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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储藏大枣甜果螨孳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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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 目的

了解安徽省储藏大枣中甜果螨孳生状况。方法
方法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7 月，从安徽省 17 座城市 30 家干

果商店或/和中药材仓库采集大枣（储藏时间≥ 6 个月），并进行甜果螨分离，观察大枣中甜果螨孳生情况。结果
结果

从安徽

省 17 座城市共采集了 300 份大枣样本，其中 19 份检出甜果螨，甜果螨孳生率为 6.33%（19/300），平 均 孳 生 密 度 为 6.52
只/g；不同发育阶段构成比为成螨（含若螨）85.72%、幼螨 12.27%、休眠体 0.56% 和螨卵 1.45%。结论
结论

安徽省储藏大枣中

甜果螨孳生密度较高，
应采取相关措施防止甜果螨向其他干果或中药材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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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infestation of Carpoglyphus lactis in stored jujube from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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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breeding of Carpoglyphus lactis in stored jujube from Anhui Province，so as to pro⁃
vide the evidence for preventing the harm of C. lactis to stored jujube. Methods The jujube samples stored for more than 6
months were collected from dried fruit shops and/or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warehouses，which were chosen as survey sites in
Anhui Province. The mites were isolated and identified under a microscope. Results Totally 19 samples infested with C. lactis
were obtained from 300 samples in 17 cities of Anhui Province，the breeding rate and breeding density of C. lactis were 6.33%
and 6.52 per gram respectively. The constituent ratios of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were adult 85.72%，larva 12.27%，dor⁃
mancy body 0.56%，and egg 1.45%，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breeding density of C. lactis in the stored jujube is high
and the species diversity is rich，so the control of C. lactis and the prevention of human acariasi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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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果螨隶属于蛛形纲、蜱螨亚纲、真螨目、无气门

1.2

螨种分离

采用直接镜检法和光照驱螨法［4］进

亚目、果螨科、果螨属［1］。该螨不仅对干果、蜜饯、甜

行储藏大枣中孳生螨的分离，经形态学鉴定为甜果

饮和食糖等食物造成危害 ，而且还可引起人体肠螨

螨［5］后用于分析。

［2］

病等［3］。本课题组于 2016 年 10 月-2017 年 7 月，选取
安徽省 17 座城市 30 家干果商店或/和中药材仓库，对

储藏大枣中甜果螨的孳生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报道
如下。
1

1.1

材料与方法
标本采集

从安徽省合肥、芜湖、淮南、淮北、蚌

1.3

数据处理

对大枣样本中分离出的甜果螨，采

用以下公式进行数据处理：① 孳生率（%）= 采集样

本中发现甜果螨的样本数/采集样本总数 × 100%；

② 构成比（%）= 样本中某一发育阶段甜果螨数量/样

本中孳生的甜果螨总数 × 100%；③ 平均孳生密度 =
样本中孳生的甜果螨总数/样本总质量［6］。

埠、宿州、马鞍山、安庆、铜陵、黄山、滁州、阜阳、六安、

2 结果

果商店或/和中药材仓库作为调查场所，以储藏时

仓库共采集储藏大枣 300 份，其中 19 份检出甜果螨，

亳州、宣城、巢湖、池州等 17 座城市随机选取 30 家干

从安徽省 17 座城市 30 家干果商店或/和中药材

间 ≥ 6 个月的大枣作为检测样本。每家干果商店或/

甜果螨孳生率为 6.33%（19/300）。19 份检出甜果螨的

采样袋封装后带回实验室，
称重备用。

只/g，平均 6.52 只/g（1 239 只/190 g）。19 份检出甜果

和中药材仓库采集储藏大枣样本 10 份，每份 10 g，用

储藏大枣中，甜果螨孳生密 度 最 高 11 只/g ，最 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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螨的储藏大枣中，成螨（含若螨）1 062 只、幼螨 152

欢、王忆楠、徐振成、钱文斯、王文莲、胡燕、南丹阳、祁国庆、刘

螨（含若螨）85.72%、幼螨 12.27%、休眠体 0.56% 和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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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休眠体 7 只、螨卵 18 枚，不同发育阶段构成比为成

卵 1.45%。
3

讨论

甜果螨分布十分广泛，在桂圆肉、大枣、红糖、枸
杞、山楂、绿豆糕、饼干、蛋糕、沙琪玛、柿饼等含糖食
物中均可发现［7⁃8］，其在夏秋两季更容易大量孳生［9］。
甜果螨发育一般先后经历卵、幼螨、第一若螨、第三若
螨和成螨［1］。在一定条件下，第二若螨也可能出现在
第一若螨与第三若螨之间；第二若螨也被称为休眠
体，该休眠体是一种难以被发现的活动休眠体，其形
成机制是为了抵抗不利的生存环境以及扩增种的延
续传播［10］。
甜果螨大量繁殖不仅会造成大枣污染变质和价
值降低，还会引发各种人体螨病［3，11⁃12］。因此，掌握甜
果螨孳生情况对该螨防治具有重要意义。本次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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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省 17 座城市调查发现，所采集的 300 份储藏大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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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甜果螨孳生率为 6.33%，平 均 孳 生 密 度 为 6.52

枣中有甜果螨孳生，且孳生密度较高，应采取一定措
施进行防治，防止大枣变质、诱发霉变，导致品质下
降，并避免由于食用受污染的大枣而导致人体螨病的

发生。研究发现，当储藏物中甜果螨孳生密度升高到
一定水平时，其就会向四周扩散迁徙，并且在播散过
程中可能会导致细菌、真菌等多种微生物传播［5］。因
此，对于较易孳生甜果螨的储藏物应妥善存放，防止
甜果螨孳生及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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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入编第 8 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
近日，
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7 版编委会通知，
经文献计量学定量筛选和专家定性评审，
继《中文核心

期刊要目总览》第 7 版后，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继续入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 8 版
“内科学”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是由北京大学图书馆牵头，并联合北京地区十几所高校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
情报中心、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价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等相关单位开展的研

究成果，自 2011 年起每 3 年评定一次。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是目前国内用于期刊评价的最权威工具之一，

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为评定 2017 版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项目组采用影响因子、特

征因子、被重要检索工具收录、基金论文比等 16 个文献计量学评价指标，以 49 种数据库及文摘刊物的 93 亿余

篇次文献作为评价指标统计源，对 13953 种期刊进行定量筛选，并由近 8000 位学科专家对初筛的期刊进行定性
同行评议，最终筛选评选出 1981 种核心期刊，并按《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学科体系划分为 78 个学科。
《中国血

吸虫病防治杂志》成功入编
“内科学”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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