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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了解山东省牛羊疫病的流行及免疫现状，汇总 2020 年山东省牛羊疫病报告数据以及监测数据等信息，

分析牛羊疫病的时间分布、空间分布及病种分布 ；结合监测情况，分析牛羊疫病的免疫状况和暴发风险。2020
年山东省牛病以新生犊牛腹泻、牛病毒性腹泻和牛传染性鼻气管炎为主，突发输入性牛结节性皮肤病，羊病以
沙门氏菌病、绵羊疥癣和布鲁氏菌病为主 ；牛病主要集中在鲁北和鲁西北地区，羊病主要集中在鲁中、鲁西、
鲁南及半岛北部地区 ；牛羊疫病有一定的时间分布特征，7—9 月份牛病暴发较频繁，6—9 月和 12 月羊病发病

率较高 ；口蹄疫、小反刍兽疫免疫水平较高，整体暴发风险可控，但仍存在一定的牛羊口蹄疫非结构蛋白抗体
阳性；布鲁氏菌病免疫水平偏低，感染抗体阳性群体内个体感染情况较严重，羊群感染程度高于牛群。分析提示：
鲁北和鲁西北地区应重点加强新生犊牛腹泻、牛病毒性腹泻等牛病的防控，鲁中、鲁西、鲁南及半岛北部地区
应加强沙门氏菌病、布鲁氏菌病等羊病的防控，继续推进牛羊布鲁氏菌病净化场（县）创建工作 ；对口蹄疫和
小反刍兽疫等防控效果较好的疫病以及新传入的牛结节性皮肤病，应持续加强免疫和监测，防止疫情传入或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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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prevalence and immune status of cattle and sheep diseases in Shandong Province，the

data of reports and surveillance of cattle and sheep diseases in the province in 2020 were summarized，the distribution
of the diseases was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time，space and disease types，then the immune status and risk of
outbreak we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situations under surveillance. It was concluded that major cattle diseases i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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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rrhea in newborn calves，bovine viral diarrhea，infectious bovine rhinotracheitis and emergent lumpy skin disease
introduced from other regions，which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northern and northwestern Shandong. For sheep
diseases，salmonellosis，sheep scabies and brucellosis were prevalent in central，western and southern Shandong as
well as northern peninsula ；all the diseases were characterized by time distribution，cattle diseases frequently occurred

during July to September，and sheep diseases occurred usually in June to September and December ；the immune level
against foot-and-mouth disease（FMD）and peste des petits ruminants（PPR）was higher，with controllable risk of

outbreak in general，although certain non-structural protein antibody against FMD in cattle and sheep was positive ；
the level of immune against brucellosis was relatively low，individual infection in infected positive group was more
serious，and the level of infection was higher in sheep compared to that in cattle. It was concluded that cattle diseases
including diarrhea in newborn calves and bovine viral diarrhea should be controlled as a top priority in northern and
northwestern Shandong，and control of sheep diseases including salmonellosis and brucellosi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central，western，southern and northern Shandong. The construction of purification farms（counties）for cattle
and sheep brucellosis should be continued. For such diseases under better control as FMD and PPR as well as lumpy
skin disease that was newly introduced，intensive vaccination and surveillance should be continued for the purpose of
preventing any introduction or recurrence.
Key words ：cattle and sheep disease ；disease report ；surveillance data ；Shandong Province

动物疫病监测预警作为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
的主要内容，可及时发现疫病发生，减缓疫病蔓延 [1]。

较多，每月暴发 10~18 起疫情；1—6 月偏少，每
月发生 3~8 起疫情。

为了解山东省 2020 年牛羊疫病发生情况、病原感
染状况及免疫状况，以 2020 年“全国动物疫病监
测与疫情系统”中山东省上报的数据为研究对象，
统计分析牛羊主要疫病的流行形势、特点及其监测
情况，以期为山东省牛羊疫病防控提供参考。
1

