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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猪场副猪嗜血杆菌病的紧急流行病学调查
曾邦权 1，段博芳 1，郑欢莉 2，陈俊华 3，张文东 1，沈朝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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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7 年 4 月 27 日，某猪场仔猪突然出现严重呼吸道症状，并伴随大量死亡。为探寻病因，继而提出有

效控制措施，开展了紧急流行病学调查。通过现场调查、临床剖解、实验室检测，确定疫病由副猪嗜血杆菌引起。
调查发现，寒冷应激、生长日龄短、饲养密度大是重要的风险因素，其共同作用导致疫病发生。采取对发病猪
隔离淘汰、猪群全群药物防治等干预措施，最终使疫病得到了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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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April 27，2017，severe respiratory symptoms occurred in piglets in a swine farm，accompanied with
massive death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pathogenesis of the outbreak，put forward effective control measures，an
emergency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was carried out. Through on-site investigation，clinical analysis and laboratory
tests，it was determined that the disease was caused by Haemophilus parasuis.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
cold stress，short growth period，and high stocking density were important risk factor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outbreak.
After isolating and culling the infected piglets and treating these piglets with drugs，ﬁnally，the disease was effectively
contro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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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场及疫病发生概况
该猪场位于东经 103º44'32''，北纬 24º49'23''，海拔

1 995.3 m，距离 204 省道 1.3 km，周边均为农田，占地

共 1 667 头。其中：12~15 栋饲养 785 头育成猪，6
栋饲养 392 头仔猪（46 日龄，4 月 24 日第一批调入），
7 栋饲养 490 头仔猪（27 日龄，4 月 26 日第二批

2

33 亩（1 亩 =666.67 m ）；共 19 栋猪舍（图 1），每栋
20 栏，每栏 8 m2 左右；场内设施陈旧，生物安全措施
缺乏，消毒通道和隔离舍未启用；圈舍卫生状况较差，
直接饮用地下井水；未采取无害化处理措施，场内病
死猪随意掩埋。
该猪场为育肥场。调查时，全场存栏生猪 3 批，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7YFC1200500）；联合
国粮农组织 - 中国兽医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
通信作者 ：张文东，沈朝建

图1

猪场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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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入）。猪场雇用 3 名农民兼作饲养员，
分别管理 6~7 栋、12~13 栋、14~15 栋。
饲养员未经任何培训，场内可相互走串，
饲喂完后回家务农。
2017 年 4 月 27 日， 该 场 仔 猪 开 始
发病死亡，主要表现呼吸道症状。4 月
30 日当地疫病控制部门接到报告后，对
图2

该场先后进行了两次调查。
2

方法

2.1

3.2

病例定义

2.1.1

疑似病例

猪场发病流行曲线

空间分布
发病栋舍分布和发病栋舍内各栏具体发病情

2017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18 日，

况分别见图 3、图 4。调查发现，此次疫病发生顺

该场猪群中出现以下 2 个及以上症状的即定义为疑

序是由 7 栋到 6 栋，并且是端头栏（图 4 中黄色部分）

似病例：发烧、呼吸困难、耳尖皮肤发绀、腹下皮

内的猪最先发病，中部栏后发病，且端头栏袭击率

肤发绀、单肢或多肢关节肿胀、跛行。

明显高于中间栏（表 1）。发病舍端头栏仔猪发病

2.1.2

确诊病例

经 PCR 检测为副猪嗜血杆菌阳

风险是中间栏的 1.51 倍（95%CI：1.22~1.87）。

性的疑似病例。
2.2

现场调查
通过现场调查、访谈，收集当地天气状况，

以及该场地理位置、周边环境、圈舍布局、存栏情
况、饲养情况、发病经过、免疫和防控等信息。
2.3

剖检及实验室检测
对 6 头病死猪进行剖检，查看病理变化；采

集病变组织样品，进行猪瘟、高致病性猪繁殖与呼
吸综合征、猪链球菌病、猪传染性胸膜肺炎、副猪
嗜血杆菌病、支原体病的病原学检测。
2.4

数据分析
用 Excel 和 Epi Info 7 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

行整理分析。
3
3.1

结果与分析
时间分布
4 月 27 日，该场 4 月 26 日刚调入的第二批仔

猪（7 栋）出现发病死亡；4 月 27—30 日，进行初
步诊疗；4 月 30 日，第一次介入调查；5 月 1 日，
此前第一批调入的仔猪（6 栋）出现发病；5 月 2 日，
采取干预措施；5 月 10 日，第二次调查，病情有
所控制；5 月 12 日后，没有新病例出现；5 月 16
日后，不再有病死猪出现。整个疫病过程中，饲养
的育成猪一直未发病。疫病暴发的流行曲线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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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表1

猪场平面布局图

猪舍端头栏与中间栏发病情况

饲养栏位置
存栏数 / 头发病数 / 头 袭击率 /% RR
95%CI
6 栋端头栏
152
36
23.68
1.78 1.15~2.73
6 栋中间栏
240
32
13.33
7 栋端头栏
190
82
43.16
1.42 1.12~1.80
7 栋中间栏
300
91
30.33
6、7 栋端头栏
342
118
34.50
1.51 1.22~1.87
6、7 栋中间栏
540
123
22.78
注：袭击率=观察期内新病例数/观察期初始时的易感动物数
[1]
[2]
×100% ；RR 为相对风险，是指暴露组与非暴露组发病风险之
比；CI为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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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病死猪解剖症状

