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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浙江省人布鲁氏菌病病例溯源调查
刘爱军，周彩琴，赵灵燕，桂平雄，虞一聪，孙冰冰，黄晓兵，徐
（浙江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浙江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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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了解浙江省人布鲁氏菌病病例感染来源，探讨当前布鲁氏菌病防控重点，对存在人间病例的县级畜

牧兽医部门开展溯源问卷调查。调查发现：2018 年的 98 例人间病例以职业人群为主，主要为从事羊养殖、屠宰、
运输和羊肉加工、销售的人群，占 55.10%；人间病例流行病学相关场点以羊屠宰场为主，占 33.67%；人感染
的可能途径以接触、屠宰活羊为主，占 63.27%；接触的动物或其产品来源不明的病例占 44.90%，而接触的动
物或其产品来源于省外、省内其他县和本县的病例分别占 31.63%、15.31% 和 8.16%。调查认为，当前浙江省布
鲁氏菌病防控的关键是对省外调入活羊的监管，应加大对违法调运活羊行为的查处力度，加快牛羊定点屠宰和
牛羊肉冷链配送体系建设，协调实施畜牧兽医部门与卫生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联防联控，及时深入开展
布鲁氏菌病流行病学调查，共同保障公共卫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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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eability Investigation on Cases of Human Brucellosis
in Zhejiang Province i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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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recognize the infection sources of human brucellosis in Zhejiang Province，and to investigate
current priorities related to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brucellosis，a traceability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was
carried out in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departments at county level where human cases were reported. Upon
investigation，it was found that 98 cases reported in 2018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among occupational population，
especially those engaged in feeding，slaughtering and transportation of sheep，processing and marketing of mutton，
accounting for 55.10%. Sheep slaughterhouses were the main epidemiological premises related to human cases，
accounting for 33.67%；the human infection was mainly caused by contacting or slaughtering live sheep，accounting
for 63.27%；44.90% cases were exposed to animals and animal products that could not be traced，and the cases
exposed to animals or animal products that came from other provinces，and other counties，the same county within
Zhejiang Province accounted for 31.63%，15.31% and 8.16%，respectively. As it was investigated that the key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disease in Zhejiang Province was to supervise any introduction of live sheep from other
provinces，thereby，some suggestions were given in this paper，including strengthening relevant investig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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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nishment towards any illegal transportation，speeding up construction of the designated slaughterhouses for cattle
and sheep and cold-chain distribution system for beef and mutton，coordinating and implementing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among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departments，health departments，market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departments，carrying out in-depth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on brucellosis in time，so as to
safeguard the security of public health.
Key words：human brucellosis；traceability investigation；infection source；Zhejiang

布鲁氏菌病（brucellosis，以下简称布病）是

防治机制，显著提升布病监测预警能力、移动监

由布鲁氏菌（Brucella）引起的人兽共患传染病。

管和疫情处置能力，全省达到布病净化标准。2018

家畜感染后，可发生胎膜炎、睾丸炎、乳腺炎以及

年是浙江省布病防控的关键一年，为了解当前浙江

各种组织病变，导致不孕、不育、流产等。人主要

省人布病病例感染来源，找出布病防控工作中的关

通过接触病畜的流产物、被布鲁氏菌污染的环境、

键点和薄弱环节，开展了本次调查。

动物产品（如牛羊肉和牛奶等）感染布病。人布病

1

的临床表现十分复杂，发热、乏力、多汗、脾大、

1.1

材料与方法

关节肌肉疼痛等较为常见，可出现多种并发症，其

问卷调查

中以骨关节受损、血液系统受损、肝损害最为常见，
[1]

部分患者可出现多系统受损 。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布病随外地奶牛的引
进而传入浙江省，并在局部地区牲畜间传播。从

根据浙江省卫生部门提供的人布病病例信息，
对存在人布病病例的县级畜牧兽医部门，发放调
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病例职业、流行病学相关
场点以及溯源场点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情况等。
1.2

统计分析
利用 Excel 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病例溯

1990 年之前的几次畜间布病疫情调查来看，浙江
省畜间疫情比较严重，如 1963 年调查发现，杭州

源情况以及流行病学相关场点等。

市某奶牛场奶牛布病阳性率高达 22.28%。之后，

2

经过全面落实“监测 + 检疫 + 扑杀 + 消毒”的综

2.1

合防治措施，几十年内畜间布病疫情一直较为稳定，

结果与分析

[2]