疫病发生情况
牛病

1.1
1.1.1

总体情况

2020 年山东省共报告发生 11

种牛病，其中二类病 4 种、三类病 5 种，其他 2 种

图1

2020 年牛病发病数、疫点数时间分布

从疫点空间分布（图 2）看，

为非一二三类疫病；报告范围涵盖 13 个地市，涉

1.1.3

及 35 个县（市、区）103 个疫点，平均发病率为

全省除青岛市、日照市、菏泽市外，其余各地市均

6.13%（656/10 707），病死率为 0.76%（5/656），

有疫病报告，其中疫点较多的依次是淄博市（31

死亡率为 0.05%（5/10 707），共计扑杀或销毁牛

个）、聊城市（13 个）、济南市（11 个）、德州

329 头；牛发病数占全省总动物发病数的 0.14%；

市（11 个）；疫点主要集中在鲁北和鲁西北地区，

较 2019 年新增 3 种疫病，分别为牛结节性皮肤病（2

且大多分布在两市交界区域。

起，输入性）、牛皮蝇蛆病（1 起）和牛魏氏梭菌

1.1.4

病（1 起）。

依次是新生犊牛腹泻、牛病毒性腹泻和牛传染性

空间分布

病种分布 2020 年牛病疫点数量前 3 位的

从月份统计结果（图 1）看，

鼻气管炎，占疫点总数的 85.22%（98/115），其

每月的牛发病数量较为均衡（11 月份突发 2 起输

中新生犊牛腹泻疫点数占牛病总疫点数的 62.61%

入性牛结节性皮肤病疫情，发病数大幅增加）。但

（72/115）；除传入的牛结节性皮肤病外，新生犊

从疫点数量看，有一定的时间分布特征：7—12 月

牛腹泻的发病数最高（图 3）。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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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2020 年牛病疫点空间分布

1.2.1

总体情况

2020 年山东省共报告 14 种羊

病 2 种；报告范围涵盖 15 个地市，涉及 43 个县
148 个疫点，平均发病率为 5.86%（800/13 652），
病 死 率 为 1.63%（13/800）， 死 亡 率 为 0.10%
（13/13 652），共扑杀或销毁羊 174 只；羊发病
数占全省总发病动物数的 0.17%；较 2019 年新增
3 种疫病，分别为李氏杆菌病（2 起）、丝虫病（3
起）、绵羊地方性流产（2 起），还有 1 起病因不明。
1.2.2 时间分布 从月份统计结果（图 4）看，1—
5 月较为平稳，6—7 月突然升高后又呈下降趋势，
12 月再次突然升高。总体来看，6—9 月和 12 月疫
点数、发病数较高，1—5 月和 10—11 月偏少。
空间分布

2020 年羊病疫点空间分布

较多的依次为枣庄市（32 个）、济南市（29 个）、

病，其中二类病 3 种、三类病 9 种、非一二三类疫

1.2.3

2020 年羊病发病数、疫点数时间分布

图5

2020 年不同牛病的疫点数和发病数分布

羊病

1.2

图4

从疫点空间分布（图 5）看，

全省除青岛市外，其余各地市均有疫情报告，疫点

聊城市（26 个）、烟台市（18 个）；疫点主要集
中在鲁中、鲁西、鲁南及半岛北部地区。
1.2.4

病种分布 2020 年羊病疫点数量前 3 位的

依次是沙门氏菌病、绵羊疥癣和布鲁氏菌病，共占
总疫点数的 68.32%（110/161），其中沙门氏菌病
和绵羊疥癣疫点数占比较高，均占羊疫点总数的
25.47%（41/161）；病例数量前 3 位依然是这 3 种
疫病，依次是绵羊疥癣、布鲁氏菌病和沙门氏菌病
（图 6）。
2
2.1

监测情况
样品数量
2020 年共检测牛羊血清学样品 324 895 份，

其中检测布鲁氏菌病 148 900 份、口蹄疫 112 919 份、
小反刍兽疫 37 714 份、牛结核病 25 362 份。共检
测牛羊病原学样品 35 626 份，其中检测牛口蹄疫
7 782 份、羊口蹄疫 5 418 份、小反刍兽疫 16 376 份、

