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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疑似羊捻转血矛线虫感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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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2016 年 8 月 16 日，新疆温泉县某乡镇报告发生羊不明原因死亡，疑似感染捻转血矛线虫。为确定病因，

控制疫情，减少损失，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相关人员，采用
现场访谈、实地调查、问卷调查、临床剖检等方式，开展了紧急流行病学调查。调查发现 ：温泉县牧区是捻转
血矛线虫的老疫区，在数十年前曾暴发过放牧羊群大面积感染捻转血矛线虫而大量死亡的情况 ；2016 年 7—8
月中旬以来连续的阴雨天气及合适的气温为捻转血矛线虫的大量繁殖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是造成此次羊捻
转血矛线虫感染的外部因素 ；在水草丰盛且较为固定的草场放牧，未及时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未及时准确找到
病因并进行针对性防控，也是导致此次羊捻转血矛线虫病暴发和传播的原因。依据调查结果，提出了科学放牧、
合理用药、对羊粪便深埋处理等防治捻转血矛线虫病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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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August 16，2016，it was reported that some sheep died of unknown reasons in a township in Wenquan
County of Xinjiang，which was suspected to be an outbreak of Haemonchus contortus infection. In order to ﬁnd out

relevant causes，control any spreading，reduce any loss and avoid recurrence of any such cases，relevant staff was
organized by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Center for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o conduct an
emergency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by means of on-site interview，ﬁeld investigation，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and clinical autopsy. It was investigated that the pastoral area in the county was a historically infected zone with
Haemonchus contortus，where a large number of grazing sheep died due to wide infection with the disease decades ago.
A favorable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 large amount of Haemonchus contortus reproduction was provided by continuous
cloudy and rainy weather under appropriate temperature since July to Mid August 2016，which was the external factor
for such outbreak，while grazing on the same grassland with abundant water and grass，failure to timely carry out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to accurately ﬁnd out the causes for targete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occurrence and spreading of the outbreak. According to the above results，it was recommended to prev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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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the disease through scientiﬁc grazing，r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deeply-buried processing of sheep feces.
Key words ：Haemonchus contortus ；emergency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sheep

羊捻转血矛线虫病是由捻转血矛线虫

只死亡现象。据调查，该乡镇共存栏羊 6 万余只，

（Haemonchus contortus）寄生于反刍动物皱胃中

饲养方式以混群散养放牧为主，羊品种多为本地哈

引起的消化道寄生虫病。针对本病目前尚无有效疫

萨克羊。病羊放牧草场较集中，主要位于大库斯台

苗防控，加上基层养殖人员缺乏相关防治知识，易

水库（图 1）上、下游及周边水草丰盛的牧场（图 2）。

导致错过预防和治疗本病的最佳时机。
2016 年 8 月 16 日，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动物
疾病控制与诊断中心（以下简称博州动物疾控中
心）接到温泉县某乡镇羊不明原因死亡的报告后，
赶赴现场诊断但未能确定病因，随后向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自治区动
物疾控中心）请求协助诊断与调查。为查明病因，
控制疫情，减少损失，8 月 16—18 日自治区动物
疾控中心和博州动物疾控中心组成紧急流行病学专
家组，对该县发病养殖户进行调查，结合临床症状、
现场剖检结果，判定为疑似捻转血矛线虫病。
1

图1

方法

水库所在地理位置

病例定义

1.1

将 2016 年 8 月 10 日以来，博州温泉县某乡
镇牧场放牧羊群中，发病率和病死率超出正常范围，
且出现迅速消瘦、饮食废绝、下颌水肿、可视黏膜
苍白等 1 种及以上临床表现的羊只，定义为疑似病例。
调查方式

1.2

资料收集

1.2.1

利用卫星地图，标出发病羊放

牧位置；从畜牧兽医站调阅免疫记录，协调基层兽
医工作人员了解羊只死亡情况。
实地访谈

1.2.2

病户地理信息、周边环境、养殖模式、生产和免疫
状态、疫病发生经过、治疗方式。
剖检

1.2.3

图2

通过实地调研和访谈，了解发

现场观察剩余存栏羊只，对部分表

2.2

病羊放牧草场

发病情况
3 个牧场均有羊只出现发病死亡现象，其中二

牧场最为严重，200 余户牧民中有 20 余户饲养的

现病症且濒死的羊只进行剖检，观察病理变化。

羊只出现发病死亡。8 月 10—16 日，全乡共死亡

2

羊 538 只，总袭击率为 0.80%（538/67 000）。随

2.1

结果
基本情况
疫情所在地区位于该乡镇 3 个牧业村所在的

一、二、三牧场。8 月初，3 个牧业村陆续出现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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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走访二牧场部分发病户，了解发病情况，发现袭
击率最高可达 25.81%（表 1）。
从羊发病年龄来看，各年龄段均可发病。一