采集 6 头病死猪组织样品，经 PCR 检测，发
现 6 头均为副猪嗜血杆菌阳性，其中 2 头同时检出
支原体阳性。
图4

3.3

发病猪舍存栏、发病、死亡情况

4

群间分布

4.1

讨论
疫病特征

此次疫病暴发以日龄较小的断奶仔猪为主，

副猪嗜血杆菌病是由猪副嗜血杆菌引起猪多

日龄偏大的育成猪没有发病。不同生长日龄、饲养

发性浆膜炎和关节炎的统称 。副猪嗜血杆菌是革

密度的发病情况见表 2。可以看出：27 日龄仔猪

兰氏阴性小杆菌，有 15 种血清型，当前在我国流

袭击率达 35.31%，饲养密度为 25 头 / 栏的袭击率
为 34.0%；27 日龄仔猪发病风险

[2]

是 46 日仔猪的

2.03 倍，饲养密度为 25 头 / 栏的猪群发病风险是
≤ 20 头 / 栏的 1.67 倍。
表2
项目
日龄
饲养
密度

[5]

[6]

聪等 、司振书等 、王兴美

[7]

等报道该菌可以

影响 2 周龄至 4 月龄的猪，断奶前后和保育期是主
可在 2 周龄时出现，持续至育肥早期，发病率可达

RR

95%CI

2.03

1.59~2.61

1.67

1.4~1.8

注：袭击率=观察期内新病例数/观察期初始时的易感动物数
[1]
[2]
×100% ；RR 为相对风险，是指暴露组与非暴露组发病风险之
比；CI为置信区间

3.4

[4]

行的优势血清型主要为 4、5、12、13 型 。薛国

要的感染阶段，4~6 周龄往往是感染高峰期，最早

不同日龄、不同饲养密度发病情况

存栏数 发病数 袭击率
/头
/头
/%
27 日龄
490
173
35.31
46 日龄
392
68
17.35
25 头 / 栏
450
153
34.00
≤ 20 头 / 栏 432
88
20.37

[3]

剖检变化及实验室检测
剖检可见胸腔、腹腔呈泛发性纤维素性浆膜

炎：腹腔积液，肝、脾、肠浆膜有纤维素性渗出物
附着，整个腹腔脏器粘连，难以分离；胸腔积液，
肺、心包膜表面有纤维素性渗出物附着，肺与膈肌、

40%，严重时病死率可达 50%。此次疫病的发病特
征、流行过程等均与上述报道相似。
4.2

发病原因
调查得知，与该养殖场合作的公司在当地没

有种猪基地，需要从其他种猪场收购仔猪供给该
养殖场。后续调查发现，引进仔猪的来源种猪场
2017 年 2 月曾有类似疫情发生，且引进仔猪前未
进行检测，因此怀疑引进仔猪在调入前很可能已发
生感染。此外，4 月 26 日夜间至 28 日，养殖场所
在地持续降雨，昼夜温差较大，夜间温度仅 10 ℃。
第二批刚调入的仔猪经长途运输到养殖场，再加上
养殖场保温防寒措施落后，从而因寒冷应激，导致

胸膜、心包粘连，心包膜增厚与心脏粘连，心包腔

该批猪群先发病。7 栋和 6 栋由同一个饲养员管理。

积液，心脏呈“绒毛心”。肿胀关节腔内有积液及

该饲养员随意进出两栋猪舍，从而导致 6 栋猪群随

纤维样渗出物（图 5）。

后发病。此次事件发生顺序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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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温灯保温时间，增加保温箱面
积或个数，保证仔猪顺利过渡；
（2）降低仔猪饲养密度，转移到
其余栋舍饲养，对发病猪进行隔
离淘汰；（3）猪群进场后免疫副
图6

猪嗜血杆菌二价灭活苗，做好营

相关事件发生顺序

调查发现，发病的 7、6 栋端头栏的通风孔敞
开且通道门不能正常关闭，导致端头栏仔猪受阴雨

养保健，定期投药进行药物预防。
5

综合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室检测，确定此次

寒冷应激较中间栏严重，因此端头栏仔猪最先发病，
后续中部栏仔猪才开始发病。

结论

疫病暴发由副猪嗜血杆菌引起。寒冷应激、生长日

7 栋饲养的 27 日龄仔猪断奶日龄较短，断奶

龄短、饲养密度大是重要的风险因素，其共同作用

应激较大，仔猪掉膘严重，体质弱；同时，7 栋内

导致了疫病发生。为防止该病发生，建议做好猪群

18 个栏，每栏均饲养了 25 头仔猪，饲养密度较大；

的防寒保暖，降低饲养密度，及时进行疫苗免疫和

患病仔猪未隔离，健康猪与患病猪频繁接触。这些

定期药物预防等工作。

因素的存在导致该栋舍仔猪发病和死亡情况比较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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