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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福建省宁化县山羊肠道寄生虫感染情况，采用饱和盐水漂浮法、自然沉淀法和麦克马斯特氏
法，对采自宁化县 8 个乡镇 16 个羊场户的 260 份山羊粪便样品进行肠道寄生虫检查。结果显示 ：在 8 个场户的
78 份粪便样品中检出寄生虫虫卵或卵囊，平均场户寄生虫感染率为 50.0%（8/16），个体寄生虫感染率为 30.0%
（78/260）；检出线虫、球虫、吸虫 3 类寄生虫虫卵或卵囊，其中线虫个体感染率最高，为 16.5%（43/260），虫
卵数（EPG）为 400~4 000，吸虫次之，为 14.2%（37/260），EPG 为 500~1 000，球虫最低，为 11.9%（31/260），
卵囊数（OPG）为 400~1 400，不同种类寄生虫个体感染率差异不显著（P ＞ 0.05）；单一寄生虫感染占比为
55.1%（43/78），混合感染占比为 44.9%（35/78）；水茜镇、曹坊镇、泉上镇个体感染率较高，均在 80% 以上，
与其他乡镇差异显著（P ≤ 0.05）；放牧饲养场户的场群感染率为 61.5%，个体感染率为 60.9%，而舍饲场户均
为 0，不同饲养方式场户间感染率差异显著（P ≤ 0.05）；1 岁以下山羊个体感染率为 45.6%，1~2 岁为 28.6%，
2 岁以上为 15.1%，不同年龄组间差异显著（P ≤ 0.05）；山羊未驱虫场户个体感染率为 92.2%，已驱虫场户为
14.8%，差异显著（P ≤ 0.05），其中使用多种驱虫药的山羊群个体感染率为 2.5%，而使用 1~2 种驱虫药的为
27.9%~42.3%，差异显著（P ≤ 0.05）。以上结果表明 ：宁化县山羊群中存在线虫、吸虫、球虫等多种肠道寄生
虫感染，且以线虫感染为主 ；部分乡镇感染率高 ；放牧山羊及幼龄山羊感染较为严重 ；多种驱虫药联合使用的
山羊群驱虫效果更佳。本调查结果为宁化县山羊肠道寄生虫病防控提供了科学依据和重要参考，提示养殖场户
和主管部门通过改进饲养模式，制定科学驱虫方案，加强饲养管理和清洁消毒及联合用药等综合措施，可有效
防控山羊肠道寄生虫病，提高山羊养殖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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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the Infection with Goat Intestinal Parasites in
Ninghua County，Fujian Province
Zhang Ying
（Ninghua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enter，Ninghua，Fujian 365400，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infection with goat intestinal parasites in Ninghua County，Fujian Province，
260 feces samples collected from 16 goat farms/households in 8 townships were examined for intestinal parasites
by saturated saline flotation，natural sedimentation and McMaster's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arasite eggs/
oocysts were found in 78 samples from 8 farms/households，with an average infection rate of 50.0%（8/16）for farm/
household and of 30.0%（78/260）for individual ；three types of parasite eggs or oocysts were detected，including
Nematodes，Coccidiodes and Trematodes，the individual infection rate of nematodes was highest（16.5%），and their
number of eggs（EPG）was 400 to 4 000，followed by trematodes（14.2%），whose EPG was 500 to 1 000，then
were Coccidiodes（11.9%），and their number of oocysts（OPG）was 400 to 1 400，not signiﬁcan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in the individual infection rates of different parasites（P ＞ 0.05）；the single parasite infection accounted for
55.1%（43/78），and the mixed infection was 44.9%（35/78）；the individual infection rate was higher（over 80%）
in Shuixi，
Caofang and Quanshang townships，
which was signiﬁ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other townships（P ≤ 0.05）
；
for the farms/households where goats were grazed，the infection rate at the farm/herd level was 61.5%，that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was 60.9%，for the premises where goats were fed in sheds，both the above rates were 0，the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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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e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P ≤ 0.05）depending on the feeding methods adopted by farms/households ；the

individual infection rate of goats under 1 year old was 45.6%，that of those between 1 and 2 years old was 28.6%，and
that of those over 2 years old was 15.1%. Signiﬁcan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in the groups at different ages
（P ≤ 0.05）；
the infection rate of the farms/households where goats were not dewormed was up to 92.2%，and that of the premises

where goats were dewormed was 14.8%，with signiﬁcant difference（P ≤ 0.05），the individual infection rate of the
premises where multiple anthelmintic drugs were administered was 2.5%，while that of those used one or two kinds of