流 行 病 学

表1

2.3

二牧场部分养殖户羊只发病情况

免疫情况
7—8 月当地牧民陆续对自家羊只进行羊“三

发病户

存栏数 / 只

发病数 / 只

袭击率 /%

1

310

80

25.81

联四防”疫苗免疫，7 月中旬集中免疫布鲁氏菌病

2

400

40

10.00

疫苗。

3

480

40

8.33

4

320

30

9.38

5

400

40

10.00

2.4

剖检情况
分别选取不同畜主饲喂的 4 月龄、2 岁、4 岁、

5 岁、6 岁 共 5 只 病 羊 进 行 剖 检， 发 现 不 同 年 龄

般 发 病 5~7 d 后 死 亡。 询 问 牧 民 并 实 地 观 察 发

段 羊 只 剖 检 变 化 大 致 相 同： 皱 胃 黏 膜 水 肿（ 图

病 羊 只 发 现， 病 羊 精 神 沉 郁， 食 欲 废 绝， 迅 速

4-D），皱胃（大量）和十二指肠内有淡红色毛发

消 瘦， 被 毛 粗 乱， 下 颌 水 肿（ 图 3-A）， 眼 结

状细线状虫体（图 4-E），肠系膜淋巴结水肿（图

膜苍白（图 3-B），高度贫血，倒地颤抖，血液稀

4-F），肝脏变性坏死（图 4-G）。

薄似水（图 3-C）。

A. 被毛粗乱、下颌水肿 ；B. 眼结膜苍白 ；
C. 血液稀薄似水。

图3

病羊临床症状

D. 皱胃黏膜水肿 ；E. 皱胃壁及内容物内有大量
红色线状虫体 ；F. 肠系膜淋巴结水肿 ；G. 肝脏变性坏死。

图4

病羊剖检病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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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情况

2.5

的羊只误食，造成感染。因调查时未对水库周围环

发病前期，部分牧民曾自行喂食驱虫药（具

境样品进行采样检测，不能排除通过土壤引发该病

体种类不明），未见效果。当地兽医曾用肾上腺素、

的可能。

葡萄糖、地塞米松进行治疗，效果不明显。

3.2

病因推断和验证

专家组结合临床症状和剖检变化，建议当地

根据畜主口述病羊迅速消瘦、饮食废绝、下

在全群用药前先选取不同种类药物进行小范围药物

颌水肿等典型临床症状，结合现场视诊发现羊只可

试验，再结合实际情况选用左旋咪唑、丙硫苯咪唑、

视黏膜苍白、倒地微颤和严重贫血的症状，综合剖

阿维菌素、伊维菌素等广谱驱虫药
3

[1-2]

进行治疗。

血液稀薄似水、皱胃黏膜水肿、肠系膜淋巴结水肿、

病因推断

3.1

检 5 只不同畜主饲养的不同年龄段发病羊只发现的

可能的传播途径

皱胃内大量形似捻转血矛线虫虫体等现象，推断本

捻转血矛线虫不需要中间宿主，放牧的羊群

次疫情由捻转血矛线虫感染所致。同时，更换用药

采食植物茎叶上的感染性幼虫即可被感染，幼虫经

方案后，羊只死亡情况得到控制，大部分感染羊病

[3]

