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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估计陕西省绥德县规模场羊布鲁氏菌病流行率及分布情况，寻找群间传播风险因素，随机抽取绥德

县存栏＞ 60 只的规模羊场 102 个，采集血清样品 3 964 份，采用虎红平板凝集试验（RPBT）和试管凝集试验
（SAT）进行垂直检测，
同时对采样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绥德县羊布鲁氏菌病群间流行率为 32.6%（95%CI：
23.5%~41.6%），以田庄、张家砭为主的西南部乡镇和以薛家河、中角为主的中、北部乡镇群流行率最高 ；对流
产物处理不当、1 年内有羊只引进以及生产区与生活区没有有效隔离是该病发生的主要风险因素。该研究掌握
了绥德县布鲁氏菌病的流行及分布情况，可为绥德县布鲁氏菌病防控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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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stimate the status of prevalence and distribution of brucellosis in large-scale sheep farms in Suide
County of Shaanxi Province，and to identify the risk factors of disease spreading among populations，3 964 serum
samples were randomly collected from 102 farms with more than 60 stocks in the county for vertical detection by rose
bengal plate test（RPBT）and standard-tube agglutination test（SAT），meantime，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arried
out in the sampled farm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evalence rate at flock level was 32.6%（95%CI ：23.5%–
41.6%），which remained highest in southwest towns，mainly including Tianzhuang，Zhangjiabian，and in middle and
north towns mainly consisting of Xuejiahe and Zhongjiao. The main risk factors for the outbreak including improper
treatment for abortion，introduction of sheep within one year，lack of effective isolation among production zones and
living zones. In conclusion，the prevalence and distribution status of brucellosis in Suide County was identified，which
could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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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氏菌病（brucellosis，以下简称布病）是由
布鲁氏菌引起的人兽共患传染病，可导致牲畜流产、

免疫羊和免疫 6 个月以后的羊为研究对象。
1.2

不孕、繁殖成活率低、使役能力下降、产肉量减少、
[1]

实验室检测
将现场采集的全血样品置于一次性采血器中送

产奶量下降等，会对畜牧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

至实验室分离血清，置 -20 ℃冷冻保存。对采集的

该病严重危害公共卫生安全，严重威胁人类身体健

血清样品，先用虎红平板凝集试验（RBPT）进行

康，同时严重影响动物产品消费，已成为全球关注

初检，对检测阳性的再用试管凝集试验（SAT）进

[2]

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

行复检。两个试验检测均为阳性的认定为血清学阳

绥德县羊存栏约 15 万只，其中存栏 60 只以上

性样品，至少检出 1 个血清学阳性样品的养殖场定

规模场的存栏量占总存栏的 75% 以上；动物交易

义为阳性场。所有检测试剂均购自青岛易邦生物工

频繁，拥有大型牛羊交易市场 5 个，来自山西、内

程有限公司，操作过程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

蒙古、辽宁等地的羊只多在此地交易，是陕北地区

1.3

牛羊交易的主要集散地。近 5 年来，该县累计报告

诊断试验特性
据相关资料

[4]

