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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湘西州某养羊户主布鲁氏菌血清学阳性
引发的畜间流行病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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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2020 年 4 月，湖南省吉首市一羊养殖户主确诊为布鲁氏菌血清学阳性。为查找感染来源，采用现场问询、

实地察看、实验室检测等方式，对该养羊户及流行病学关联养殖场户进行了畜间布鲁氏菌病流行病学调查。调
查发现 ：患病养殖户与其中一个流行病学关联养殖场户有从外省市引种情况，而其他 3 个关联场户均从这 2 个
场户调入过羊群 ；对 5 个羊养殖场户全部的 226 只羊进行布鲁氏菌血清学检测，结果 4 个场户检出阳性，个体

阳性率为 11.5%（26/226）。经羊群调入路径推测，羊养殖场户从外省市引种传入病原的可能性较大，其他养殖
场户通过公共区域放牧和调入羊群导致疫情扩散。疫情提示，养殖场户应做好规范引种、隔离饲养及个人防护
工作，相关部门应加强监测，做好产地检疫和流通环节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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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pril 2020，a sheep farmer was conﬁrmed to be Brucella serological positive in Jishou City of Hunan
Province. In order to ﬁnd out the source of infection，an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into animals was carried out for

the infected household and epidemiologically related farms/households by means of ﬁeld inquiry，site inspection and
laboratory test. It was investigated that some sheep were introduced from other provinces by the infected household and
a related farm/household and then to other related three farms/households ；serological detection of Brucella was carried
out for all of 226 sheep in 5 farms/households，and 4 farms/households were positive，with an individual positive rate
of 11.5%（26/226）. It was more likely that，for the route of introduction，the pathogens were introduced from other
provinces/cities by the infected household，then the disease was spread through grazing in public areas or introducing
sheep by other farms/households. It was suggested that standardized introduction，isolated feeding and personal
protection should be safeguarded by households/farms，while surveillance，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at the place of
origin as well as supervision over movement should be strengthened by relevant auth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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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氏菌病（以下简称布病）是由布鲁氏菌

吉首市畜牧水产事务中心联合湘西州畜牧水产事务

引起的人兽共患传染病，严重危害养殖业健康发展

中心对该养殖户饲养羊群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调

以及公共卫生安全，在我国被列为二类动物疫病。

查发现：该养殖户现存栏山羊 33 只，其中种公羊

我国畜间布病已流行多年，至今未得到很好的控制，

6 只、成年母羊 16 只、羔羊 11 只，品种有黄羊、

仍以小范围、点状、分散形式流行

[1-2]

。当前羊种
[3]

黄白杂交羊、白羊、黑羊；日常饲养管理等工作由

布鲁氏菌为我国优势流行菌种，最为多见 。近年

其本人负责，未雇佣其他人员；免疫及疫病诊疗等

来，为解决贫困落后现状，在政府及扶贫工作队的

工作由村兽医负责。2020 年 3 月 22 日该养殖户进

帮助下，湖南省湘西州依靠优势地理环境，大力发

行了牛羊 O 型口蹄疫免疫，3 月 30 日进行了小反

展牛羊养殖业，引种、调运频繁，造成该州出现多

刍兽疫免疫。据该养殖户主口述，其饲养羊只一直

例人畜布病病例，不仅给该地区养殖业带来巨大经

未出现流产、产死胎、关节肿大、公羊生殖系统障

济损失，也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2020

碍等临床症状。

年 4 月 10 日，吉首市畜牧水产事务中心接到报告

2.2

流行病学关联养殖场户情况

称，吉首市河溪镇一羊养殖户主布鲁氏菌血清学阳

患病的秦某旺养殖户所在的河溪镇共有养羊

性，怀疑存在畜间布病流行。为此，湘西州畜牧水

户 11 户，存栏羊只 2 000 只左右，品种大多为南

产事务中心联合吉首市畜牧水产事务中心工作人员

江黄羊、黑山羊，且多为自繁自养，未见有羊布病

于 2020 年 4 月 15—28 日对该羊养殖户开展了流行

报告。调查发现，与其有流行病学关联的有 4 个羊

病学调查。

养殖场户及 1 个羊贩运人，其羊群调入调出情况见

1

表 1。

材料与方法
调查方法

1.1

2.3

实验室检测情况

通过与养殖户主座谈，了解其饲养方式、发

对患病的秦某旺养殖户及其关联养殖场户进

病情况、调运情况、人员流动情况等；通过与乡镇

行了全群采样，共采集样品 226 份，经 RBT 初筛，

防疫员座谈和实地察看，了解该养羊户周边的牛羊

cELISA 复核，共检出 26 份阳性样品（表 2）。随即，

饲养情况、地理环境、棚舍布局等，并填写调查问卷。

湘西州疾病控制中心对 13 名有感染风险的相关人
员进行了布鲁氏菌检测，结果 1 人为阳性。

实验室检测

1.2
1.2.1

检测试剂

虎红平板凝集试验检测试剂，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生产；竞争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cELISA）检测试剂，兰州兽医研究所生产。

