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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爪沙鼠的肝毛细线虫感染率与鼠类
及猛禽密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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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研究鼠类密度和猛禽密度对鼠类肝毛细线虫（Capillaria hepatica）感染率的影响，作者于 2004
年 7 月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北部和东乌珠穆沁旗西南部典型草原草场选取了 14 个实验样地，
采用洞口计数法（四分之一圆面积法）调查估计各实验样地内长爪沙鼠（Meriones unguiculatus）密度，
同时采用夹线调查法捕获鼠类样本，进行常规解剖获取肝毛细线虫的感染数据。采用目测计数法统计
猛禽的出现频次，并以其出现频次作为猛禽的相对密度指标。实验样地共捕获长爪沙鼠 1 058 只，观
察到鹰隼类活动 69 只次。数据分析结果表明，长爪沙鼠肝毛细线虫感染率与鼠类密度之间存在极显著
的正相关关系（P < 0.01，R2 = 0.926）
，长爪沙鼠肝毛细线虫感染率与猛禽密度之间亦存在极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P < 0.01，R2 = 0.853）。该结果说明，长爪沙鼠是肝毛细线虫的主要宿主，鼠类密度和猛禽
密度的升高均会增加长爪沙鼠肝毛细线虫感染率，猛禽密度和鼠类密度之间还存在叠加效应，猛禽的
捕食作用会加快肝毛细线虫病的传播周期，加重肝毛细线虫病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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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ective characters of Capillaria hepatica in Mongolian Gerb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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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iones unguiculatus) and the density of rodents and raptors, this research selected 14 experimental areas
in Abagaqi and Dongwuzhumuqinqi in Xilinguole League, Inner Mongolia during July 2004. We used the
number of burrow method to efficiently investigate the density of M. unguiculatus. Standard killing trap
method was adopted to capture rodent samples and we observed and counted the density of raptors within 3 km2
over the experimental area at the same time. Captured rodents were subsequently dissected to check the
infection of parasites.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Altogether 1 058 rodents were
captured, and raptors were observed for 69 times (Table 1). As a result we foun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ection rate and rodent density was extremely significant (P < 0.01, R2 = 0.926), and so di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ection rate and raptor density (P < 0.01, R2 = 0.853). The infection rate would increase with the
rising of rodent density and raptor density. Moreover,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uplicate effect between rodent
density and raptor density. The predation of raptors would shorten the diffusion period of C. hepatica and
aggravate the hepatic capillariasis.
Key words: Meriones unguiculatus; Capillaria hepatica; Infective characters; Rodents density; Raptors
density

鼠类作为哺乳动物中种类最多、分布最广、

鼠是鼠疫流行的早期征兆。同时，长爪沙鼠也

数量最大的类群，在生态系统中起着重要作用

是卡氏肺孢子虫（Pneumocystis carinii）、广州

（张知彬等 1998）。鼠类是主要的疫源动物，是

管圆线虫（Angiostrongylus cantonensis）和菲律

多 种 传 染 性 疾 病 的 重 要 载 体 （ Kruse et al.