基本情况
全省共发放调查问卷 103 份，收回问卷 98 份。

人间也未发现新的感染病例 。1995 年，经省卫

经县级畜牧兽医部门向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核

生厅、省农业厅联合考核，浙江省达到了布病控制

实，2018 年全省共发现人布病病例 98 例。

区标准。这之后的一段时间，畜间布病感染率一直

2.2

处于较低水平。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随着居民对牛羊肉及奶
制品需求量的增加，省外活羊调入量和家畜饲养

病例职业
2018 年确诊的人布病病例中，从事牛羊饲养、

运输、屠宰加工、销售等相关职业人群偏多，约占
60%，其他为非职业人群或职业不明（表 1）。

量不断增多，导致家畜布病流行率逐渐上升，人布
表1

病病例数也随之升高。为强化布病防控工作，2017

职业

病例数 / 例

占比 /%

羊饲养、运输、屠宰和羊肉加工、销售等

54

55.10

5

5.10

36

36.73

3

3.07

年浙江省农业厅、浙江省卫生和计生委联合印发《浙
江省布鲁氏菌病防治计划（2017—2020 年）》，
计划到 2020 年，形成更加符合全省畜牧业生产安
全、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要求的布病

2

2018 年浙江省人布病病例职业情况

牛饲养、运输、屠宰等
非职业人群
职业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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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流行病学相关场点

2.5

感染来源

人布病病例的流行病学相关场点类型多样。

人布病病例中，接触的家畜或其产品来源不

溯 源 结 果 显 示： 羊 屠 宰 场（ 点） 占 比 最 高， 为

明的 44 例，占 44.90%；来源于省外的 31 例，占

33.67%； 其 次 是 家 中 和 养 羊 场（ 户）， 分 别 占

31.63%；来源于省内其他县的 15 例，占 15.31%，

12.25% 和 10.21%；再次是火锅店、饭店、食堂、

其中 6 例溯源地点清楚，其他具体地点不明。

羊肉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等由市场监督管辖的场
所，共占 11.22%（表 2）。
表2

感染布病的有 8 例，占 8.16%，涉及 2 个养羊场（户）

人感染布病的流行病学相关场点溯源情况统计

和 3 个奶牛场。其中：1 个养羊户因从省内其他县
调入布病阳性羊，导致一农户家中出现 3 名患者，

病例数 / 例

占比 /%

养牛场（户）

4

4.08

牛屠宰场

1

1.02

养羊场（户）

10

10.21

最大，1 个奶牛场已清群、关闭，无法溯源，1 个

羊屠宰场（点）

33

33.67

未追溯到原因。当地畜牧兽医部门对相关养殖场点

活羊运输车辆

1

1.02

进行了布病抗体监测，对发现的阳性家畜及时进行

活羊交易市场

4

4.08

了扑杀和无害化处理。

羊肉批发市场、农贸市场

6

6.12

3

火锅店、饭店、食堂

5

5.10

羊肉加工厂

1

1.02

12

12.25

1

1.02

20

20.41

场点类型

家中
屠狗场
不明

2.4

通过接触本县（市、区）牛羊养殖场（户）

可能感染途径

另一养羊户未追溯到确切来源；3 个奶牛场中，1
个溯源后认为随北方牧草引进而引入布病的可能性

讨论
浙江省是牛羊及其产品输入量较大的地区。

根据浙江省畜牧兽医云平台数据显示，2015—2017
年全省平均每年调入活羊约 43.82 万只，而且调入
量逐年上升，主要来自内蒙古、山东等北方布病一
类地区。与全国总体疫情趋势类似，浙江省人布病
病例数量呈上升趋势，根据浙江省卫计委公布的疫

