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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9 年新疆哈密市伊州区牛羊
布鲁氏菌病净化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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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实时掌握新疆哈密市布鲁氏菌病（以下简称布病）净化效果，2017—2019 年采用虎红平板凝集试验

（RBT）初筛、试管凝集试验（SAT）复核的方法，对伊州区牛羊进行布病血清学检测，并用 SPSS 20.0 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结果显示：2017—2019 年全区牛平均阳性率为 0.77%，羊为 1.22%；牛阳性率极显著降低（P<0.01），
羊阳性率呈波动状下降，但差异不显著（P>0.05）；除个别年份外，散养户阳性率整体高于规模场。结果表明，
近年来新疆采取的人为干预活动对该区布病控制起到了积极作用，净化成效显著，但仍存在疫情反弹风险，尤
其是羊布病，需继续加强防控，尽快实现布病净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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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n the Purification of Brucellosis in Yizhou District，
Hami City of Xinjiang during 2017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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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puriﬁcation effect of brucellosis in Hami City of Xinjiang in real time，the cattle and
sheep in Yizhou District were tested for brucellosis through preliminary screening by rose bengal plate test（RBPT）
and retesting by standard-tube agglutination test（SAT），and relevant data were analyzed by SPSS 20.0 softwa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positive rates of cattle and sheep were 0.77% and 1.22% respectively ；the positive rate
of cattle decreased signiﬁcantly（P<0.01），and that of sheep went down in waves with slightly difference（P>0.05）；
the positive rate of backyard households was generally higher than that of large-scale farms except in some speciﬁc
years. In short，brucellosis had been effectively controlled by human intervention in Xinjiang，achieving good
puriﬁcation effect，but there was still a risk of recurrence，especially for sheep brucellosis，which should be further
prevented and controlled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puriﬁcation soonest.
Key words ：brucellosis ；effect evaluation ；cattle and sheep ；puriﬁcation ；serological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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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氏菌病（以下简称布病）是由布鲁氏菌

血清，购自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引起的一种人兽共患病，属于我国二类动物疫病，

1.3

检测方法
[3]

在《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

按照布病诊断标准 ，采用 RBT 初筛、SAT

年）》中被列为优先防治病种，牛、羊、猪、鹿等

复核的垂直检验方法，抗体效价 1:100（++）及以

对其易感

[1-2]

。布病在世界各地分布广泛。目前世

上判为阳性。

界上宣布消灭该病的仅有瑞典、荷兰、日本等 12

1.4

统计学分析
利用 Excel 2010 软件录入数据，SPSS 20.0 软

个国家或地区。目前，畜间布病在我国呈现北方地
[2]

区高发的地域分布特点 。

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哈密市伊州区位于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

2

部，是新疆通往内地的门户、古“丝绸之路”重镇，

2.1

结果与分析

下辖 5 个街道、6 个镇、12 个乡（包含 2 个民族乡），

总体情况
2017—2019 年，共对 178 757 头牛采集血清

属于农牧区，养殖业是该地农牧民的主要经济来源。

进行了布病检测，检出阳性 1 368 头，平均阳性率

全区畜牧养殖以散养为主，规模养殖为辅，2017—

为 0.77%；共对 1 580 835 只羊进行了布病检测，

2019 年牲畜存栏分别达 73.025 5、47.773 7、55.366 6

检出阳性 19 254 只，平均阳性率为 1.22%（表 1）。

万头（只），主要为牛、羊、骆驼等。该地区属于

2.2

不同年份情况

全疆布病重灾区之一，进入 21 世纪后布病流行有

2017—2019 年， 牛 血 清 阳 性 率 分 别 为

加重趋势。为控制该区布病流行，自 2017 年起，

1.15%、0.67%、0.53%， 羊 血 清 阳 性 率 分 别 为

全区启动了布病净化工作。为分析全区近 3 年的布

1.7%、0.81%、0.91%（表 1）。统计分析可知：3

病净化成效，对全区牛羊开展了布病血清学检测，

年间牛阳性率极显著下降（P<0.01）；羊阳性率呈

以期为制定防治对策，制定下一步净化方案提供

波动状下降，2019 年较 2018 年略有回升，但差异

依据。

不显著（P>0.05）。

1

2.3

1.1

材料与方法
血样

不同养殖类型情况
根据是否为政府备案的养殖合作社，将全区

对全区所有存栏牛、羊进行 100% 采血全检。

养殖场户分为散养户和规模场进行统计分析。统计

待检血清来自全区 17 个乡镇（街道）、1 个畜牧

结果（表 2、表 3）显示：3 年内，牛散养户、规

工作站、3 个种畜场的未免疫牛、羊。采样时间为

模场的布病总阳性率分别为 0.77%、0.58%，散养

2016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2 月。

户显著高于规模场（P<0.01）；羊散养户、规模场

1.2

的布病总阳性率分别为 1.17%、3.61%，差异显著

诊断试剂

（P<0.01），但除 2017 年外，其他年份的散养户

布病虎红平板凝集试验（RBT）与试管凝集
试验（SAT）所需抗原、标准阳性血清、标准阴性
表1
年份
2017
2018

2017—2019 年全区牛、羊布病血清检测结果统计
牛

检测数 / 头
56 189
54 182

阳性数 / 头
645
363

羊
阳性率 /%

检测数 / 只

阳性数 / 只

阳性率 /%

A

673 597

11 422

1.70

B

423 100

3 413

0.81

1.15
0.67

C

2019

68 386

360

0.53

484 138

4 419

0.91

总计

178 757

1 368

0.77

1 580 835

19 254

1.22

注：上标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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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均高于规模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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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养殖规模
散养户
规模场