宾毛细线虫（C. philippinensis）等人畜共患寄

2004 ）。 肝 毛 细 线 虫 病 是 由 肝 毛 细 线 虫

生虫的天然宿主（Cross et al. 1978，王钜等

（Capillaria hepatica）成虫寄生在鼠类或其他哺

2004，韦永芳等 2014）
。然而长爪沙鼠作为内

乳动物的肝内而导致的疾病（Nabi et al. 2007）。

蒙古肝毛细线虫病自然疫源地的主要鼠种，目

人类（Homo sapiens）感染肝毛细线虫后肝会

前对其与肝毛细线虫的相关研究尚少。

受损、发炎、纤维化，严重的会导致死亡

鼠类是寄生虫病的常见宿主，当鼠类的种

（Ferreira et al. 1993，Gomes et al. 2006）。肝毛

群密度增大时，会向周围地区扩散。扩散的过

细线虫广泛分布于温带和热带地区，在我国许

程，不仅加剧了疾病的传播，而且扩散鼠类所

多省份也有分布，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地区是肝

携带的疾病和当地鼠类会产生交叉感染，大大

毛细线虫病自然疫源地之一，该地区栖居着多

增加了鼠传疾病的发生几率（宛新荣等

种草原鼠类，这些鼠类的分布区与疫源地分布

2007a）。已有研究人员先后开展了利用天敌防

区重叠程度很高（宛新荣等 2007a）
。

控鼠害的工作（边疆辉等 2011）。天敌与鼠类

长爪沙鼠（Meriones unguiculatus）在我国

种群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作用关系（杜桂林

主要分布在干旱、半干旱的草原地带，成群居

等 2016），当鼠类的密度增加时，鼠类天敌的

生活，有储食越冬的习性。是草原区的主要害

数量一般随之增加（Lomolinoa et al. 2003）。在

鼠（钟文勤等 1985）。因其分布广泛、便于观

内蒙古锡林郭勒地区，猛禽是长爪沙鼠的主要

察研究，是动物行为学、生理生态学等学科良

捕食者，长爪沙鼠又是肝毛细线虫的主要宿主，

好的实验对象（张学英等 2016），也是医学研

那么在猛禽、长爪沙鼠、肝毛细线虫这三者之

究的常用实验动物，是心血管疾病等医学实验

间是否存在着某些关系呢？为了探究这一问

的重要模型动物。在传染病学方面，张涛等

题，我们于 2004 年 7 月份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

（2014）通过长期野外监测发现，长爪沙鼠自毙

阿巴嘎旗和东乌珠穆沁旗的部分草场开展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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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研究，旨在分析长爪沙鼠对肝毛细线虫的感