消化道到达皱胃后逐渐发育为成虫 。查询中国气

情好转并康复。从虫体形态和药物敏感性可以验证

象网站发现，温泉县 2016 年 7 月 1 日—8 月 16 日

本次疫情是由捻转血矛线虫感染引起的。

的 47 d 中，仅 17 d 未下雨，其余 30 d 均有不同程

4

度的降雨，湿度较大，且最高气温平均为 24.9 ℃，

传出风险评估
据了解，养殖户大多在本地交易市场卖出羊

接近捻转血矛线虫 27 ℃的最佳孵化温度。疫情所

只，存在一定的扩散风险。该县有牛羊定点屠宰场，

在地地处阿拉套山下的大库斯台河边，环境气候适

调查期间未见屠宰场报告异常情况。当地牧民有私

宜捻转血矛线虫的生长繁殖，为此病的暴发创造了

自屠宰食用的情况，存在一定的病原扩散风险。疫

外在自然条件。

情发生后，对全部病死羊及其粪便进行了无害化处

经访谈发病养殖户、当地基层兽医工作人员

理，并对污染的场地进行了消毒，因此由病死羊引

得知，2016 年 6 月曾有一批 200 余只羊从北疆调

起疫情扩散的风险较低。

入至二牧场，未经过隔离直接混群饲养，因此存在

5

由调入羊只潜伏期携带虫体造成疫情扩散的可

讨论
肖培培等 [5] 在博乐的 7 个羊皱胃内发现有寄

生性线虫，共鉴定出 55 只捻转血矛线虫；艾山江·

能性。
二牧场饲养方式多为混群放牧，牛、羊、骆驼、
鹿等动物共用同一片草场。牛、羊及野生反刍动物
[3]

塔斯坦等 [6] 研究发现，捻转血矛线虫是伊犁河谷
哈萨克羊消化道线虫优势虫种之一，说明新疆伊犁、

都是捻转血矛线虫的宿主 ，共用草场可能造成疫

博乐等地是羊捻转血矛线虫病的老疫区。此次捻转

病传播。现场排查未见除羊以外其他动物异常死亡

血矛线虫病的暴发流行呈现出明显的地理位置聚集

现象，由此推断，由其他家养反刍动物或野生反刍

性，发病群集中在大库斯台水库周边放牧群，同时

动物带虫传播的可能性较低。

也呈现出明显的气候关联性，7—8 月的连月阴雨

研究

[4]

表明，捻转血矛线虫三期幼虫具有耐

干燥的特性，在不利环境中可休眠存活长达 1 年。

天气和潮湿闷热的气候为该病的暴发创造了良好的
外部环境。

据了解，2016 年大库斯台水库进行“定居兴牧”

本次调查的局限性在于受调查时间限制，走

骨干水源工程建设，存在挖掘土方施工作业情况，

访的调查场点较少且未进行实验室确诊。但指导用

可能把土壤深处的虫体翻至土壤浅表，被附近放牧

药后情况好转，对于牧区寄生虫病的防治具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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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意义。建议新疆牧区牧民在放牧时，除了做

[2]

临床诊断与治疗 [J]. 中国畜禽种业，2017，13（6）：

好羊群疫苗免疫、药浴、驱虫等常规疫病防控措施
外，还应重视捻转血矛线虫病的防治，尤其是 7—
8 月连续阴雨天气期间靠近水源草场的放牧群。此

108-109.
[3]

111.
[4]

兽医部门应加强该病的宣传科普工作，必要时及时

2015，45（1）：80-84.
[5]

肖培培，绮丽格尔，李泽华，等 . 新疆部分地区羊捻
转血矛线虫系统进化与抗药性分析 [J]. 中国动物检疫，

开展诊断和流行病学调查，科学指导临床用药，尽
量降低牧民损失。

罗琴，谭立娉，胡伟，等 . 野生动物捻转血矛线虫的
分子鉴定及 PCR 检测方法的建立 [J]. 中国兽医科学，

强羊群的营养管理，提高羊群免疫力；加强消毒，
严禁宰杀、食用病死羊，落实引种隔离制度。畜牧

李芳芳，张挺，周彩显，等 . 捻转血矛线虫病的研究
进展 [J]. 中国动物传染病学报，2019，27（3）：107-

外，牧民在放牧时应合理选择放牧场点，避免在低
洼积水地带及近年来曾发病的草场放牧。同时，加

陶正泽，刘保有，李林，等 . 浅析羊捻转血矛线虫病

2020，37（4）：84-89.
[6]

艾山江·塔斯坦，何晓杰，比尔来西肯·赛都力，等 .
伊犁州直哈萨克羊感染线虫优势虫种的调查分析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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