2017—2019 年全区牛不同养殖规模布病检测结果统计

2017 年
总体阳性
率 /%
检测数 / 头 阳性数 / 头

2018 年
阳性率 /%

检测数 / 头 阳性数 / 头

A

56 048

643

1.15

54 066

363

B

141

2

1.42

116

0

0.77
0.58

2019 年
阳性率 /%

检测数 / 头 阳性数 / 头

0.67

阳性率 /%

68 030

359

0.53

356

1

0.28

0

注：上标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

表3
养殖规模

2017—2019 年全区羊不同养殖规模布病检测结果统计

2017 年
总体阳性
率 /%
检测数 / 只 阳性数 / 只

2018 年
阳性率 /%

检测数 / 只 阳性数 / 只

2019 年
阳性率 /%

检测数 / 只 阳性数 / 只

阳性率 /%

418 799

3 385

0.81

475 446

4 412

0.93

A

16 188

1 019

6.29

4 301

28

0.65

8 692

7

0.08

3.61

1.58

规模场

10 403

1.17

657 409

散养户

B

注：上标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

3
3.1

讨论

体流行程度有所下降，局部地区因养殖情况、流通

总体流行状况

情况、净化策略等的不同，具体流行趋势有所差异。

检测发现，2017—2019 年全区牛布病平均阳

3.3

性率为 0.77%、羊为 1.22%，说明本地牛羊群中依
然存在一定的布病流行，还需要加强防控，进一步
实施净化。王亮

[2]

对甘肃省 2012—2016 年的奶牛

进行布病检测，发现平均阳性率为 0.34%，低于本

不同养殖类型差异
买占海等

[4]

的研究显示：新疆某区的散养户

牛阳性率为 3.04%、羊阳性率为 1.62%，均高于规
模养殖场牛阳性率（0.69%）、羊阳性率（0.20%）。
这与本检测 2018 年后的结果基本相同。本检测

对新疆某区 2015—2016 年

2017 年规模场羊阳性率明显较高，可能与本年度

的牛羊进行布病监测，发现牛阳性率达 1.39%、羊

本地规模场羊只调运量较大有关。2017 年检测了

阳性率达 0.40%，与本研究发现的羊阳性率高于

16 000 多只，是其他年份的 2~4 倍。2018 年后规

牛存在一定的差异。上述差异可能与所处的地理

模场阳性率低于散养户，表明规模场防控措施落实

位置、天然屏障以及牛羊交易流通量、检测时间

较为到位。买占海等

等不同有关。

还是散养户，新疆地区的布病流行呈下降趋势，与

3.2

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说明只要加强管理，力推布

检测结果。买占海等

[4]

不同年份差异
包涛涛等

[5]

对 黔 东 南 州 2015—2017 年 动 物

[4]

研究认为，不管是规模场

病净化，就一定会有成效。刘增再等

布病流行情况进行调查，发现黔东南州牛布病阳

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性率保持在 0，但羊布病阳性率逐年上升，分别为

4

[7]

的研究结

结论

对湖北省宜昌

研究发现，近年来新疆哈密市伊州区牛羊布

市 2016—2018 年的羊布病净化效果进行监测，发

病流行整体呈下降趋势，说明采取的人为干预活动

0.59%、0.72%、0.91%。熊同舟等

[6]

现羊布病流行呈逐年下降趋势。两位学者的研究结
果与本监测结果有相似之处。本结果显示，全区
2017—2019 年牛阳性率呈极显著下降趋势，羊阳
性率呈波动状下降趋势。该结果说明，全区布病整

对该区布病流行控制起到了积极作用，布病净化成
效显著，但羊布病存在疫情反弹风险，需持之以恒
加强防控，从而最终实现净化目标。
（下转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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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偏倚。还有一种布病流行病学调查中常见的偏倚，

年新疆乌鲁木齐县牛、羊布病流行病学调查 [J]. 草食

是测量偏倚。这种情况可发生在布病抽样后的血清

家畜，2018（3）：25-33.

学检测过程中。由于试验操作人员技术水平有差异，

[4]

测中的病例定义 [J]. 中国动物检疫，2013，30（9）：

尤其是试管凝集试验判定时，样品与比浊管的对比
受观测者主观因素影响较大，会出现系统误差，从

24-26.
[5]

结语
自 21 世纪以来，我国人间和畜间布病疫情不

断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对当前布病疫情形势认

马清霞，沈朝建，刘均华 . 2012 年莱西市奶牛布鲁氏
菌病血清学调查和风险因素分析 [J]. 中国动物检疫，

而造成测量偏倚。
4

李印，王幼明，康京丽，等 . 兽医流行病学调查与监

2014，31（11）：55-59.
[6]

沈朝建，王幼明 . 兽医流行病学调查与监测：抽样技
术手册 [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

[7]

王苗苗，徐磊，王楠，等 . 布鲁氏菌病弱毒活疫苗经

识不清、摸底不足有关。为更好地了解现阶段我国

不同黏膜途径免疫奶牛的排菌程度及免疫反应 [J]. 中

布病形势，布病流行病学调查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国兽药杂志，2017，51（4）：1-5.

本文关注的是布病流行病学调查中的一些关键步骤，

[8]

EKGATAT M，et al.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brucellosis

分析了病例定义、抽样方式和偏倚控制这 3 个会导

and Q fever in Thailand among livestock in two districts

致布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不理想的关键因素，以期

at the Thai-Cambodian border，Sa Kaeo Province[J].

为我国布病流行病学调查提供技术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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