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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河南省未免疫羊群
布 鲁 氏 菌病流行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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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了解河南省未免疫羊群布鲁氏菌感染情况，2018 年以河南省未免疫布鲁氏菌病疫苗的羊群为研究对

象，开展羊群布鲁氏菌病血清学普查，共对 1 830 个场群的 59 462 份血清样品进行布鲁氏菌抗体检测，并对结
果进行空间、群间分布分析。结果显示：河南省羊群布鲁氏菌感染抗体平均场群阳性率为 3.93%，个体阳性率
为 1.24%；豫西地区场群流行率和个体流行率均最高，分别为 12.31% 和 6.43%，豫东地区最低，分别为 0.55%
和 0.04%；散养户的场群阳性率和个体阳性率均最高，分别为 7.53% 和 2.17%，而羊屠宰场和交易市场中未检
出阳性。结果表明：豫西地区以及散养户羊群布鲁氏菌病流行情况较为严重，应采取全面免疫的防控措施，降
低该地的布鲁氏菌病流行率；豫东、豫南地区和种羊场等流行率较低的地区和场点，可采取检测、扑杀等措施，
逐步实现净化目标；羊屠宰场和交易市场虽然无阳性检出，但应继续加强监测，防止病菌交叉传播。通过本次
河南省未免疫羊群普查，基本掌握了全省未免疫羊群的布鲁氏菌病流行状况，从而为全省羊群布鲁氏菌病防控
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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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on Brucellosis in Non-immunized Sh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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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recognize the infection status of Brucella in non-immunized sheep in Henan Province，a
serological investigation was carried out in 2018. A total of 59 462 serum samples collected from 1 830 herds /farms
were detected for antibodies against Brucella，then based on the detection results，the spatial and group distribution
were analyzed. It was found that the average positive rate of antibody at herd/farm level was 3.93%，and that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was 1.24%. In Western Henan，the prevalence rates at the herd/farm and individual level were the
highest，which were 3.93% and 1.24% respectively，and the rates were the lowest with 0.55% and 0.04%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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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astern Henan. In addition，the positive rates in free-range households at herd/farm and individual level were 7.53%
and 2.17% respectively，which were the highest. However，no any positive case was detected in sheep slaughterhouses
and trading markets. Therefore，comprehensive immunization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reduce the prevalence of
brucellosis in free-range households and Western Henan where the prevalence of disease was more serious，while
control measures，such as monitoring and culling，should be taken to gradually purify the disease in Eastern Henan，
Southern Henan and breeding sheep farms where the prevalence was lower. Further，it was necessary to continue to
strengthen monitoring to prevent pathogenic bacteria from any cross-transmission in sheep slaughterhouses and trading
markets where no any positive case was detected. Upon investigation，the prevalence of brucellosis in non-immunized
sheep across Henan Province was identiﬁed，which would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control of the disease.
Key words：brucellosis；non-immunized sheep；infectious antibody；epidemic investigation；Henan

布鲁氏菌病（以下简称布病）是由布鲁氏菌
引起的，以侵害生殖系统为主的一种人兽共患传
[1]

染病 。布鲁氏菌属中，以羊种布鲁氏菌致病力最

进行了统计分析。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强，大约 80% 的人间病例由其引起。人通过接触

对河南省所有未免疫布病疫苗羊群进行普检。

病畜的流产物以及被布鲁氏菌污染的环境、动物产

个体抽样采用估计流行率的抽样策略，设置信水平

品等均可感染布病，严重者可丧失劳动能力并影响

95%、可接受绝对误差 5%、预期流行率 2%，依据

[2]

生育能力 。此外，布病还可影响家畜及其产品贸
[3]

易 。河南省是以羊种布鲁氏菌流行为主的农区型
[4]

重点疫区 ，羊群布病严重影响了当地畜牧业发展
和人类健康。人间和畜间的布病发生呈现出明显的
正相关性，所以从源头上控制畜间布病是减少人间
[5]

病例最有效、最根本的措施 。因此，羊群布病的
监测和净化对养羊业健康发展和公共卫生安全至关
重要。
根 据《 国 家 布 鲁 氏 菌 病 防 治 计 划（2016—
2020 年）》，河南省属于布病防控一类地区，应
采取以免疫接种为主的防控策略。按照河南省动
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要求，河南省除种畜、奶畜

存栏量进行系统随机抽样。本次调查共检测 1 830
个监测场点的 59 462 份羊血清样品，其中种羊场
8 237 份、商品代羊场 40 851 份、散养户 9 610 份、
屠宰场 224 份、交易市场 540 份。
1.2