27

流 行 病 学

疫感染抗体样品，均未检出阳性。75 个口蹄疫非
结构蛋白抗体阳性群体中，个体阳性率超过 30%
的场群占 30.67%，个体阳性率超过 50% 的场群占
13.33%，有 4 个场群的个体阳性率为 100%（图 9）。
38 个布鲁氏菌病感染抗体阳性群体中，个体阳性
率超过 10% 的场群占比超过半数，为 55.26%，个
体阳性超过 30% 的场群占 39.47%，有 4 个场群个
体阳性率超过 70%（图 10）。
病原学监测

2.4

2020 年共监测牛口蹄疫样品 7 782 份、羊口
图6

2020 年羊不同疫病疫点数和发病数分布

牛结节性皮肤病 6 053 份。
2.2

免疫抗体监测
口蹄疫（O 型、A 型）和小反刍兽疫的群体、

个体免疫合格率均超过 90%；羊布鲁氏菌病的群
体、个体免疫合格率均超过 70%，分别为 78.31%
和 76.51%；牛布鲁氏菌病群体、个体免疫合格率
低于 70%，分别为 46.30% 和 55.98%（图 7）。
2.3

感染抗体监测

蹄疫样品 5 415 份、小反刍兽疫样品 16 376 份，牛
结节性皮肤病样品 6 053 份，均未检出阳性样品。
3
3.1

讨论
牛羊病发病情况
从时间分布看，牛羊疫病有一定的季节性特

点，但与前两年比较，每年牛羊病发病较多的月份
分布不一，季节性特征并不明显。这也可能与本研
究将各种牛羊病发病情况汇总分析有关，未体现出
单一病种的流行特点。从空间分布看，牛病主要集
中在鲁北和鲁西北地区，且大多分布在两市交界区

口蹄疫非结构蛋白抗体的群体和个体阳性

域，羊病主要集中在鲁中、鲁西、鲁南及半岛北部

率，牛群高于羊群；布鲁氏菌病群体和个体阳性

地区，这可能与上述地区牛羊养殖量较高有关。从

率，羊群高于牛群（图 8）。另外 2020 年监测了

病种分布看，牛病以新生犊牛腹泻、牛病毒性腹泻

25 362 份牛结核病感染抗体样品和 455 份小反刍兽

和牛传染性鼻气管炎为主，羊病以沙门氏菌病、绵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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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主要牛羊病免疫抗体合格率分布

图8

2020 年主要牛羊病感染抗体阳性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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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2020 年牛羊口蹄疫非结构蛋白抗体阳性场群
直方图和箱线图

图 10

2020 年牛羊布鲁氏菌病感染抗体阳性场群
直方图和箱线图

羊疥癣和布鲁氏菌病为主。这 5 种牛羊疫病近年来

不可避免会出现假阳性问题，不足以鉴别持续性感

一直发病较多，但与前两年报告情况相比，牛传

染（不管是否接种过疫苗），还必须结合应用病原

对 2010—

检测技术 [3]。部分口蹄疫非结构蛋白阳性场点的个

2019 年全国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的流行情况进行了

体阳性率过高，其原因一是有假阳性存在，二是可

分析，发现其阳性率逐年上升，牛传染性鼻气管炎

能存在隐性感染，提示还应继续重视口蹄疫防控工

防控形势越来越严峻。这与本研究的牛传染性鼻气

作，加强非结构蛋白抗体阳性场群的病原学监测和

管炎发病数量增加一致。2020 年 11 月山东省首发

流行病学调查。

染性鼻气管炎有增加趋势。肖望成等

[2]