洞群区域，连续 24 h 捕鼠，白天每 2 h 检查一

染率与样地鼠类和猛禽密度之间的关系，为探

次，收取捕获的鼠类样本。将样本放在密封的

讨捕食者在疾病传染模式上的作用提供依据。

塑料桶内，倒入适量的三氯甲烷熏蒸灭蚤后，

1
1.1

在实验室内进行常规解剖，观察其肝感染情况

材料与方法

（邹永波等 2014）。

研究地点

1.3

肝毛细线虫病感染率的计算

2004 年 7 月份，锡林郭勒草原北部草场长

感染肝毛细线虫后，鼠类肝会出现淡黄色

爪沙鼠密度较高。作者在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

或白色斑点，严重的会呈现丝状或絮状斑纹（黄

北部和东乌珠穆沁旗西南部的自然草场选取了

正美 1995）
。记录肝毛细线虫病的感染率数据，

14 个实验样地，样地内主要分布着克氏针茅

以发现有肝毛细线虫虫体计为阳性（宛新荣等

（Stipa krylovii）、羊草（Leymus chinensis）、黄

2007b）。肝毛细线虫感染率 r 由下式得到：r =

花苜蓿（Medicago falcata）等植物。由于长爪

(a/N) × 100%，其中，N 表示捕获的长爪沙鼠总

沙鼠在草场上的分布为斑块状，我们选取的研

数，a 表示捕获的个体中感染肝毛细线虫个体

究样地均在长爪沙鼠分布的斑块上，每个样地

数。

之间的距离大约 3 ~ 10 km，样地内长爪沙鼠为

1.4

优势鼠种，草场上空也有数量较多的猛禽活动。

实验样地猛禽密度的调查方法
实验样地中猛禽主要为昼行性鸟类，其体

实 验 样 地 内 还 有 布 氏 田 鼠 （ Lasiopodomys

型较大，且草原地区视野开阔，易于观察，因

brandtii）、黑线仓鼠（Cricetulus barabensis）、

此可采用目测计数法统计猛禽的出现频次，并

子午沙鼠（Meriones meridianus）、达乌尔黄鼠

以其出现频次作为其相对密度指标（宋文韬等

（ Citellus dauricus ）、 五 趾 跳 鼠 （ Allactaga

2016）。开阔的草原地区视野范围大约为 1 km，

sibirica）等鼠类活动。样地内以鼠类为食的捕

考虑到本次实验区域中长爪沙鼠分布为斑块

（ Buteo hemilasius ）、 红 隼

状，因此采用长 3 km 宽 1 km 的调查面积更能

食者主要为大

（Falco tinnunculus）、黑耳鸢（Milvus migrans）

反映样地上空猛禽的密度，即以鼠类调查样线

等猛禽以及几种鼬科动物。

为中轴，沿中轴方向向两端各延伸至 1.5 km，

1.2

垂直中轴方向两侧各延伸至 0.5 km，保证猛禽

实验样地鼠类密度和鼠类样本的调查方

调查区域覆盖鼠类调查区域的上空，面积为 3 km2。

法
采用洞口计数法调查各实验样地内长爪沙鼠

每个样地共调查 3 日，每日统计 4 次（上午、

2

的密度。即以 28.2 m 为半径划出面积为 0.25 hm

下午各 2 次）
，以每日观察到的猛禽总只次数的

的圆形区域，统计区域内长爪沙鼠的洞口数（施

平均值表示该样地猛禽密度，如在 3 d 时间内

大钊等 1998）。在每个样地中选取 8 个圆形区

在 3 km2 样地中共观察到 8 只次猛禽，猛禽密

域，合计调查面积为 2 hm2，得到每公顷长爪

度为 8 ÷ 3 ÷ 3 = 0.89，表示为 0.89（8）。

沙鼠的洞口数。以洞口数除以这一区域内总共

1.5

数据处理与分析

的捕鼠数即为洞口系数。7 月份（夏季）长爪

对所得数据进行初步整理，根据洞口系数

沙鼠的洞口系数为 0.12（张知彬等 1998），据

0.12（张知彬等 1998）将洞口计数法得到的洞

此折算成单位面积的洞口密度，从而获得长爪

口数折算成长爪沙鼠种群的绝对密度；将各样

沙鼠种群的绝对密度（宛新荣等 2011）。长爪

地 3 d 内在 3 km2 范围内观察到的猛禽只次数

沙鼠密度数据即为洞口数与此系数的乘积。对

折算成猛禽密度；将猛禽密度与长爪沙鼠密度

于实验样本的取样则采用夹捕法，即在每块样

的乘积作为一个变量分析两者对寄生虫感染率

地放置 100 ~ 200 只木制鼠夹，置于长爪沙鼠的

的叠加关系。采用软件 R3.3.2 对数据进行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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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依据数据的分布趋势，采用线性方程分

0.296 x + 7.230，x 表示长爪沙鼠密度，y 表长

析肝毛细线虫感染率与沙鼠密度和猛禽密度之

爪沙鼠肝毛细线虫感染率，R2 = 0.921，P <

间的关系，采用 y = kx1/3 对感染率、鼠类密度

0.01，图 1）
。

与猛禽密度的乘积进行拟合，其中，x 表示长

该结果表明，肝毛细线虫感染率明显随长

爪沙鼠密度与猛禽密度的乘积，y 表示长爪沙

爪沙鼠密度的增加而升高，当鼠类密度超过

鼠肝毛细线虫的感染率。所有检验均为双尾。

100 ind/hm2 时，感染率可达 40%，这说明在此

2

次调查的样地中，长爪沙鼠是肝毛细线虫的重

结果与分析

要传播宿主之一，且肝毛细线虫的感染率与长

本次调查的 14 个实验样地共捕获长爪沙

爪沙鼠密度极显著相关。

鼠 1 058 只，观察到鹰隼类活动 69 只次。表 1

2.2

所示为本次实验所获取的长爪沙鼠密度、猛禽

的关系

密度和肝毛细线虫感染率数据。
2.1

长爪沙鼠肝毛细线虫感染率与猛禽密度
长爪沙鼠肝毛细线虫感染率也会随猛禽密

长爪沙鼠肝毛细线虫感染率与鼠类密度

的关系

度的变化而变化，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长爪
沙鼠肝毛细线虫感染率与猛禽密度之间也存在

对表 1 中鼠类密度与感染率的数据进一步

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y = 19.617 x + 11.276，x

分析表明，长爪沙鼠肝毛细线虫的感染率与鼠

表示猛禽密度，y 表示长爪沙鼠肝毛细线虫感

类密度之间存在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y =

染率，R2 = 0.870，P < 0.01，图 2）。

表1
Table 1

长爪沙鼠、猛禽的密度与肝毛细线虫感染率

Mongolian Gerbil density, raptor density and the infection rate of Capillaria hepatica

样地号
No.

洞口数（个/hm2）
Number of burrows

长爪沙鼠密度（ind/hm2）
Mongolian Gerbil density

猛禽密度（ind/km2）
Raptor density

猛禽密度 × 沙鼠密度
Mongolian Gerbil density
× Raptor density

1

723.0

86.76

0.89 (8)*

77.12

30.58 (37/121)**

2

760.5

91.26

1.22 (11)

111.54

32.31 (42/130)

3

923.0

110.80

1.67 (15)

184.67

40.54 (60/148)

4

580.0

69.60

0.67 (6)

46.40

26.47 (27/102)

5

541.5

64.98

0.44 (4)

28.88

27.78 (25/90)

6

308.0

36.96

0.33 (3)

12.32

22.58 (14/62)

7

685.0

82.20

1.00 (9)

82.20

32.58 (29/89)

8

283.5

34.02

0.33 (3)

11.34

17.39 (8/46)

9

321.0

38.52

0.56 (5)

39.23

23.40 (11/47)

10

121.5

14.58

0.11 (2)

1.62

10.26 (4/39)

11

238.5

28.62

0.22 (2)

6.36

11.90 (5/42)

12

102.0

12.24

0 (0)

0

6.82 (3/44)

13

86.5

10.38

0 (0)

0

9.30 (4/43)

14

162.5

19.50

0.22 (2)

4.33

感染率（%）
Infection rate

16.36 (9/55)

 括号内数据表示 3 d 时间内在 3 km2 样地中观察到的猛禽总只次数； 括号内数据表示肝毛细线虫感染阳性数量与总捕获数量之比。
 The data in brackets refer to the amount of raptors observed within 3 km2 during 3 days;  The data in brackets indicate the ratio of infectors to
captured gerb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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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长爪沙鼠肝毛细线虫感染率与鼠类密度的关系
Fig. 1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ection rate and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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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爪沙鼠肝毛细线虫感染率与鼠类密度和猛禽
密度的叠加关系