drugs ranged from 27.9% to 42.3%，with obvious difference（P ≤ 0.05）. In conclusion，Nematodes，Trematodes，
Coccidiodes and other intestinal parasites were found in the goat population in the county，especially nematodes，
and grazing goats and young goats were seriously infected，which should be dewormed by several drugs together.
Accordingly，goat parasitic diseases should be controlled through developing a scientific pest control program for
administering several drugs and taking comprehensive measure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feeding management，cleaning
and disinfection，etc. A reference was thus provided for futur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goat parasitic diseases in
Ninghua County.
Key words ：intestinal parasite ；goat ；infection status ；investigation

羊寄生虫病是一种慢性消耗性疾病，可导致

存栏 50 只 / 户及以上的舍饲和放牧羊群作为采集

羊生长缓慢、生产性能下降和畜产品质量变差，从

对象，共计 16 个羊场 2 600 只山羊。按照 10% 的

[1]

而降低养殖户经济效益 。福建省山羊寄生蠕虫病

采样比例 [4] 随机采集临床健康羊的新鲜粪便样品，

流行较为普遍。经查有关文献资料，福建省三明市

每份约 30 g，分别装入样品杯中，并注明采样地、

[2]

山羊寄生蠕虫感染率在 1995 年高达 96.92% ，感
[3]

染的蠕虫种类多，一年四季均可感染 。三明市宁
化县地处闽西北，属丘陵地带，山多地少，牧草资
源丰富，适合发展养羊业。许多场户羊群也经常发
生肠道寄生虫病，但具体感染情况并无调查数据。
为了解宁化县羊肠道寄生虫感染情况，更好地指导
养羊场户精准防控羊肠道寄生虫病，促进全县养羊
业健康发展，2022 年 4—6 月在 8 个乡镇 16 个羊
场随机采集 260 份山羊粪便样品进行寄生虫检测，
以期为宁化县羊肠道寄生虫病防控提供数据参考。
1
1.1

材料与方法
材料
饱和盐水、SMART 生物显微镜（重庆奥特光

学仪器有限公司）、载玻片、盖玻片、小烧杯、纱
布、小锥形瓶、吸管、剪刀、玻璃棒、镊子、天平、
计数板、样品杯等。
1.2

样品来源
全县共有 16 个乡镇，有 11 个乡镇饲养山羊，

羊只年龄、样品编号等，带回实验室放入 4 ℃冰箱
备用，合计采集 260 份粪便样品。对 16 个养羊场
户进行采样时，填写采样单，每场户一单，主要记
录羊场基本情况、羊只营养情况、日龄、驱虫用药
情况以及对应的样品编号等信息。
1.3

虫卵检查
采用饱和盐水漂浮法检查球虫卵囊、线虫卵、

绦虫卵，采用自然沉淀法检查吸虫卵 [4]。在光学显
微镜下，观察虫卵和卵囊的形态特征和内部结构，
对照寄生虫图谱，鉴别虫卵和卵囊种类并显微拍照，
每片观察 200 个视野 [5]，把检出的虫卵按照线虫、
吸虫、球虫、绦虫等大类归类。采用麦克马斯特氏
法计算每克粪便中原虫卵囊数（OPG）或线虫、吸
虫等虫卵数（EPG），测定感染强度。
1.4

数据统计
粪便样品中检出虫卵或卵囊即判为个体感染，

个体阳性所在的场群判为感染场群。采用 SPSS

其中 3 个乡镇养殖规模较小，存栏低于 50 只 / 户，

21.0 软件对获得的数据进行卡方检验，P ＞ 0.05

未纳入本次调查范围。本次调查选择曹坊、安乐、

判定为差异不显著，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石壁、济村、城郊、中沙、泉上、水茜等 8 个乡镇

判定为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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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囊的样品中，有 43 份为单一寄生虫感染，占比为