输入性牛结节性皮肤病疫情，需引起警惕，继续加
强防范，以防再次传入。
3.2

监测情况

小反刍兽疫免疫抗体群体合格率和个体合格
率均超过 90%，所有病原学样品均未检出阳性，
表明山东省小反刍兽疫发病风险较低。

2020 年山东省口蹄疫免疫抗体群体合格率和

山东省 2018 年印发《山东省布鲁氏菌病防控

个体合格率维持在较高水平，病原学样品未发现阳

推进工作方案》，将济南、淄博、枣庄、东营、潍

性样品，说明山东省口蹄疫防控效果较好，发病风

坊、济宁、泰安、日照、临沂、德州、聊城、滨

险整体可控。虽然监测发现存在一定比例的口蹄疫

州、菏泽 13 市列为布病免疫区，采取以免疫接

非结构蛋白抗体群体阳性率（5.50%）和个体阳性

种为主的防控措施，通过实施“强制免疫—稳定

率（1.26%），但仅用非结构蛋白抗体检测单一方法，

控制—退出免疫—监测净化”的技术路线，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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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病控制与净化。上述 13 市布鲁氏菌病免疫抗

防控制机构上报，可能存在漏报情况，上报的动物

体监测群体数仅占感染抗体监测群体数的 7.74%

疫病信息不一定能真实反映全县的真实情况；疫病

（137/1 770），表明全省布鲁氏菌病免疫工作进展

监测信息由市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上报，为

缓慢。这可能与养殖场户和防疫人员积极性不高有

全年不同监测任务的各级兽医实验室检测结果，不

关。布鲁氏菌病免疫抗合格率不高，特别是牛布鲁

同监测任务的抽样策略不一，也有部分被动监测结

氏菌病免疫抗体群体、个体合格率均低于 70%。

果。因此，本研究仅能大致了解全省全年牛羊疫病

这可能跟免疫的疫苗种类有关。2020 年山东省布

总体流行概况，还需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牛

鲁氏菌病强制免疫疫苗类型为布鲁氏菌活疫苗（S2

羊病开展专项监测分析。

株）。王珊珊

[4]

对绵羊和奶牛的 S2 疫苗免疫效

4

果进行评价，发现最高免疫合格率分别为 50% 和

结论
分析认为：山东省应重点防控新生犊牛腹泻、

66%。2020 年山东省布鲁氏菌病感染抗体的群体和

牛病毒性腹泻、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羊沙门氏菌病、

个体阳性率，羊群（1.29% 和 0.28%）高于牛群（0.15%

绵羊疥癣、羊布鲁氏菌病和牛结节性皮肤病；鲁北

[5]

和 0.004%）。徐栋等 2017 年在山东省威海市进

和鲁西北地区应加强牛病防控，鲁中、鲁西、鲁

行牛羊布鲁氏菌病基线调查发现，羊布鲁氏菌病群

南及半岛北部地区应加强羊病防控；口蹄疫、小反

体和个体阳性率分别为 0.48% 和 0.41%，牛群中未

刍兽疫发病风险整体可控，但要做好口蹄疫非结构

检出布鲁氏菌病阳性。这与本研究发现的羊群感染

蛋白抗体阳性场群的病原学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工

[4]

情况高于牛群一致。而王珊珊 2019 年对山东省

作，持续做好口蹄疫、小反刍兽疫强制免疫工作；

牛羊布鲁氏菌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发现，羊布鲁氏

布鲁氏菌病免疫水平不高，阳性群体内个体感染较

菌病群体和个体阳性率（分别为 1.18% 和 0.09%）

严重，需加强布鲁氏菌病免疫和监测，继续推进牛

低于牛布鲁氏菌病（分别为 6.85% 和 0.48%）；徐

羊布鲁氏菌病净化场（县）创建工作。

[6]

正军等 2017 年对江苏省牛羊布鲁氏菌病开展初
步调查发现，牛布鲁氏菌病群体和个体阳性率分别
为 1.32% 和 0.13%，但羊群中未检出布鲁氏菌病阳
性。上述这 2 个研究与本研究存在一定差异，这可
能与监测时间、不同地区牛羊饲养量不同有关。本
次分析发现，布鲁氏菌感染抗体阳性群体中，个体
阳性率超过 10% 的场群占比超过半数，说明个体
感染情况较严重，提示应做好阳性畜群的跟踪监测
和防控工作。布鲁氏菌病防控应因地制宜地制定有
针对性的防控措施，并坚持长期、全面、持续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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