显 示： 针 对 个 体 水 平，

人间布病病例 300 多例，为榆林市最高。为有效控

RBPT 试 验 的 敏 感 性 为 0.95 ≤ Se ≤ 1， 特

制布病流行，多年来，当地采取了“免疫 + 监测 +

异 性 为 0.8 ≤ Sp ≤ 1；SAT 试 验 的 敏 感 性 为

扑杀”的综合防控措施。但由于存在以下问题，导

0.85 ≤ Se ≤ 1，特异性为 0.9 ≤ Sp ≤ 1。根据抽

致监测准确性及精确性差，扑杀效率低下，难以有

样量计算需要，RBPT 与 SAT 垂直试验的敏感性

效防控：免疫后监测时间不当，难以区分免疫抗体

和 特 异 性 分 别 为 0.9 ≤ Se ≤ 1，0.9 ≤ Sp ≤ 1；

和感染抗体；没有充分考虑羔羊和成年羊的易感性，

根 据 真 实 流 行 率 估 计 需 要，RBPT 与 SAT 垂 直

监测目标群以羔羊为主，存在选择性偏倚；没有考

试 验 的 敏 感 性 和 特 异 性 分 别 为 0.81 ≤ Se ≤ 1，

虑检测试验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抽样随机性差且抽

0.99 ≤ Sp ≤ 1。

样量小；缺乏风险因素研究，导致防控措施盲目、

1.4

抽样策略和抽样量计算
[5]

针对性差。

使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策略 ，首先抽取羊场，

本研究旨在掌握绥德县羊布病群体水平流行

然后抽取羊场内的羊个体。

率，通过描述布病在绥德县的空间分布，寻找群间

群体水平抽样框为全县 253 个存栏＞ 60 只的

传播风险因素，从而为提出科学、有效的控制措施

规 模 羊 场， 抽 样 数 量 按 95% 置 信 水 平（CL），

提供依据。

20% 预期流行率（p）和 6% 可接受误差（e），用

1

估计流行率方法，按公式（1）计算，共需要抽取

材料与方法
2015 年 9—10 月，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对

102 个场。
n=

绥德县存栏＞ 60 只的规模羊场进行抽样及问卷调
查，共涉及 253 个规模羊场，其中存栏 501~1 000
只的 62 个，1 001~2 000 只的 28 个，＞ 2 000 只的
15 个。
1.1

目标群和研究对象
绥德县每年 9—10 月对羊群进行 S2 布鲁氏菌

个体水平抽样数量根据群内研究对象数量，按
95% 置信水平（CL），5% 预期流行率（p），用
发现疫病方法进行计算，按照公式（2）计算需要
的个体抽样量。

疫苗集中口服免疫。因布鲁氏菌疫苗口服免疫 6 个
月后难以检出免疫抗体，以及 6 月龄以内羔羊对布
[3]

鲁氏菌病不易感 ，所以本研究选择全县存栏 60
只以上的规模羊场为目标群，并以 6 月龄以上的未

（1）

n＝
1.5

（2）

空间地理数据收集
布病群体水平流行率的空间分布分析，通过

7

[9]

GIS 软件及绥德县的电子地图完成。GIS 软件及绥

因素分析 ，结果见表 1。分析发现，外购混养、

德县的电子地图，由联合国粮农组织跨境动物疫病

流产物随意丢弃、经常消毒、近 1 年内有羊只引进、

应急中心中国办公室（FAO ECTAD China）提供。

生产区与生活区不隔离以及 2011 年后建场的养殖

2

场布病发病风险率高（P ＜ 0.05）。

数据分析

2.1

流行率估计

表1

群 体 水 平 表 面 流 行 率（APh） 为 阳 性 群 数 除
以抽样总群数，群体水平真实流行率结合群敏感
性（HSe） 和 群 特 异 性（HSp） 计 算 得 到，TPh=

分类

阳性场
占比 /%

外购混养

66.67

自繁自养

33.33

随意丢弃

57.14

掩埋

34.78

是

60.98

否

37.70

随意丢弃

43.28

掩埋

54.29

简单处理

77.78

严格消毒

44.09

放牧

47.89

圈养

45.16

高

60.98

低

32.08

近 1 年内
是否引进羊

是

65.00

否

35.48

是否认为
布病严重

是

48.78

否

36.84

与其他动物
混养

是

47.95

否

44.83

各年龄阶段
混养

是

44.57

否

70.00

周围是否养殖
其他动物

是

44.44

否

50.00

到市场销售
动物

是

40.00

否

53.85

生产区与
生活区隔离

是

31.82

否

58.62

2010 年前

36.76

2011 年后

67.65

是

46.25

否

45.00

变量
饲养模式

（APh+HSp-1）/（HSe+HSp-1）。 真 实 流 行 率 的
95% 置信区间（CI）通过公式（3）进行计算。
CI=p±Z

p=0.05 所对应的值，n 为抽样数量。
2.2

流产物处理

（3）

式中：p 是真实流行率，Z 为标准正态分布中概率

消毒

胎衣处理

风险因素分析
结合当地的饲养管理情况，提出群间传播风险

因素假设，并设计调查问卷

[6-7]