总体情况

55.1%；35 份 为 混合 感 染， 占比 44.9%， 分别为

2
2.1

在 16 个山羊场户中，有 8 个场户检出寄生虫

“捻转血矛线虫 + 前后盘吸虫”6 份、“前后盘吸

虫卵或卵囊，平均场户感染率为 50.0%；在采集的

虫 + 球虫”14 份、“食道口线虫 + 球虫”6 份、“捻

260 份粪便样品中，有 78 份检出寄生虫虫卵或卵囊，

转血矛线虫 + 食道口线虫 + 类圆线虫”9 份。

平均个体感染率为 30.0%。共检出 3 类 5 种肠道寄

2.3

乡镇分布
不同乡镇统计结果（表 1）显示：水茜镇、曹

生虫虫卵或卵囊，分别是线虫卵（捻转血矛线虫、
食道口线虫、类圆线虫，图 1-A）、球虫卵囊（图 1-B）、

坊镇、泉上镇个体感染率较高，在 80% 以上；安

吸虫卵（前后盘吸虫，图 1-C），未检测到绦虫卵。

乐镇、中沙乡、济村乡次之，为 20%~40%；石壁镇、

种类分布

2.2

城郊镇未检出个体感染。它们间的个体感染率差异

不同种类虫卵或卵囊统计结果（表 1）显示：

显著（P ≤ 0.05）。

线虫个体感染率最高，为 16.5%（43/260），EPG

2.4

最 高 达 4 000；吸 虫 次 之， 为 14.2%（37/260），

2.4.1

EPG 最高达 1 000；球虫最低，为 11.9%（31/260），

（表 2）显示：本次调查的 16 个羊场户中，13 个

OPG 最高达 1 400。但不同种类寄生虫的个体感染

为放牧饲养，其中 8 个检出寄生虫感染，场群感染

率差异不显著（P ＞ 0.05）。78 份检出虫卵或卵

率为 61.5%，采样 128 份，检出 78 份感染样品，

群间分布
舍饲与放牧

不同饲养方式羊群统计结果

A. 线虫卵 ；B. 球虫卵囊 ；C. 吸虫卵。

图1
表1
样品来源

山羊粪便样品中检出的寄生虫虫卵或卵囊
山羊粪便样品中寄生虫总体感染情况

存栏数 / 只 样品数 / 份 阳性数 / 份 个体感染率 /%

线虫
个体感染率 /%

EPG

泉上镇

90

9

8

88.9

88.9（8/9）

600

中沙乡

465

46

15

32.6

19.6（9/46）

4 000

济村乡

337

34

7

20.6

0（0/34）

石壁镇

660

66

0

0

曹坊镇

120

12

10

83.3

水茜镇

216

22

22

100

城郊镇

300

30

0

0

安乐镇

412

41

16

39.0

39.0（16/41）

2 600

260

78

30.0

16.5（43/260）

合计 / 平均

表2

吸虫

球虫

个体感染率 /% EPG

个体感染率 /% OPG

0（0/9）
13.0（6/46）

0（0/9）
500

0

0（0/34）

0

0（0/66）

0

0（0/66）

0

83.3（10/12）

400

0（0/12）

0

0（0/22）

0

100（22/22）

0（0/30）

0

0（0/30）

400~800 22.0（9/41）
14.2（37/260）

0

0（0/46）

0

20.6（7/34）

1 400

0（0/66）

0

83.3（10/12）

800

1 000 63.6（14/22）

400

0

0（0/30）

0

800

0（0/41）

0

11.9（31/260）

舍饲与放牧山羊肠道寄生虫感染情况统计

养殖模式

采样场户羊存栏数 / 只

采样场户数 / 个

阳性场户数 / 个

场群感染率 /%

样品数 / 份

阳性数 / 份

个体感染率 /%

舍饲

1 320

3

0

0

132

0

0

放牧

1 280

13

8

61.5

128

78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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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感染率为 60.9%；3 个为舍饲饲养，采样 132

吸虫以肝片吸虫、同盘吸虫、阔盘吸虫为主；福

份，均未检出肠道寄生虫感染。放牧场户和舍饲场

建省的线虫、绦虫、吸虫的平均虫卵检出率分别为

户间的感染率差异显著（P ≤ 0.05）。

74.2%、11.2%、6.0%，线虫虫卵检出率较高。

不同年龄羊群统计结果（表 3）

宁化县属中亚热带季风性气候，温热多雨。

显示：78 只检出寄生虫感染的放牧山羊中，1 岁以

冬春季以及梅雨季节寄生虫危害特别严重，这是因

不同年龄

2.4.2

下山羊个体感染率为 45.6%，1~2 岁为 28.6%，2 岁
以上为 15.1%，不同年龄组间差异显著（P ≤ 0.05），
表明放牧山羊年龄越小，感染率越高。
驱虫与未驱虫

