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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贝叶斯模型评价两种牛结核病
免疫学诊断方法
范冰洁 1，2，张

斐 2，肖开提 2，阿曼古丽 2，黄

（1. 新疆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2. 新疆动物卫生监督所，新疆乌鲁木齐

830052 ；

830011 ；

3. 新疆畜牧科学院兽医研究所，新疆乌鲁木齐
摘

炯3

830011）

要 ：为准确检测牛结核病，降低因假阳性检测结果对牛误杀造成的经济损失，运用牛结核病比较皮内变态

反应试验和 γ- 干扰素体外检测试验，对新疆昌吉市 2 个规模养殖场的 540 头奶牛同时进行检测，汇总交叉结果，
在无金标准的情况下，采用建立的贝叶斯模型评估两种免疫学诊断方法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结果显示 ：比较皮
内变态反应试验的敏感性为 78.0%（55.1%~93.0%），特异性为 97.8%（96.6%~98.8%）；γ- 干扰素体外检测试验
敏感性为 87.1%（73.4%~95.5%），特异性为 98.1%（96.9%~99.0%）。进一步证实了使用 γ- 干扰素体外检测试验
检测牛结核病的准确性会更高。同时也提示，在实际检测工作中，还应综合考虑养殖场的牛患病率、检测成本
等因素 ；选择最适合的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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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ccurately detect bovine tuberculosis and to reduce any economic loss caused by manslaughter of
cattle due to false-positive test results，540 cows were simultaneously tested by use of single intradermal comparative
cervical tuberculin test（SICTT）and interferon-γ test（IFN-γ）in two large-scale farms in Changji City of Xinjiang，
and the results were crossed and summarized，then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ﬁcity of the two methods were evaluated by
Bayesian model in the absence of a gold standar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ﬁcity of SICTT were
78.0%（55.1%–93.0%）and 97.8%（96.6%–98.8%）respectively，and those of IFN-γ were 87.1%（73.4%–95.5%）
and 98.1%（96.9%–99.0%）respectively，indicating that IFN-γ was more accurate in detection of bovine tuberculosis.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optimal method should be used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prevalence rate in farms，test cost and
other factors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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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结核病（bovine tuberculosis）是一种人兽共

1.3

[1]

电动推毛器、连续注射器（德国）、数显卡尺、

患慢性消耗性传染病，是我国的二类动物疫病 。
该病主要以结节性肉芽肿为特征，可使患病奶牛产
[2]

[3]

奶量下降 0.5%~14.6% ，产犊率下降 5% 左右 ，
严重影响牛的生产性能。同时人类可通过与患牛密
切接触，吸入含菌气溶胶或食用受污染的乳制品而
[4]

感染，从而对人类健康构成极大威胁 。在牛结核
病防控中，由于治疗药物剂量、所需时间等成本过

主要器材

酶标仪、24 孔细胞培养板、恒温培养箱、肝素钠
采血器、移液器及吸头等。
1.4

检测方法
SICCT 试验，参照 GB/T 18645—2002 进行操

作；IFN-γ 试验，参照 GB/T 32945—2016 进行操作。
1.5

贝叶斯模型建立
由于 SICCT 和 IFN-γ 均依赖细胞免疫反应，

高，并有可能产生细菌耐药性，从而不利于根除牛

试验结果相关，所以采用“2 个相对独立试验、

结核病，所以感染动物一般不采用抗菌治疗，目前

1 个种群条件”相关模型 。将两个检测结果与设

也没有有效疫苗进行预防。

立的向量 y 对应参数一一对应。检测结果阳性用

我国牛结核病防控基于“检疫 - 扑杀”策略，

[6]

“+”“1”表示，检测结果阴性用“-”“0”表示。

通过将检出的阳性动物进行隔离扑杀，以降低疫病

交叉参数见表 1。

传播风险。为降低因假阳性检测结果对牛误杀造成

表1

的经济损失，应用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推荐

SICCT

IFN-γ

样品数量

+

+

y11

+

-

y10

-

+

y01

-

-

y00

的比较皮内变态反应试验（SICTT）、γ- 干扰素检
测试验（IFN-γ），在新疆昌吉市规模化奶牛场进
行牛结核病检测，并在作为“金标准”的病原分离
试验难以进行的情况下，通过建立贝叶斯模型，来

