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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牛结节性皮肤病案例的处置评析
陈月香
（福州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福建福州
摘

350026）

要 ：动物疫病应急处置是有效防控重大动物疫病，保障动物及动物产品安全，保护养殖业安全和公共卫生

安全的重要手段。本文梳理了农业农村部通报的福建长汀县一起牛结节性皮肤病案例的案情概况与处置要点，
通过分析案例，提示应及时确诊病例，规范处置传染病，做好紧急免疫，加强监管和联防联控，正面引导舆情，
积极开展科普宣传。本案例处置为加强牛结节性皮肤病防控，保障养牛业持续健康发展和官方兽医依法行政提
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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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Disposal of a Case of Lumpy Skin Disease
Chen Yuex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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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imal health supervision and law enforcement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ce for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major animal diseases，protection of animal and animal product safety，and for protection of cattle
industry safety and public health safety. In this paper，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a case of lumpy skin disease（LSD）
in Changting County of Fujian Province，which was reported by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was
summariz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ase，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case should be diagnosed and identiﬁed in
time，the infection source should be dealt with in a standardized way，emergency immuniza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the supervision and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hould be strengthened，the public opinion should be positively
guided，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ould be actively carried out. Some references were provided
for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LSD，ensuring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attle industry as well as
administrating according to laws by ofﬁcial veterinarians.
Key words ：lumpy skin disease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Law ；supervision and law enforcement ；entry-exit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exotic animal diseases

牛结节性皮肤病（lumpy skin disease，LSD）

东欧、中亚等地区；2019 年传入印度；2019 年 8

又称牛结节性皮炎、牛疙瘩皮肤病、牛结节疹，其

月 10 日，我国首次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确诊

病原是痘病毒科山羊痘病毒属牛结节性皮肤病病

发生牛结节性皮肤病 [2]。2020 年 6 月 5 日，农业

毒。该病临床以皮肤出现结节为显著特征，非人兽

农村部通报了福建长汀县濯田镇发生牛结节性皮肤

共患病，不传染人。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将

病的有关情况。7 月 9 日，有媒体以“扑杀、深埋、

其列为须通报的动物疫病

[1-2]

，我国暂对其按二类
[3]

焚烧：福建长汀全城围堵牛结节性皮肤病、禁止活

动物疫病管理并采取相应防控措施 。1929 年，

牛调出”为题，对该事件进行了相关报道，引发公

牛结节性皮肤病首次发现于赞比亚，此后传入中东、

众关注。笔者就该案例发生与处置情况作简要介绍，

收稿日期 ：2020-09-07

并提出思考，以期与同行进行交流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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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例概况
2020 年 6 月，在福建省长汀县濯田镇南安村 3

的牛和屠宰的肉品须经严格检疫，并附有效的《动
物检疫合格证明（产品 B）》《肉品品质检验合

户养殖户，共饲养肉牛 70 头，发现 25 头牛身上皮

格证》，方可上市销售。

肤有结节，此为福建省首次发现疑似牛结节性皮肤

2.4

加强消毒灭源和灭杀虫媒

病病例，相关部门按程序采样并送检。6 月 2 日，

对病牛扑杀和无害化处理的场所、运输车辆

长汀县农业农村部门立即组织各乡镇开展牛结节性

等物品进行全面彻底的消毒灭源；加强牛舍和牛

皮肤病全面排查和报告工作。6 月 3 日，福建省、

只活动区域消毒，对疫点内隔离饲养同群牛的场

龙岩市各派出专家指导组赴长汀县开展牛结节性皮

所和设施设备连续消毒 7 d，每天 3~5 次，之后

肤病流行病学调查。6 月 4 日，农业农村部派出专

每天消毒 1 次，至第 28 天后病毒核酸检测呈阴

家组会同当地专家再次进入长汀县发生疑似牛结节

性为止；对出入隔离点的人员与车辆进行定期与

性皮肤病病例所在的乡镇，对可疑病牛和同群牛进
行采样并送检。6 月 5 日，经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
病学中心确认，农业农村部通报了福建省长汀县发
生牛结节性皮肤病。
疫病发生后，长汀县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指挥
部发布了《关于做好全县疑似牛结节性皮肤病疫情
应急控制的紧急通知》等文件，要求对南安村检测
病毒核酸阳性发病牛进行立即扑杀并做好无害化处
理，对同群牛进行临床监视，对全县牛养殖场（户）
环境进行彻底消毒和灭杀虫媒。河田镇、童坊镇等
地政府和长汀县农业农村局也陆续发布了关于做好
牛结节性皮肤病防控措施的相关通知、通告。
2

处置要点分析

2.1

扑杀、无害化处理并上报信息
对所有已经发病和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的牛

只进行扑杀、无害化处理，对扑杀牛的所有排泄
物和可能被污染的物品进行无害化处理。将动物

不定期消毒。疫区每天消毒 1 次，持续至最后 1
头牛扑杀、无害化处理 28 d 后，如没有新增确诊
病例，消毒工作转为日常消毒。此外，做好当地蚊、
蝇、虻、蠓、蜱等虫媒集中消杀行动，清除疫点
内同群牛隔离点内外可能孳生虫媒的环境，控制
虫媒传播。
2.5

