羊

低荷虫量为 58 条，最高为 138 条，平均感染强度

肝片吸虫感染的报道。为了解临洮县及周边地区老

为 67.6 条。

龄生产绵羊肝片吸虫感染情况，依托本县牛羊屠宰

荷虫量在 58 条以上感染羊的肝脏质地变硬、

企业资源，2016—2020 年连续 5 年开展了绵羊肝

变脆、易碎、表面不平整，有白色条纹和斑点，部

片吸虫感染情况调查，以期为本病防治提供依据。

分有坏死灶，外观颜色呈土黄色或暗紫红色，边缘

1

钝圆，胆总管扭曲凹凸不平，管壁增厚，胆囊肿大

调查时间与对象
调查时间为 2016—2020 年每年的 9—11 月份

（图 1）。

（老龄绵羊淘汰期），调查对象为临洮县以及周边
的渭源县、安定区、广河县和康乐县等 5 县区 4 岁
以上淘汰生产母羊。
2
2.1

调查方法
临床检查
对表现可视黏膜苍白、黄染，有腹泻、水肿、

被毛特别粗乱、反应迟钝等疑似肝片吸虫感染症状
的待屠宰羊体表作标记，屠宰后观察其肝脏和胆囊
变化情况并记录。
2.2

蠕虫剖检
取全部屠宰羊肝脏，切开胆囊和胆总管检查

虫体，肉眼观察有无片形吸虫，有即视为感染，同
时记录虫体数量和感染羊数量。
2.3

数据统计
按照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中注明的生产地，用

Excel 软件，按年份、区域分类统计汇总感染率和感

图1

3.2

感染羊肝脏外观

时间分布
年份统计结果（表 1）显示：感染整体呈 加

重 趋 势，2018 年感染率最高（53.3%），平均感
染强度最大（46.5 条），与其他年份有统计学差
异（P ＜ 0.05）；2019 与 2020 年 间 无 显 著 性
差异（P ＞ 0.05），感染率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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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查的 5 县区与新疆石河子、伊犁地区同属温带大陆

不同年份屠宰羊肝片吸虫检测统计结果

性气候，但这 5 县区年降雨量高于新疆石河子、伊

年份

屠 宰 阳 性 感 染 感 染
虫 体 平均感染
数 / 只 数 / 只 率 /% 范围 / 条 总数 / 条 强度 / 条

2016

5 524

1 988

36.0

1~89

65 455

32.9

2017

4 504

1 725

38.3

1~103

59 685

34.6

2018

3 950

2 105

53.3

1~138

97 882

46.5

2019

3 120

1 485

47.6

1~109

62 370

42.0

5 县区绵羊肝片吸虫感染以隐性感染为主（96.6%）。

2020

1 275

615

48.3

1~116

25 891

42.1

其原因：一是被调查羊为成年羊，9—11 月份正值

7 918

43.1

1~138

311 283

39.3

其膘肥体健之季，羊对肝片吸虫的侵袭抵抗力最

合计 / 平均 18 373

3.3

不同县区统计结果（表 2）显示：渭源县感染
率最高（51.2%），平均感染强度最大（43.0 条）；
安定区感染率最低（8.8%），平均感染强度最小（13
条）；临洮县感染范围最大，为 8~138 条。统计学
分析显示，临洮县、康乐县和渭源县之间感染状况
无显著差异（P ＞ 0.05），但与其余县区差异明显
（P ＜ 0.05），呈现一定的区域分布特征。

县区

更容易引起肝片吸虫的流行 [8]。调查结果显示，这

无角陶赛特、萨福克为父本的杂交品种，体型大，
饲喂精料充足，营养全面，体质健壮，抗病力强；
三是虫体感染有可能是非一次性摄入，是逐年多次
的慢性感染。
从调查结果看，绵羊肝片吸虫在这些地区呈
加重趋势，而且居高不下。其原因：一是 2016—
2020 年期间，年降雨量逐年增多，导致感染率逐
年上升；二是养殖户对肝片吸虫危害认识不到位，

不同县区屠宰羊肝片吸虫检测统计结果
屠 宰 阳 性 感染
感 染
虫 体 平均感染
数 / 只 数 / 只 率 /% 范围 / 条 数 / 条 强度 / 条

临洮县

6 610

3 285

49.7

8~138

136 327

41.5

康乐县

4 172

2 008

48.1

5~86

85 901

42.7

广河县

3 554

1 286

36.2

1~74

36 008

28.0

安定区

1 716

151

8.8

1~68

1 963

13.0

渭源县

2 321

1 188

51.2

4~105

51 084

43.0

合计 / 平均 18 373

7 918

43.1

1~138

311 283

39.3

3.4

气候，年降雨量 540 mm 以上，且周围山多水多，

强；二是当前饲养的羊都是以小尾寒羊为母本，

地区分布

表2

犁地区。黑龙江牡丹江地区属半湿润型大陆性季风

不重视投药驱虫；三是放牧草场选择不当，绝大多
数养殖户为节约饲料，增加怀孕母羊运动量，把羊
群赶到低洼、渠边比较平坦、适合于肝片吸虫幼虫
生存的地方放牧、遛羊，导致感染肝片吸虫。
调查结果显示，这 5 县区绵羊肝片吸虫感染
存在区域分布特征。临洮县内，洮河从南至北贯穿
全县，流域湿地面积大，水渠纵横交错，东南部二
阴地区灌木丰富，潮湿低洼草地多，南部乡镇阴湿
多雨，湿地面积广泛；渭源县内，河谷区和南部阴

荷虫量分布
在 7 918 只感染羊群中，1~50 条的最多，占

湿区域面积相对较广，雨量较多；康乐县大部地区

90.6%（7 169/7 918）； 其 次 是 51~100 条 的， 占

高寒阴湿。这三县自然条件均相对适合肝片吸虫幼

9.3%（741/7 918）；而 101 条以上的极少，仅占

虫的生长发育。安定区属半干旱农业气候区，少雨，

0.1%（8/7 918）。

境内无常年流水的河流，相对来说不适合肝片吸虫

4

幼虫和中间宿主椎实螺的生存，因此感染相对较轻。

讨论
本次调查发现，临洮和周边渭源、康乐、广

广河县相对安定区，气候湿润多雨，感染率和感染

河、安定等 5 个县区的平均感染率为 43.1%，平均

强度也相对较高，介于安定区和其他三县之间。本

感染强度为 39.3 条，感染率高于新疆石河子地区

调查结果符合肝片吸虫的流行病学和生活史特征。

[6]

[7]

（34.04%） 和伊犁地区（42.7%） ，低于黑龙
[8]

被调查的 7 918 只感染羊中，荷虫量在 1~50

江牡丹江地区（70%） 。其主要是受当地自然条

条的占 90.6%。这可能是因为在半舍饲半放牧养殖

件、生态环境和降雨量影响。气象资料显示，被调

模式下，羊群日放牧时间和年总放牧天数跟以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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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明显缩短，从而减少了羊接触感染肝片吸虫幼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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