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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例牛结节性皮肤病的紧急流行病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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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2019 年 8 月 10 日，我国首次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确诊发生牛结节性皮肤病。为查明疫情可能来

源和潜在扩散风险，提出针对性的预防控制建议，赴现场开展了流行病学调查。调查发现，病畜分布于察布查
尔县、伊宁市和霍城县等 3 个地区的 17 个乡镇或场点，统计发病比例为 17.0%~36.2%，病死比例为 0.8%。分
析认为 ：本次疫情来源最大可能是来自中哈边境洪纳海沟的带毒嗜血虫媒 ；在夏季高山牧场，疫情随病牛及吸
血虫媒活动沿山谷传播的风险较高。建议对伊犁河谷地区实施牛结节性皮肤病血清学监测，在高风险区域采集
牛血清进行抗体筛查，同时积极探索最佳免疫方法，免疫后注意做好临床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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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August 10，2019，China's first outbreak of lumpy skin disease（LSD）was confirmed in Ili Kazakh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Xinjiang. In order to find out all possible sources and potential risks of the disease，and
to put forward specific suggestions，an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was carried out in the field. It was found that
infected animals were distributed in 17 towns in Chabuchar County，Yining City and Huocheng County，with the
incidence rate of 17.0% to 36.2% and the mortality of 0.8%. It was analyzed that the outbreak was probably caused by
hematophagous insects carrying viruses from Hongnahai Trench that was on the border between China and Kazakhstan ；
and the risk of disease spreading along the valley was high with the movement of infected cattle and blood-sucking
insects in alpine pasture in summer. So it was suggested to carry out serological surveillance in valley regions of Ili
valley area，to collect bovine serum in areas at high risk to carry out antibody detection，and to develop the opt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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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结节性皮肤病（lumpy skin disease，LSD）

1

调查内容与方法

又称牛疙瘩皮肤病或牛结节疹，是由牛结节性皮肤

1.1

病病毒（lumpy skin disease vivus，LSDV）引起的

1.1.1

一种牛传染病

[1-2]

。该病是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

病例定义
疑似病例 2019 年 6 月以来，皮肤出现大

面积多发疙瘩样症状，且伴有发烧、食欲减退、流

的须通报动物疫病，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

口涎、死亡等症状之一的牛只。疑似病例所在场点

物检疫疫病名录》中的一类传染病。该病发病率为

为疑似场点。

[3]

5%~45%，病死率可达 10% 。汇总 2006 年以来欧

1.1.2

亚地区发生的 LSD 疫情发现，该病具有明显的季

实验室检测，确诊为 LSDV 核酸阳性的疑似病例。

节性特征，常见于利于吸血节肢动物繁殖的春、夏、

1.2

确诊病例

经国家外来动物疫病研究中心

秋季节（图 1）。

调查方法
采用现场调查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了解

疫点及周边场的养殖情况、发病情况和卫生管理状
况等。
1.3

实验室检测
采集病牛皮肤结节样品，利用分子生物学方法

（PCR）进行检测。
1.4

数据分析
采用 Excel 和 ArcGIS 软件，对调查问卷、生

产记录和活牛移动等数据进行分析和可视化。
2
2.1

结果

图1

欧亚地区 1—12 月 LSD 疫情起数分布

总体情况
截至 2019 年 8 月 13 日 18 时，伊犁州畜牧兽

（数据来源 ：联合国粮农组织 http://empres-i.fao.org/eipws3g/ ；
时间 ：2006 月 6 月 26 日—2019 年 8 月 21 日）

医部门累计排查活牛 67.14 万头，其中在察布查尔
县、霍城县、伊宁市共发现病牛 240 头，死亡 2 头，

据报道，1987 年 9 月河南省扶沟、通许、民权

同群牛 1 343 头，统计发病比例为 17.0%~36.0%，

等地曾发现黄牛皮肤上出现许多大小不等的结节、

病死比例为 0.8%。疫情分布于察布查尔县、伊宁

[4]

坏死、化脓等症状为特征的牛皮肤溃烂流行 ，

市和霍城县等 3 个县（市）的 17 个乡镇。该病药

2002 年黑龙江省海伦市祥富镇也曾发生过奶牛疙瘩

物治疗临床有效率较高。未确诊前，当地牧民曾尝

[5]

样疫情 。但上述两例报道均未进行实验室确证。

试治疗，采取抗病毒与抗菌药联用 1 周左右，病牛

2019 年 8 月 10 日，经国家外来动物疫病研究中心

疙瘩基本消失，恢复采食。

检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送检的

2.2

临床表现及剖检情况

牛结节病料确诊为 LSDV 核酸阳性，这是我国首次

患牛皮肤出现广泛性疙瘩样症状，体温升高、

确诊发现 LSD 病例；8 月 11 日，农业农村部工作

食欲衰减、活动力差、喜卧，鼻镜、口腔有溃疡，

组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开展了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个别牛流涎、流鼻涕，甚至流鼻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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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检可见患牛心脏肿大，心肌外表充血、出血，
呈现斑块状瘀血；肝脏肿大，边缘钝圆；胆囊肿大，
为正常的 2~3 倍，外壁有出血斑点和斑块；脾脏肿
大、质地变硬，有出血状况；气管黏膜充血，气管
内有大量黏液；肺脏肿大，有少量出血点；肾脏表
面有出血点，胃黏膜出血，小肠弥漫性出血，淋巴
结肿大、出血，肿块周边呈胶冻样侵润（图 2）。