2.4.3

驱虫与否羊群统计结果（表

4）显示：未驱虫的场户感染率为 100%，个体感
染率为 92.2%，已驱虫的场户感染率为 27.3%，个
体感染率为 14.8%，组间差异显著（P ≤ 0.05）；
使用左旋咪唑、阿维菌素、氯氰碘柳胺钠、阿苯
哒唑等多种驱虫药的个体感染仅为 2.5%，而使用
伊维菌素、吡喹酮驱虫 2 种驱虫药的为 27.9%，使
用伊维菌素 1 种驱虫药的为 42.3%，组间差异显著
（P ≤ 0.05）。上述结果表明，使用驱虫药可以有
效降低肠道寄生虫感染率，而且使用多种驱虫药效
果更好。
3

生虫病 [7]。本次对宁化县存栏 50 只及以上羊场户
抽样进行山羊肠道寄生虫感染调查，发现该县山羊
肠道寄生虫总个体感染率为 30.0%（78/260），其
中未驱虫场户感染情况明显较为严重，其场群感染
率为 100%（5/5），个体感染率为 92.2%。陈静等 [8]、
朱丹等 [9] 研究认为：我国部分地区山羊肠道寄生
虫感染普遍，且存在多种寄生虫混合感染，未驱虫
的山羊场群感染强度大，总个体感染率达 90% 以
上。而此次宁化县未驱虫的场户感染率为 100%，
个体感染率为 92.2%，与上述研究结果基本相同。
本次调查发现，使用 1 种驱虫药的个体感染
率为 42.3%，使用 2 种的为 27.9%，而使用 3 种以
上的仅为 2.5%，说明使用驱虫药可以有效降低肠
道寄生虫感染率，而且多种驱虫药联合使用效果更

讨论
江斌等

[6]

调查表明：福建省放牧山羊寄生的

蠕虫主要为线虫，以捻转血矛线虫和食道口线虫
为主，还寄生少量羊鞭虫、羊仰口线虫、毛圆线
虫、奥斯特线虫等；寄生的绦虫都是莫尼茨绦虫，
表3

为湿热环境利于寄生虫虫卵 / 卵囊发育，易诱发寄

好。这与谢柯柯等 [10] 的研究结果相近：从驱虫前
后虫卵转阴率来看，单用伊维菌素注射液的虫卵转
阴率不明显（由 81.25% 下降至 75.00%），表明虫
体已产生耐药性，而使用伊维菌素 - 芬苯达唑预混
剂的驱虫效果更好，虫卵转阴率由 87.50% 下降至
[10]
37.50% 。

不同年龄山羊肠道寄生虫感染情况统计

本次调查未检测到绦虫，但这并不能说明本

样品数 / 份

阳性数 / 份

个体感染率 /%

＜1岁

90

41

45.6

1~2 岁

84

24

28.6

＞2岁

86

13

15.1

使用驱虫药后在粪便中曾看到疑似绦虫节片；蔡火

合计 / 平均

260

78

30.0

长 [11] 在 2016 年曾报道过宁化县一起羊绦虫病的防

年龄段

表4
驱虫
与否
未驱虫

驱虫与否山羊的肠道寄生虫感染情况统计
阳 性
数/份
47

个体感染
率 /%

122

3

伊维菌素、吡喹酮

61

伊维菌素

驱虫药

左旋咪唑、阿维菌素、氯氰碘柳胺钠、阿苯哒唑
已驱虫

合计 / 平均
注：—. 未做具体分类统计。

15

地羊群不存在绦虫感染。问卷调查时，有 2 户反映

样 品
数/份
51

阳性场户
数/个
5

场群感染
率 /%

92.2

场 户
数/个
5

2.5

—

—

—

17

27.9

—

—

—

26

11

42.3

—

—

—

209

31

14.8

11

3

27.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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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本调查未检测到绦虫可能与羊群刚驱过虫有关。

部分乡镇感染严重，放牧山羊及幼龄山羊更易感染，

本次调查检出寄生虫感染的均是放牧山羊，

联合使用多种驱虫药具有明显的驱虫效果。因此，

表明放牧山羊比舍饲山羊更易感染寄生虫，这与睢

建议制定科学驱虫方案，联合用药，并采取加强饲养

攀博等

[12]

、乔立东等

[13]

的报道相吻合。放牧山羊

与大自然直接接触，受外界环境影响大，养殖环境
多样，容易接触到感染源；放牧地点多是低洼水田
水沟、竹山、荒山荒坡，而在水田放牧易感染吸虫，

管理和清洁消毒等综合措施，以减少甚至控制山羊寄
生虫病的发生与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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