方法

1.2.1

检测方法

采用虎红平板凝集试验初检，

对初检阳性的进行试管凝集试验复检，采用垂直试
验策略进行阳性结果判定。
1.2.2

数据分析

将检测结果录入 Excel 软件，

按不同区域和场点进行统计，找出不同区域、不同
类别监测场点的羊群布病分布特点。

外的其他所有羊群均应进行布病免疫。但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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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存栏量大，不同地区羊群布病流行情况有所差

2.1

结果
总体情况
在调查的 1 830 个监测场点中，检出阳性场点

异，部分流行率低的地区和场群采取“检测 + 扑杀”
的净化措施，存在未免疫现象，甚至一些流行率

72 个，场群阳性率为 3.93%（72/1 830）；在采集

较高的地区也存在不免疫现象。为了解河南省未

的 59 462 份羊血清样品中，检出阳性样品 735 份，

免疫羊群布病流行现状，为河南省羊群布病免疫

个体阳性率为 1.24%（735/59 462）。

政策调整提供参考，对河南省未免疫羊群进行了

2.2

布病抗体检测，并按区域和场点类别对检测结果

6

空间分布
按地理位置将河南省分为豫东、豫西、豫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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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北和豫中 5 个区域。调查结果显示：羊布病在河

2.3

群间分布

南全省范围内均有流行，其中豫西地区场群流行率

按种羊场、商品代羊场、散养户、屠宰场和

和个体阳性率均最高，分别为 12.31% 和 6.43%；

交易市场，对检测结果进行群间分布统计，结果显

豫东地区场群流行率和个体流行率均最低，分别为
0.55% 和 0.04%。2018 年河南省不同区域羊群布病
检测情况见表 1。

为 0；散养户的场群阳性率和个体阳性率均最高，
分别为 7.53% 和 2.17%。2018 年河南省不同类别
场点羊群布病检测情况见表 2。

表1
区域

检测场群数 / 个

豫东

364

豫西

2018 年河南省不同区域羊群布病检测情况

阳性场群数 / 个

场群阳性率 /%

检测样品数 / 份

2

0.55

10 825

4

0.04

130

16

12.31

4 260

274

6.43

豫南

562

5

0.89

17 801

21

0.12

豫北

436

24

5.50

15 201

200

1.32

豫中

338

25

7.40

11 375

236

2.07

表2

个体阳性率 /%

2018 年河南省不同类别场点羊群布病检测情况
场群阳性率 /%

检测样品数 / 份

阳性样品数 / 份

个体阳性率 /%

161

6

3.73

8 237

33

0.40

1 125

27

2.40

40 851

493

1.21

散养户

518

39

7.53

9 610

209

2.17

屠宰场

8

0

0

224

0

0

18

0

0

540

0

0

种羊场
商品代羊场

交易市场

检测场群数 / 个

阳性样品数 / 份

阳性场群数 / 个

场点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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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布病在羊屠宰场和交易市场中未检出，阳性率

分析与讨论
从分布情况来看，河南省羊群布病呈现一定

根据羊群布病的分布特点，河南省可采取分
区域、分场点的方式，逐步推进羊群布病净化工作。

的地域和场群分布特征，豫西地区和散养户羊群

流行率较低的地区或场点，如豫东、豫南地区或者

布病流行较为严重。河南省羊群布病主要分布于

种羊场等，要强化动物引入监管，避免从高流行率

豫西等沿黄河区域，这是布病老疫区。从检测数

区域或场群引进动物，将疫病风险拒之门外；流行

据来看，豫西地区依然是河南省布病防控的重点

率偏高的地区或场点，如豫西和豫中地区或散养户，

区域。在不同类别的监测场点中，散养户羊群布

应全面采取免疫措施，严格活畜移动控制，先降低

病流行情况最为严重。散养户布病防范意识薄弱，

布病流行率，当流行率控制在 2% 或更低水平时，

散养羊群与犬等其他动物接触较为频繁，相互感

再采取“检测 + 扑杀”的净化措施；豫北地区或

染风险较高，这些可能都是导致该类羊群阳性率

商品代羊场可依据实际监测情况，灵活选择是否采

偏高的原因。由于散养户羊群布病流行率高，且

取免疫措施。

阳性病畜扑杀难度大，因此散养户成为河南省羊
群布病防控的难点。

本次调查数据来自河南省的省、市、县三级
实验室，同时样品在采集过程中可能存在便利采样，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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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