3

疫源分析
2018 年 11 月秦某旺与张某生同时从重庆市某

羊场分别调入 2 只黑山羊种公羊，2019 年 7 月张

初 筛 采 用 国 标 GB/T 18646—

某生又从重庆市某羊场调入 2 只黑山羊种公羊，调

2002 中的虎红平板凝集试验（RBT），确诊采用

入的种公羊均没有布病检测报告。据秦某旺称，其

竞争酶联免疫吸附试验（cELISA）。

于 2018 年 12 月从重庆市某养殖场调入羊只后一直

2

自繁自养，从未出现流产、产死胎、关节肿大、公

1.2.2

检测方法

2.1

调查结果
患病养殖户情况

羊生殖系统障碍等临床症状；而经调查，张某生养

患病的该羊养殖户主秦某旺 2016 年 6 月开始

羊场 2019 年 7 月调入种公羊后，每年年底均有少

养羊，2020 年 4 月 2 日因出现胸痛、出汗多、低

数母畜流产情况。因此，推测病原通过 2019 年张

烧等症状，到吉首市人民医院就诊，4 月 10 日经

某生养羊场引种传入的可能性较大。

吉首市疾病控制中心确诊为布鲁氏菌阳性。随即，

秦某旺养殖户与张某生羊场栏舍相距 1.5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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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养殖
场户

患病养殖户及流行病学关联养殖场户的
单位 ：只
羊群流动情况统计

触史，但 2018 年后均从这 2 家养殖场户调入过羊
群（图 1）。2020 年 2 月符某林从秦某旺处调入 1

流动
情况

来源 / 调出地

2016 年 02 月 调入

吉首市双塘镇

6

饲养

2017 年 08 月 调出

羊贩运人

15

贩卖

2018 年 06 月 调出 泸溪县解放岩乡杨某全

1

种用

某旺处调入 1 头黄羊种公羊（经检测为布鲁氏菌阳

2018 年 11 月 调入

重庆市某养殖场

2

种用

性）。由此推测，其他关联场户的病原均通过羊群

2018 年 12 月 调出

私人

2

屠宰

调运从秦某旺养殖户、张某生羊场传入。

2019 年 12 月 调出 泸溪县解放岩乡杨某文

1

种用

2019 年 12 月 调出

私人

2

屠宰

2020 年 02 月 调出

吉首市河溪镇符某林

3

饲养

2018 年 11 月 调入

重庆市某羊场

1

种用

2019 年 07 月 调入

重庆市某羊场

2

种用

2019 年 12 月 调出

羊贩运人

80

贩卖

2020 年 02 月 调出

吉首市河溪镇符某林

5

饲养

2020 年 02 月 调入

吉首市河溪镇秦某旺

3

饲养

2020 年 02 月 调入

吉首市河溪镇张某生

5

饲养

2018 年 06 月 调入

吉首市河溪镇秦某旺

1

种用

杨某全 2019 年 10 月 调出

凤凰县吉信镇吴某平

10

贩卖

2020 年 04 月 调出

凤凰县吉信镇吴某平

1

贩卖

5

饲养

近几年的羊布病监测发现，不管是先发现人

秦某旺

张某生

符某林

日期

数量 用途

2019 年 11 月 调入 泸溪县解放岩乡杨某全

只黑羊、2 只黄羊，从张某生处调入 5 只黑羊，其
中 1 只为种公羊。2019 年 12 月泸溪县杨某文从秦

图1

4

流行病学关联养殖场户的羊群调入及调出路径

讨论

杨某文 2019 年 12 月 调入

吉首市河溪镇秦某旺

1

种用

感染的还是主动监测发现动物布病阳性的场户，现

2020 年 04 月 调出

凤凰县吉信镇吴某平

1

贩卖

场都很少发现有明显临床症状的羊只，导致通过临

2020 年 04 月 调入 泸溪县解放岩乡杨某文

1

贩卖

吴某平 2020 年 04 月 调入 泸溪县解放岩乡杨某全

1

贩卖

床检查很难发现布病，从而引起布病扩散，人感染

2

贩卖

2020 年 04 月 调出

表2

凤凰县阿拉镇市场

养羊户

此次疫情警示，羊养殖户在平时饲养管理过

cELISA

检 测
数/份

阳 性
数/份

阳 性
率 /%

检 测
数/份

阳 性
数/份

阳 性
率 /%

秦某旺

33

9

27.3

33

9

27.3

张某生

144

12

8.3

144

12

8.3

符某林

9

4

44.4

9

4

44.4

杨某全

24

0

0

24

0

0

杨某文

16

1

6.3

16

1

6.3

226

26

11.5

226

26

11.5

合计 / 平均

别重视饲养管理，落实消毒、无害化处理等措施，
净化疫源地，降低人感染风险。

患病养殖户及其关联养殖场户采集样品的
实验室检测结果
RBT

风险加大。因此，需要引导养殖户在饲养过程中特

左右，但在同一处放牧，双方羊只可相互接触，因

程中要做好个人防护，提高防护意识，禁止徒手接
触病死羊只、宰杀羊只。政府和管理部们要加强对
养殖户以及相关从业人员的宣传与培训，保障兽医
从业人员的防护物资储备，确保个人防护到位。
该起人畜布病疫情再次暴露了流通环节监管
不到位、防疫体系不完善的问题。养殖户随意调进
调出羊只，调入后不落地报检，也不隔离饲养观察，
直接混群饲养，极大增大了布病传染风险，同时也

此秦某旺养殖户的布病病原可能源自张某生羊场的

不利于追踪溯源 [4-5]。建议养殖户坚持自繁自养，

患病羊群。其他关联养殖场户相距较远，无直接接

（下转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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