产羔地处理

；采样时通过现场

访问完成问卷调查。结合所采集样品的实验室检测

饲养方式

结果，用 Epi info7 进行发病风险因素分析。
3

结果

3.1

消毒频率

场群流行率

3.1.1

群敏感性和特异性

根据预期流行率、每

个场平均采样量及检测试验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
别按照公式（4）和公式（5）计算抽样场的群敏感
[5]

性和群特异性 。
HSe=1-[1-p×Se]n
（1-p）
（1-Sp）
HSp=Sp

n

（4）
（5）

式中：p 是群内预期流行率 5%，Se 是试验敏感性，
Sp 是试验特异性，n 为群内平均抽样数量。计算得
到群敏感性 HSe=84.4%，群特异性 HSp=69.5%。
3.1.2

群流行率

在 102 个养殖场中，共采集血

清样品 3 693 份（平均每场 36.2 份），其中来自
49 个场（48.04%）的 169 份样品（4.58%）被检测
为布病血清学阳性。根据群敏感性和群特异性，计
算得到群体水平的真实流行率为 32.6%（95%CI：
23.5%~41.6%）。
3.2

风险因素分析
对调查问卷中涉及的每个假定风险因素进行单

8

风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结果

建场时间
是否了解
布病

OR

95%CI

P

2.00

1.26

3.18 0.0009

1.52

1.05

2.20 0.024

1.60

1.04

2.45 0.021

0.81

0.53

1.22 0.29

2.52

0.73

8.66 0.053

1.05

0.71

1.55 0.80

0.57

0.38

0.88 0.0052

1.84

1.16

2.92 0.0035

1.23

0.82

1.84 0.35

1.06

0.71

1.57 0.78

0.54

0.21

1.42 0.13

0.90

0.61

1.33 0.59

0.77

0.53

1.11 0.16

0.61

0.42

0.88 0.0072

0.51

0.30

0.86 0.0032

1.02

0.66

1.60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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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空间分布
绥德县布病群阳性率的空间分布见图 1。空间

一方面，是因为加强免疫和检疫政策的落实不到位，
动物免疫密度达不到要求，没有严格限制非免疫区

分布显示，布病群阳性率较高的主要分布在以田庄、

动物和患病动物的引进；另一方面，是因为长期以

张家砭为主的西南部乡镇和以薛家河、中角为主的

来只过度关注个体流行率，但受群体内抽样方法和

中、北部乡镇。

抽样量的局限，群内部分阳性个体会被漏检，导致
阳性动物在群内长期存在、持续传播，因而虽然花
费了巨大代价去扑杀阳性个体，但流行率并没有得
到有效降低。
羊布病主要靠胎盘和直接接触传播，因此较高
的群体流行率提示，感染群与易感群之间有很高的
接触机会。研究发现羊场感染布病的主要风险因素
包括，外购混养、流产物随意丢弃、近 1 年内有羊
只引进、生产区与生活区不隔离以及 2011 年后建
场，并发现“消毒”为“流产物处理不当”的混杂
因素。在实际生产中，养殖户往往只通过加强消毒