Mongolian Gerbil density

Fig. 3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ection rate and

density of Mongolian Gerbil and raptors

虫感染率的影响存在极显著的叠加效应（R2 =
0.944，P < 0.01），即鼠密度越高，猛禽密度越
高，则感染率越高。

3

讨论
宛新荣等（2007a）对锡林郭勒地区肝毛细

线虫病自然疫源地的调查表明，布氏田鼠分布
区与肝毛细线虫自然疫源地分布区重叠度很高
（重叠度指数达到 1.37），而长爪沙鼠分布区与
疫源地分布区的重叠度很低（重叠度指数为
图 2 长爪沙鼠肝毛细线虫感染率与猛禽密度的关系
Fig. 2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ection rate
and raptor density

2.3

寄生虫感染率与鼠类密度和猛禽密度的

叠加关系

0.16），其他鼠种分布区与疫源地分布区之间的
重叠指数均为 0，因而推断布氏田鼠是肝毛细
线虫病的主要宿主。对布氏田鼠肝毛细线虫病
感染率的分析则表明，布氏田鼠种群密度与肝
毛细线虫感染率和感染度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

既然鼠类密度和猛禽密度都极显著影响长

关系（宛新荣等 2007b）。而本研究的结果则表

爪沙鼠肝毛细线虫的感染率，那么肝毛细线虫

明，肝毛细线虫的感染率与长爪沙鼠密度极显

的感染率与猛禽密度及鼠密度之间是否存在叠

著相关，说明长爪沙鼠也是肝毛细线虫的重要

加关系？为了进一步确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根

传播宿主。

据数据分布趋势采用 y = kx1/3 公式对感染率、

传染性疾病依靠病原体在种内或种间传

鼠类密度与猛禽密度的乘积进行拟合（图 3）。

播，其传播离不开个体之间的接触，其感染情

长爪沙鼠密度与猛禽密度对长爪沙鼠肝毛细线

况与种群的密度相关。种群密度增加，不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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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之间接触机会增大，携带病原的个体更容易

禽的密度之间存在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2 =

将病原体散播。鼠类种群密度的增加，疾病的

0.870，P < 0.01），猛禽密度越高，长爪沙鼠肝

发病率随之升高，已有研究表明，汉坦病的爆

毛细线虫的感染率也随之显著提高，这也进一

发与鼠类种群数量的大量增加直接相关（Morse

步印证了上述观点。Voríšek 等（1998）发现在

2001），鼠类密度与钩体病发病也密切相关，是

普通 （B. buteo）捕获的鼠中，感染肉孢子虫

钩体病流行预测的重要指标之一（潘会明等

的田鼠占更大比例；对红隼夏季捕到的猎物进

2003）。对鼠疫的研究表明，仅当鼠类密度达到

行分析也发现，感染特定寄生虫的普通田鼠

特定阈值时，鼠疫才会迅速爆发，而鼠疫的发

（Microtus arvalis）数量是未感染田鼠数量的两

生率达到定值时却不再随鼠密度的增大而升高

倍（Hoogenboom et al. 1987）。这说明寄生虫会

（Davis et al. 2007），这是由于鼠类密度较低时，

增加宿主的捕食风险，被寄生虫感染的个体更

鼠疫传播能力有限，因而感染率低，而疫鼠的

容易被捕食者捕获，这大大提高了寄生虫的传

高致死率又限制了疫情的进一步扩散。肝毛细

播。猛禽作为鼠类的主要捕食者，其拥有更强

线虫病是一种慢性疾病，患病个体不会在短期

的活动能力和更大的活动范围，一旦捕食了感

内死亡，且其传播周期很长，只有感染个体死

染肝毛细线虫的鼠类，便会通过粪便排泄将虫

亡后寄生虫卵暴露在环境中才有感染性，鼠类

卵散布到其停留的各个角落，加速了肝毛细线

密度的增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感染的可能

虫病的感染，加剧了疫情的扩散。在猛禽密度

性，因而感染率与鼠类密度相关。然而，对布

较高的地区，应该着重加强对肝毛细线虫等寄

氏田鼠肝毛细线虫感染率的调查发现，感染率

生虫的预防和控制，利用猛禽等捕食者进行鼠

与鼠类密度的关系不明显（宛新荣等 2007b），

类生物防治时也要避免相应的负效应发生。

作者推测这很可能与肝毛细线虫的生活史相

致谢

关，且猛禽等捕食者在该疾病传播的过程中起

野外调查提供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到了重要的作用。
肝毛细线虫的生活史比较简单，依靠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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