用 向 量 p=（p1，p2，p3，p4） 分 别 表 示

[5]

评估这两种牛结核病免疫学诊断方法的准确性 。
1
1.1

材料与方法

y11，y10，y01，y00 对应的发生概率，n 为样品总数，
则 y~Multinomial[n，（p1，p2，p3，p4）]。

样品
2019 年，对昌吉市 2 个规模化奶牛养殖场进

行牛结核病检测。养殖场 A，共存栏牛 220 头，其
中高产奶牛 120 头；养殖场 B，共存栏 446 头，其
中高产奶牛 420 头，其余均为犊牛、青年牛。对
540 头高产奶牛进行现场 SICCT 试验，同时无菌
采集抗凝血 540 份，常温 8 h 内送至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动物疾病控制中心细菌室进行 IFN-γ 试验。
1.2

SICCT 和 IFN-γ 检测结果的交叉排列

主要试剂
SICTT 试 剂（Bovine Tuberculin PPD 3000、

设患病率为 π，SICCT 和 IFN-γ 的敏感性分别
为 Se1 和 Se2，特异性分别为 Sp1 和 Sp2。CovDp 是
真值为阳性条件下两诊断试验结果之间的协方差，
CovDn 是真值为阴性条件下两诊断试验结果之间
的协方差，则：
p1=π(Se1Se2+CovDp)+(1-π)[(1-Sp1)(1-Sp2)+CovDn]
p2=π[Se1(1-Se2)-CovDp]+(1-π)[(1-Sp1)Sp2-CovDn]
p3=π[(1-Se1)Se2-CovDp)+(1-π)[Sp1(1-Sp2)-CovDn)]
p4=π[(1-Se1)(1-Se2)+CovDp)+(1-π)(Sp1Sp2+CovDn）
1.6

确定先验分布

Avian Tuberculin PPD 2500），购买于瑞士 Prionics

根 据 共 轭 先 验 分 布 原 理， 患 病 率 πi、 敏 感

公司，批号 16TU2601；牛分枝杆菌 γ- 干扰素检测

性 Sei、 特 异 性 Spi 的 先 验 分 布 为 贝 塔 分 布， 即

®

试剂盒（用于牛）BOVIGAM ，购自瑞士 Prionics

π i ~Beta（απ i ，βπ i ），Se i ~Beta（αSe i ，βSe i ），

公司。

Spi~Beta（αSpi，βSpi），α、β 为先验参数的超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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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合前期预试验、文献及专家经验 ，定义 πi、

表4

Sei、Spi 的合理取值范围（Mmin~Mmax）。以区间中

SICCT

IFN-γ

样品数量 / 份

+

+

7

+

-

2

-

+

1

-

-

530

2

值为均值 μ，区间 1/4 间距的平方为方差（S ），即：

解以上联立方程，可得超参数 α、β：

2.2

SICCT 和 IFN-γ 检测结果的交叉排列

贝叶斯模型评价两种诊断试敏感性、特异性
两种诊断方法敏感性和特异性的后验分布中

位数及 95% 置信区间见表 5。
表5

敏感性和特异性的先验分布参数，见表 2。
表2

SICCT

指标

试验

SICCT 和 IFN-γ 的先验分布参数

区间

α

SICCT

IFN-γ
β

区间

α

β

Se

0.520~0.999 8.867

2.800

0.730~0.999 21.305

3.325

Sp

0.788~0.999 29.266

3.470

0.850~0.996 48.316

4.031

IFN-γ

患病率 π 因缺乏先验信息，采用无先验信息
分布 Beta（1，1）。CovDp 和 CovDn 缺乏先验信
息，且（Se1-1）（1-Se2）≤ CovDp ≤ min（Se1，
Se2）-Se1Se2，
（Sp1-1）
（1-Sp2）≤ CovDn ≤ min（Sp1，
Sp2）-Sp1Sp2，故其先验分布为：
CovDp~uniform[(Se1-1)(1-Se2)，min(Se1，Se2)-Se1Se2]
CovDn~uniform[(Sp1-1)(1-Sp2)，min(Sp1，Sp2)-Sp1Sp2]
1.7