人布病病例可能感染途径分析显示：接触、

情统计，2017 年人布病病例达到 153 例，首次突

屠宰活羊的占比最高，达 63.27%，其次是接触、

破 100 例，创历史新高。为切实加强布病防控工作，

食用牛羊肉和接触、屠宰活牛，依次为 12.24% 和

保障公共卫生安全，自 2017 年 9 月 30 日起，浙江

5.10%（表 3）。

省禁止从农业农村部公布的布病一类地区调入活羊

表3

及用于养殖的活牛，此后省外调入活羊数量明显下

人布病的可能感染途径

降，云平台数据显示，2018 年调入量较 2017 年减

病例数 / 例

占比 /%

接触、屠宰活羊

62

63.27

接触、屠宰活牛

5

5.10

接触、食用牛羊肉

12

12.24

接触、食用羊胎盘

3

3.06

虽然浙江省对布病一类地区采取了限制调运

屠宰感染布病的狗

1

1.02

措施，但因活羊调运隐蔽，监管难以全面覆盖等，

接触污染的皮毛

1

1.02

省外活羊调入仍是浙江省主要的人布病感染因素。

14

14.29

溯源调查显示，浙江省人布病主要是通过接触省外

感染途径

接触史不明

少了 72.98%。同时，2018 年的人布病病例数量 98
例，较 2017 年下降 35.95%，20 年来首次出现大
幅下降。

3

调入活羊而感染的，而且这些活羊主要来自布病一

（1）畜牧兽医部门应加强调运监管，逐步建立基

类地区。浙江省禁止从布病一类地区调入活羊后，

于风险评估的活羊及其产品调运监管长效机制，

出现了北方省份活羊经布病二类地区中转后再调入

严厉查处牛羊屠宰、活羊交易、养殖等高风险环

的现象，也有直接从布病一类地区违法调入活羊的

节的违法违规行为；加快推进实施牛羊定点屠宰，

情况。此次调查发现，流行病学相关场点中，羊屠

促进调运监管长效机制建设；推进冷链配送体系

宰场（点）占比最高（33.67%），况且绝大多数

建设，尽快形成以牛羊肉调运为主的调运新格局；

场点是非定点屠宰场。同时，浙江省也存在农户或

加强对高风险环节的家畜布病监测力度，对布病

饭店经营者直接从省外非法调运活羊自行屠宰的情

监测阳性群体，及时深入开展家畜布病流行病学

况。因此，全省绝大部分地区的牛羊屠宰仍处于分

调查，及时通报信息给有关单位。（2）卫生部门

散状态，全面监管困难，使得农业农村部规定的省

要加强对羊屠宰场、交易市场、养殖场等重点作

际牛羊“点对点”措施难以全面落实到位，不备案

业场所职业人群的布病监测，同时要兼顾羊肉烧

调入及牛羊交易不规范等行为时有发生，这给全省

烤店、火锅店等餐饮从业人员；出现疫情时，及
时深入开展流行病学调查，了解人布病病例的感

布病防控增加了难度。
随着省外活羊调运监管力度的加大，调运活
羊行为逐步转为调运羊肉，因而通过接触、屠宰
活羊而感染布病的比例可能会有所降低，但流行
病学相关场点中的火锅店、烧烤店、羊肉批发市
场和农贸市场等导致人感染的风险仍然存在，如
果监管不到位，通过接触、食用未经检疫的带菌
羊肉而感染布病的比例就有可能上升。针对这一
趋势，要进一步完善联防联控机制，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畜牧兽医部门和卫生部门要共同强化对
该类场点的布病防控。
在追溯病例接触的家畜或其产品来源时，部
分溯源不明，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布病潜
伏期长、症状不典型，导致多数患者确诊耗时较
长

[3-4]

，难以追溯到相关动物或其产品；二是通过

接触、食用牛羊肉而感染的病例，溯源非常困难；
三是羊屠宰场（点）、活羊交易市场等病例接触
的主要流行病学相关场点，因活羊来源广泛

[5-6]

，

染来源，及时通报给畜牧兽医部门，并开展联合
调查处置。（3）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强化对羊肉
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火锅店、烧烤店等羊肉流
通和消费环节布病防控工作的监督检查和技术指
导，出现疫情时，联合开展调查处置工作，严厉
查处违法违规行为。（4）畜牧兽医、卫生、市场
监督管理等部门应优化联防联控机制，及时互相
通报人或畜间布病疫情；联合开展布病防控工作
的技术指导和监督检查，增强防控工作合力。（5）
做好布病防控宣传，利用好传统媒体与新媒体，
以此提高布病防控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普及率，
形成全民参与布病防控的良好氛围。
4

结论
本次人布病病例溯源调查发现，职业人群尤

其是从事羊养殖、屠宰、运输以及羊肉加工、销
售的人群为高风险人群，羊屠宰场（点）是人布
病的高风险感染场点，接触、屠宰活羊是高风险
感染途径，高风险家畜或其产品主要来源于外省。

追溯难度较大；四是部分县级卫生部门与畜牧兽

因此，要加强高风险人群、高风险场点的布病监测，

医部门未能及时疫情信息沟通不畅，导致溯源不

强化高风险产品的检疫和调运监管，优化多部门

及时。

联防联控机制，普及布病防控知识，共同保障公

针对本次溯源调查中发现的人布病感染来源
分布及风险人群分布特点，提出如下防控建议：

4

共卫生安全。
（下转第 8 页）

因而导致样品的代表性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阳

其他地区和场点，如豫东、豫南地区和种羊场等，

性结果采用虎红平板凝集和试管凝集垂直试验复合

应根据监测情况，通过“检测 + 扑杀”的综合措施，

判定，因而受人为主观因素影响较大，在结果判定

逐步实现净化。

上可能存在偏差。本次调查没有从屠宰场和交易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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