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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氏菌病流行病学调查中的若干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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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布鲁氏菌病作为严重危害人畜健康的传染性疾病，在我国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流行病学调查是

布病控制的重要措施之一。本文根据布鲁氏菌病的流行特点，分析了布鲁氏菌病流行病学调查中病例定义的准
确性，不同流行病学调查目的的抽样策略，以及布鲁氏菌病流行病学调查中可能导致的偏倚，以期从布鲁氏菌
病流行病学调查方面，为我国布鲁氏菌病防控提供技术支持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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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tions of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on Brucell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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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serious infectious disease threatening the health of human and animals，brucellosis has not been
effectively controlled in China. In this paper，the accuracy of case definition，the sampling strategies for different
purposes of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and any possible bias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process we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rucellosis，which provided technical support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it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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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氏菌病（以下简称布病）是由布鲁氏菌

好的控制。本文通过探讨布病流行病学调查中的注

引起的人兽共患传染病，牛、羊、猪对其易感，人

意事项，从流行病学角度为我国布病控制提供依据。

也易感。动物患病后的主要临床症状为，生殖器官

1

病例定义

和胎膜发炎，母畜流产、不育，以及各种组织的局

病例定义是指流行病学调查与监测中，用于

部病灶。布病被我国列为二类动物疫病，被世界动

判定被调查的流行病学单元（流行病学研究中的基

物卫生组织（OIE）列为须通报动物疫病。该病传

本单位）是否“发病”的标准。它既可以以发病的

染源主要是病畜的分泌物、排泄物、流产物及乳类。

临床特征，也可以将实验室诊断结果作为确定标准，

动物可通过接触污染物，经消化道、呼吸道、生殖

还可以是多种标准的结合。它既是确定动物是否患

系统黏膜及皮肤感染布鲁氏菌。我国畜间布病已流

病的一套标准，也是一切流行病学调查的基础 。

行多年

[1-3]

[4]

，虽然每年疫病控制系统投入了大量的

病例分为个体水平和群体水平。个体水平上

人力、财力，并出台了很多政策，但一直未得到很

的病例可以是感染布鲁氏菌的动物，或感染后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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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症状的动物，也可以是经实验室诊断确诊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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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如进行布病流行率调查，可以设定以下一系列

诊病例；或者开展暴发调查时，为防止疫情扩散，

病例定义：（1）妊娠母畜从阴道流出恶臭分泌物，

尽量提高病例定义的敏感性，如设计为有流产现象、

发生流产，产死胎或木乃伊胎，尤其是流产母畜为

睾丸炎症状、关节炎症状，或者经过虎红平板试验

第 1 胎后的，流产后胎衣不下，有乳房炎症状，公

检测为阳性的动物，只要符合以上任何一点，就规

畜出现睾丸或附睾肿大，有热痛反应，关节肿胀、

定为阳性动物，从而保证每个阳性病例不会被漏算。

疼痛，跛行等；（2）经细菌显微镜检查或者细菌

当以扑杀补偿为目的时，尽量选择高特异性的病例

培养分离确认；（3）经虎红平板凝集和试管凝集

定义，如经血清学诊断以及细菌培养均为阳性的动

[5]

结合的垂直试验检测为阳性 ；（4）经 iELISA

物作为确诊标准，以避免误杀而导致经济损失；在

或者 cELISA 检测为阳性。在作判断时，可以将上

进行净化场或者无疫区认证时，初期流行率高，要

述第 1 条设定为对疑似病例的判定，辅助实验室诊

选择高敏感性的病例定义，尽量淘汰阳性畜；末期

断作为确诊的判定。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免疫群，

要选择特异性高的病例定义，保证阴性病例都是非

实验室诊断的病例定义应选择免疫期在 180 d 以上

布病病例。

的动物，否则无法区分检出的阳性是免疫还是野毒

2

流行病学调查抽样

[7]

感染产生的抗体，从而导致调查结果不准确 。群

为了调查所需的信息，抽样是不可缺少的手

体水平上的病例定义是指某动物群体内存在个体

段和步骤。根据调查目的不同，布病的流行病学

病例。如果需要了解某地羊布病群流行率而进行

调查主要分为估计流行率调查、无疫证明和暴发

流行病学调查，就可以把 1 个养殖场、共用 1 个

调查 。

牧场的羊，甚至 1 个村看作 1 个群，只要群中有 1

2.1

只羊的个体水平病例定义判定为阳性，就判断该
群为阳性。

[6]

估计流行率的抽样
布病流行病学调查的一个最常见目的是调查

某地区的布病流行情况，根据调查结果来制定相应

病例定义还包括病例定义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的防治措施。这种情况就会涉及估计行率的抽样，