图1

4

来控制病原传播，而忽视对流产物的无害化处理，
绥德县各乡镇羊布病群阳性率空间分布

讨论

因而难以达到控制布病的目的。这需要加强引进动
物的检疫、隔离，积极推广自繁自养的生产模式；

绥德县位于陕西北部，与山西省交界，素有羊

对生产区和生活区进行有效隔离，切断疫病群间传

肉消费的习俗，羊饲养量大；拥有多个牛羊活畜交

播途径；加强流产物无害化处理，避免随意丢弃。

易市场，是榆林市和山西省牛羊交易的主要集散地，

既要防止病原在群内持续传播，又要避免传染其他

动物流通频繁，市场交易量大；饲养、羊绒生产、

羊群。

屠宰和市场流通等环节，人暴露于布鲁氏菌的潜在

本研究考虑了血清学检测试验的敏感性和特异

风险较高。近年来，该县人间布病病例数量持续上

性，群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97.16% 和

升，人的健康受到严重威胁。开展布病流行病学研

80.30%。如果不考虑试验特性，就会低估群体流

究，对于寻找科学的布病防控方法具有重要的参考

行率，因而基于表面流行率的控制措施会把一些感

意义。

染群认为是假阴性，所以提高检测试验敏感性或根

本研究是首次在绥德县用概率抽样的方法来了

据阳性场空间分布、风险因素管理水平以及人间病

解羊病血清学流行率。研究发现，该县羊病群体水

例聚集特征，实施基于风险的控制策略对绥德县布

平 流 行 率 高 达 32.6%（95%CI：23.5%~41.6%），

病防控具有重要意义。

说明近年来该县推行的免疫、检疫政策以及基于风

本研究设定群内预期流行率为 5%，用发现疫

险的监测、扑杀措施，对布病的控制显得无力。这

病方法进行群内个体抽样量计算，导致群内流行率

9

低于 5% 的场群内的阳性个体难以被发现而被认定

[3]

动物医学进展，2002，23（2）：22-26.

为阴性场，但考虑到布病在场群内传播快，一旦有
病原会蔓延迅速的特点，这对阳性场的鉴别影响不

雷连成，陈伟 . 布鲁氏菌鉴定和检测方法研究进展 [J].

[4]

HEGAZY Y M，RIDLER A L，GUITIAN F J.
Assessment and simul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大。场群抽样量以全县的场群数量为抽样框进行计

brucellosis control programme in an endemic area of the

算，然后根据各乡镇场群比例进行配额，因而存在

Middle East[J]. Epidemiology and infection，2009（137）
：

代表性不足的局限性，在空间分布分析中会造成一

1436-1448.

定偏倚；同时，场群抽样采取简单随机的抽样方法，

[5]

业出版社，2013.

在抽样框不大的情况下，没有对抽样数量作进一步
校正，因而对样品的代表性会有一定影响。由于存

[6]

孙广力，李鑫，孙刚，等 . 黑龙江省羊布鲁氏菌病流
行病学调查和风险因素分析 [J]. 养殖技术顾问，2008

栏 60 只以上规模场存栏的羊占该县总存栏的 75%
以上，因此本研究只选取了存栏 60 只以上的规模

沈朝建 . 兽医流行病学调查与监测 [M]. 北京：中国农

（11）：129-130.
[7]

谢印乾，赵宏涛，韩雪，等 . 陕西省某猪场一起猪

场为目标群，所得到的流行率和风险因素也仅适用

腹泻病暴发的现场调查 [J]. 中国动物检疫，2014，

于该目标群，对存栏小于 60 只的小养殖场户的研

31（11）：5-7.

究还有待下一步开展。

[8]

的布鲁氏菌病渐进式控制实践 [J]. 中国动物检疫，

参考文献：
[1]
[2]

蔡宝祥 . 家畜传染病学 [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白崇生，刘健鹏，谢印乾，等 . 基于风险因素分析
2017，34（12）：5-9.

[9]

白崇生，刘健鹏，谢印乾，等 . 陕北白绒山羊布鲁

2001.

菌病传播风险因素的调查研究 [J]. 动物医学进展，

王廷伟，王廷军，李小明 . 陕西省榆林地区布鲁杆菌

2018，39（7）：119-123.

病感染情况及接触方式调查分析 [J]. 医学动物防制，
2017（3）：327-329.

10

（责任编辑：朱迪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