伊犁州各地首次发现 LSD 的日期统计

表1
日期

地点

7 月 25 日

霍城县——惠远镇
察布查尔县——安班巴格良繁场；

7 月 28 日

霍城县——三道河乡

7 月 29 日

察布查尔县——海努克乡

8月1日

察布查尔县——堆齐牛录乡、扎库齐牛录乡、
爱新舍里镇、琼博拉镇、
种羊场（托布中心）
察布查尔县——阔洪奇乡；

8月2日

伊宁市——达达木图乡

8月3日

察布查尔县——加尕斯台镇

8月6日

察布查尔县——坎乡、孙扎齐镇

8月8日

伊宁市——巴彦岱镇
察布查尔县——察布查尔镇；

8月9日

图2

2.3

伊宁市——南岸新区

病牛皮肤疙瘩样症状及剖检病变

2.3.1

三间分布
时间分布

据察布查尔县琼博拉镇牧民反

映，在中哈边境附近某兵团牧民曾于 2019 年 6 月
份与其交流过发现类似症状牛的情况；7 月 26 日，
在中哈边境洪纳海沟发现 1 头从山上摔死的牛，其
体型消瘦，皮肤表面有明显疙瘩症状；7 月 28 日后，
察布查尔县 12 个乡镇或场点相继报告发现类似症