两方面。敏感性是指目标群体中判定为阳性的动物

而最基本的方法为简单随机抽样。抽样的原则是将

数量占真实阳性动物数量的比例，而特异性是指目

被调查动物看作 1 个群体并编号，用随机数字发生

标群体中判定为阴性的动物数量占真实阴性动物数

器产生随机数字，然后抽取对应数字的动物。这种

量的比例。在设计病例定义时，高敏感性的病例定

方式对于存栏较少的场群，比如 1 个场或者 1 个村，

义会增加布病阳性动物被准确判断的比例，但会包

操作性很强。对于多个场的抽样，要采用多阶段抽

括很多其他疫病的病例，例如把有妊娠母畜流产、

样，即先随机抽场，再从被抽到的场内随机抽动物。

出现乳房炎症状、公畜睾丸或附睾肿大、关节肿胀，

对于 1 个省或者 1 个市的调查，由于区域广，被调

或者 ELISA 抗体检测阳性中，任何一条为阳性就

查区域情况差别大，可以将被调查的区域先分割为

判断为阳性作为布病病例定义；高度的特异性会提

市或者县的亚区域，对每 1 个区域再按照上边的方

高非布病病例被准确判定的比例，但会排除真实病

法来进行抽样。

[4]

例 。不同调查目的和调查时期的病例定义不同。
例如在调查某地区布病流行情况时，可以将经虎红

如果被调查目标群很大（无限群），样本量
的计算公式

[9-10]

为：

平板凝集试验检测为阳性的定义为疑似病例，疑似
病例经 ELISA 或者 PCR 检测为阳性的，定义为确

13

流 行 病 学

其中 p 为被调查地区的预期流行率，z 为调
查置信度，e 为可接受误差。

的场户等。此外有历史病例，或者附近有人间布病
病例的场群，也是容易发现阳性病例的地点。

如果目标群较小，则要通过矫正公式确定需

2.3

要抽取的样本量：

暴发调查的抽样
为了确定暴发存在，布病暴发调查的抽样首

先应该是疫点的抽样。抽样时根据暴发调查的病例
定义进行有目标的抽样，通常采用发现疫病的抽样

其中 n 为无限群抽样数量，N 为抽样目标群

策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进行针对疫点的
全群抽样，这样做可以评估疫点动物的抗感染能力。

个体数。
2.2 发现疫病或者证明无疫的抽样

在疫情确定之后，由于需要对疫情进一步调查，这

发现疫病或者证明无疫也是流行病学调查的

时对疫区的抽样可以分为已进行布病免疫和未进行

一个重要方面，其抽样的目的是确定某个地区的动

布病免疫两种情况。在已进行布病免疫的地区，抽

物是否被感染。抽样时，如果研究群体很小，可以

样策略应采用测定流行率方式（此时的 P 值应为

使用普查或者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如果目标群很大，

被调查地区的抗体合格率），目的是了解抗体水平，

[8]

则可使用多阶段抽样，先抽场，再抽场内动物 。

评估疫情扩散的可能。在未进行免疫的地区，应采

简单随机抽样或者多阶段抽样的场内动物样

用发现疫病的抽样策略，这样可以对调查区域内的

本量计算公式为：

动物状态进行调查，从而评估疫情形势。此外，布
病的暴发调查还应结合疫点的现场信息进行追根溯
源，开展有目的的采样，这样也可以更好地掌握疫

其中 n 为抽样个数，CL 为置信水平，D 为群

情动态，从而达到控制目的。对于已经进行过布病

内个体数与预定流行率的乘积，即群中的阳性动物

免疫，且免疫期在 6 个月以上的群体，可用发现疫

数，N 为群内个体数，Se 为检测方法的敏感性。

病的策略进行抽样。

发现疫病或者证明无疫的抽样还可以选择以

3

偏倚控制

风险为基础的抽样。该抽样方式判定依据是只要检

偏倚是在流行病学调查过程中，由于设计、

测出 1 头阳性动物，就可以确定发现疫病或者推翻

操作或者条件因素的影响，导致调查结果和真实情

无疫状态，所以这类抽样应该有意识地抽取更可能

况之间出现的误差。

感染或感染时更容易产生阳性检测结果的抽样单

布病流行病学调查中，最常见的偏倚是在对

元。这种样本量计算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可以通过

某布病净化区进行以发现布病为目的的调查中，如

调整样本中不同风险群所占比例来调整样本量，从

果选择了该地区生物安全较好的规模场进行抽样，

而达到节省资源的目的，但这种方式的抽样数量会

忽略了规模小、生物安全条件差的小场或者散养户，

[9]

低于代表性抽样的抽样数量 。例如临床上有疑似

或者抽样时避开了近期有流产或者睾丸炎的动物，

症状的个体阳性检出概率很大，抽样时就应该故意

就会导致未发现本来存在的疫病，造成结果不准确，

选择近期发生流产的，有睾丸炎或者关节炎症状的

这种偏倚称为检出症候偏倚。其次，在对某地区布

家畜进行抽样，也可根据不同畜群感染布病的风险

病流行率调查中，如果抽样时没有遵照随机原则，

不同，尽量选择感染风险高的群体来进行抽样，例

而是刻意抽取了有临床症状，或者生物安全较低场

如使用公共牧场或者水源的畜群、未免疫的畜群、

户的动物，或者选择了生物安全水平高的场户，就

流产物随意处理的场户、近期有家畜调运或者交易

会导致测得的流行率无法反映实际情况，造成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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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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