编程计算
将 SICCT 和 IFN-γ 检 测 结 果， 代 入

OPENBUGS 程序模型，完成 Gibbs 抽样和相关参

SICCT 和 IFN-γ 敏感性和特异性的贝叶斯估计
参数

中位数

95% 置信区间（CI）

Se

0.780

0.551~0.930

Sp

0.978

0.966~0.988

Se

0.871

0.734~0.955

Sp

0.981

0.969~0.990

SICCT 的敏感性估值为 78.0%（55.1%~93.0%），
特异性为 97.8%（96.6%~98.8%）；IFN-γ 敏感性为
87.1%（73.4%~95.5%），特异性为98.1%（96.9%~99.0%）。
比较两种试验的敏感性发现，SICCT 试验敏感性、
特异性的中值低于 IFN-γ 试验，95% 置信区间也较
宽。因此牛结核病诊断中，IFN-γ 试验的准确性会
更高。
3

讨论
本试验应用 SICCT 和 IFN-γ 试验，对昌吉市

数的计算。

540 头泌乳奶牛进行牛结核病检测，在无金标准的

2

情况下，汇总试验交叉结果，通过建立贝叶斯模型

2.1

结果

评估了这两种诊断方法的准确性，发现贝叶斯模型

诊断试验
分 别 使 用 SICCT 和 IFN-γ， 对 540 头 牛 进 行

检测。检测结果汇总见表 3，两种诊断试验交叉结

IFN-γ 试验的准确性相对较高。
诊断试验实际应用的基础就是概率论。进行

果汇总见表 4。

检测的相关人员（兽医、重大动物疫病监测人员）

SICCT 和 IFN-γ 检测结果

单位 ：头

试验

检测数

阳性数

阴性数

对所检测畜群作出评价的过程是一个对各种证据进

SICCT

540

9

531

行收集、综合、筛选、概率分析的过程。在进行相

IFN-γ

540

8

532

关诊断试验检查后，根据诊断结果和养殖场的规模、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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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很好地评估出诊断方法的敏感性、特异性，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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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llm/ nybz/200803/t20080304_1028653.htm.

环境、管理水平进行综合判断。我国控制牛结核病
的措施基于“检疫 - 扑杀”策略，因此准确诊断是

[2]

tuberculosis and milk production in infected dairy herds

控制牛结核病的基础。经典的通过比较符合率评价

in Ireland[J]. Preventive veterinary medicine，2010，93

诊断试验的方法（如 kappa 分析），仅评价了诊断
试验的可靠性，不能评价诊断试验的准确性。通过

BOLAND F，KELLY G E，GOOD M，et al. Bovine

（2）：153-161.
[3]

BERNUES A，MANRIQUE E，MAZA M T，

统计学方法建立的贝叶斯模型评价方法很好地填补

et al. Economic evaluation of bovine brucellosis and

了这一空缺。但贝叶斯模型的建立基于先验信息的

tuberculosis eradication programmes in a mountain area
of Spain[J]. Preventive veterinary medicine，1997，30

收集、加工，被测场群的患病率、诊断试验方法的
敏感性、特异性取值范围，这些都是重要的先验信

（2）：137-149.
[4]

MENGISTU A，ENQUSELASSI F，ASEFFA A，et al.

息。越准确的先验信息，会令贝叶斯模型估算出的

Bovine tuberculosis（btb）as a risk factor for developing

诊断试验的敏感性、特异性更接近真实值。

tuberculosis in humans in the rural community of
ethiopia：a casecontrol study[J]. Ethiopian medical

我国大多数牛场仅应用单纯皮内变态反应进

journal，2015，53（1）：1.

[8]

行颈部皮肤试验 ，但单纯皮内变态反应并不能区
分牛分枝杆菌和其他分枝杆菌感染，易产生假阳性

[5]

睾吸虫病诊断中的应用 [J]. 热带医学杂志，2016，16

结果，因而会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SICCT 和
IFN-γ 方法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目前已被引入我

（10）：1327-1329.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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