箭头代表伊犁河流向 ；红点为疑似场点。

状的病牛；7 月 25 日、28 日霍城县惠远镇和三道

图3

发病场点分布示意图

河乡分别发现类似症状病牛；8 月 2 日，伊宁市发

齐镇、察布查尔镇等 12 个乡镇或场点 28 个村 156

现该症状病牛。疫情发生时间集中于 7 月底至 8 月

户农牧民。

初，但地理分布范围跨度较大（表 1）。结合该病

2.3.2.2

潜伏期和虫媒活跃期，推测最初传入时间可追溯至

头），统计发病比例为 21.6%。疫情涉及达达木图乡、

五六月份。

巴彦岱镇、南岸新区八连等 3 个乡镇 4 个村 10 户

2.3.2

空间分布

截至 2019 年 8 月 13 日，疫情

伊宁市

村民，其中南岸新区八连为放牧饲养，其余 2 个乡

仍局限分布于察布查尔县、伊宁市和霍城县 3 个县

镇为圈养。

（市）的 17 个乡镇（图 3）。

2.3.2.3

2.3.2.1

察布查尔县

排 查 出 病 牛 212 头（ 同

排查出病牛 11 头（同群牛 51

霍城县

排查出病牛 17 头（同群牛 47

头），统计发病比例为 36.2%。疫情涉及三道河乡

群 牛 1 245 头）， 死 亡 2 头， 统 计 发 病 比 例 为

和惠远镇 5 个村 10 户养殖户，均为圈养。

17.0%。疫情涉及安班巴格良繁场、海努克乡、堆

2.3.3

齐牛录乡、扎库齐牛录乡、爱新舍里镇、琼博拉镇、

较少；成群发病的多见于圈养，不同年龄段均有发

托布中心、阔洪奇乡、加尕斯台镇、坎乡、孙扎

病，以母牛居多。

群间分布

零散发病居多，成群同时发病

3

2.4
2.4.1

疫情来源分析
通过虫媒从洪纳海沟传入的风险最高

入疫情的风险。
洪

2.5

扩散风险分析

纳海沟为中哈边境。哈萨克斯坦 2015 年曾报告发

2.5.1

生 LSD 疫情，其在 OIE 最后一次报告疫情的时间

作组调查时，当地放牧的牛已被转入高山夏季牧场。

为 2016 年 11 月 29 日。之后，哈萨克斯坦未再报

因多数高山牧场路远沟深，所以监测排查难度极大。

告发生疫情，但这并不能说明其已根除了该病原。

由于只有症状明显的感染牛才易被牧户发现，因此

由于该病是虫媒病，极难根除，因此极有可能病原

不排除症状轻微但携带病原的感染牛依然饲养在高

已在其境内根殖。伊犁州的察布查尔县、霍城县、

山夏季牧场上。这些感染牛将持续给牧场带来污染，

昭苏县、霍尔果斯市均与哈萨克斯坦接壤，边境线

并随虫媒叮咬在整个牧场沿山谷传播疫情。据记录，

长 475 km，有多条河谷与哈萨克斯坦共有。另哈

虫媒随风或自然活动移动的距离高达数十公里，因

萨克斯坦位于伊犁州上风向，不排除感染虫媒随风

而携带病毒的虫媒会对一定距离范围的牛产生传播

沿河谷进入伊犁州，导致本地牛感染发病的可能。
据了解，2019 年 7 月 26 日在洪纳海沟曾发现 1 头
从山上摔死的牛，其皮肤表面有明显疙瘩症状。
2019 年 8 月 12 日，工作组赴洪纳海沟开展现场调
查，在河谷中发现 3 头牛，其中 1 头牛 LSD 症状
明显，另外 2 头牛症状较轻微，其周身附近有大量
蚊蝇等虫媒活动。8 月 18 日，兰州兽医研究所研
究人员再赴洪纳海沟开展虫媒现场调查，共检查
120 余头牛，发现有 30 余头有较明显的 LSD 临床
症状。据此推测，洪纳海沟可能是疫情从境外传入
的重要途径，但不排除从其他共有河谷传入的可能。
2.4.2 通过进口活牛及牛产品传入的风险较小 据
伊宁海关和霍尔果斯海关有关工作人员介绍，伊犁
州近 10 多年来未从其他国家引进活牛。2019 年 1
月我国解除对哈萨克斯坦的牛及牛产品限制后，至

伊犁州内通过虫媒持续扩散的风险

在工

威胁，引发零星病例，进而在新传入地造成新的传
播循环。根据病牛分布状况分析，疫情沿伊犁河
谷及其他地区沟谷传播的风险极高。此外，发病
场所（包括草场和牛圈）中的病毒及虫媒往往存在
时间较长，难以被有效清除，当未感染的牛再次被
引入时，可能会发生新的感染。
2.5.2

病牛治疗、免疫行为带来的扩散风险

在

确诊前，当地牧民曾尝试治疗，将高山牧场的发病
牛带回居住地，采用抗病毒药物（病毒灵 + 银黄
注射液）与抗生素联合治疗。虽然临床治疗效果比
较明显，但这种行为会导致疫病在本地扩散。如，
爱新舍里镇、琼博拉镇一些牧民将发病牛带回治疗，
导致村内的圈养牛感染发病。因圈养牛活动空间受
限，多呈现整群发病情况。如果下一步采取疫苗免

今仅从哈萨克斯坦进口了一批牛肉，况且这批牛肉

疫措施，同群内如有处于潜伏期或亚临床症状的牛，

并未出关，不可能是疫情的来源。此外，中哈边境

在保定时，如接触牛的口、鼻部位，就可能会人为

边防管制严格，不太可能存在人为穿越边境走私风

造成疫病快速传播；在疫苗接种时，共用针头也是

险牛和牛产品的情况。

导致群内扩散的一大原因。基层防疫员、兽医诊疗

2.4.3 通过野生动物或越境放牧传入的风险较小 中

服务人员未更换防护服或未经清洗消毒，就从感染

哈边境设有三层铁丝网，这不仅有效杜绝了人员

场进入非感染场，也可人为将病原带入非感染场。

非法越境行为和过境放牧活动，也总体限制了野

2.5.3

生动物的迁徙越境。但不排除偏远山谷险要处铁

牛调运是导致疫情向其他地州或省份扩散的主要方

丝网存在小量破漏，发生野生动物钻越边境的可

式。在当地采取封锁措施前，从疫情所在县调出的

能；另不确定是否存在野生动物季节性迁徙廊道，

活牛具有极高的扩散疫情风险。据调查，2019 年 6

如在夏秋季节开放廊道，也可能有随野生动物传

月以来，伊犁州向 11 个省（自治区）输出了数量

4

活牛调运和产品贸易带来的扩散风险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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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的活牛（表 2），这些活牛可能存在传播疫情

从伊犁州调出到其他州县或省份的牛，应进行重点

的风险。目前，当地已采取了封锁措施，因此病原

排查和血清学检查。

随活牛贸易向其他地州或省（区）扩散的风险较小。

3.2

关于疫苗免疫
对放养牛而言，疫苗免疫是控制 LSD 传播的

此外，病毒在干燥的病变中可存活 1 个月以上，在

[7]

-20 ℃下可存活数年，因此染病动物皮张的销售和

最主要措施 。疫苗免疫首先要考虑疫苗免疫效率。

使用，导致病毒传播的风险也不能忽视。

国际上一般采用 10 倍剂量的羊痘疫苗免疫。在免

表2

伊犁州 2019 年 6 月以来的活牛跨省输出情况

疫时，应考虑到处于潜伏期或是亚临床症状的牛，
免疫后可能会激发临床症状，因此应注意观察，及

序号

输出去向

批次

头数

1

山东省

98

5 013

时对症状明显的牛予以扑杀。此外，由于血清学方

2

河南省

59

3 140

法暂时无法区分感染和免疫，因此对实施免疫的地

3

山西省

11

556

区，应采取调运限制措施，在最后一头牛免疫完成

4

陕西省

8

457

后 28 d 内，严禁该地区内的牛只调出，之后调出

5

宁夏回族自治区

7

289

6

四川省

4

244

时应开展 LSD 临床检查。

1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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