积极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加强对全县存栏牛只的临床巡查监视，重点

做好病例确诊 28 d 内同群牛的采样检测工作，
一旦出现牛结节性皮肤病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立
即扑杀并作无害化处理；7 月 10 日以后，一旦出
现牛结节性皮肤病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立即按照
《牛结节性皮肤病防治技术规范》（以下称《规
范》）严格执行处置。
2.6

做好归档管理工作
对本起病例的诊断和处置要全程做好记录。

检验报告、流行病学调查问卷和临床巡查记录等
材料必须分门别类进行归档管理。

疫病监测信息和疫情信息及时通过中国兽医网“兽

3

医卫生综合信息平台”报送至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

3.1

制中心。
2.2

对同群牛开展隔离观察

案例评析
及时确认，重点排查
本病例的诊断和判定严格遵循了《规范》的

相关方法和“可疑 - 疑似 - 确诊”的疫情确认程

将病毒核酸检测阴性牛和与扑杀牛的同群牛

序，诊断方法严谨，疫情确认程序规范，判定结

隔离饲养、限制移动或上市交易，每天观察临床

果准确。在全县开展牛结节性皮肤病流行病学调查

表现，隔离观察 28 d 后，确认无临床症状且病

的基础上，对与发病牛有流行病学关联的牛只、发

毒核酸检测阴性，准予活牛调运或屠宰上市。

病牛周边地区活牛以及个别走私牛等高风险牛只展

2.3

开重点监测排查，做到了早发现，早处置。

禁止活牛及产品调运，加强检疫监管
禁止疫区内调出活牛及其产品，禁止活牛调

入疫区饲养；加强检疫监管，进入定点屠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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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规范处置，及时报告
怀疑为牛结节性皮肤病的，及时诊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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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并严格处置。落实《规范》要求，对发病牛

紧密协作；县级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指挥部两次召

和检测阳性牛及时扑杀并作无害化处理；对病牛

开应急响应部署会，明确动物防疫工作的属地管

活动过程中污染的饲料、垫料和分泌物、排泄物

理和主体责任。通过上下齐心、共同努力，确保

等进行无害化处理；对隔离饲养的环境和无害化

了本起牛结节性皮肤病疫情应急处置及时规范，

处理场所进行彻底清洗、消毒，及时消灭传染源，

未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

防止疫情传播。疫情处理结束后，及时报告疫情

4.2

国内首例确诊牛结节性皮肤病至今仅相隔 1

总体处理和流调开展情况。
3.3

靠前服务是疫病防控工作的重要策略

紧急免疫，强化监管

年，作为兽医技术人员，务必靠前服务，对养殖、

开展紧急免疫，筑牢免疫屏障。对高危地区，

经营、屠宰等环节的从业人员以科技入户形式开

特别是疫情发生地长汀县内健康牛实施 4~5 倍剂量

展科普宣传，提高群防群控意识与能力。结合牛

[4]

的山羊痘疫苗紧急免疫，以免疫情进一步蔓延 。

只养殖、经营、屠宰等环节牛结节性皮肤病的监

督促养牛场（户）灭杀饲养场所的吸血昆虫及幼

测与流行病学调查，做好野生易感动物、吸血虫

虫，清除孳生环境，切断传播途径。开展疫情追

媒的调查监测。落实重点环节牛结节性皮肤病的

踪溯源，全面掌握疫情动向。加强检疫监管，借

风险评估，提高生物安全防控水平。

鉴非洲猪瘟防控监管经验，对牛只调运实行准调

4.3

科普宣传是疫情群防群控的重要力量

证明制度管理，疫区封锁期间，严禁疫情发生地

各级畜牧兽医工作及相关从业人员应不断加

活牛调出和外地活牛调入饲养。协调海关、边防

强学习，了解和熟练掌握重大动物疫病专业防控

等部门，切实落实省际过境动物及其产品的查证

知识，提升对养殖户的科学指导能力。建议有关

验物和消毒灭源等防控措施。禁止进口疫情国家

部门积极搭建权威媒体宣传平台，制作或储备挂

或地区的牛只及其产品，严厉打击非法调运和走

图、电子宣传册、科教视频等不同形式的重大动

私染疫动物及其产品的行为。

物疫病宣传制品，形成一个专业化、常态化、社

3.4

会化、通俗化的科普宣传网络，随时开展科普宣

把握舆情，增信释疑
在长汀县发生牛结节性皮肤病后，中共福建

传。建立专业性科普队伍，如有条件的高等院校

省委宣传部主管的福建官方新闻门户网站“东南

可设立科普传播专业等，多渠道普及科学知识，

网”对“放心牛肉”给出了温馨提示：建议广大

提高全行业与公众的科学文化素养。

市民选择正规商超和农贸市场购买牛肉，购买时
可询问商家是否持有“两章两证”（动物检疫合
格印章、肉品品质检验合格印章，动物检疫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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