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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湘西州某牛场布鲁氏菌病流行病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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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2020 年 11 月，湖南省湘西州凤凰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在进行布鲁氏菌病常规监测时发现，某牛场布

鲁氏菌抗体阳性。随即湘西州畜牧水产事务中心联合凤凰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相关专业技术人员，通过现场问
询、查阅档案和实验室检测等方式，对该养殖场进行了布鲁氏菌病流行病学调查，分析疫情来源，评估扩散风
险。综合现场调查和实验室检测结果，初步判断此次疫情可能是由不规范引种造成的，因养殖人员对布鲁氏菌
病防治知识不了解，未及时采取控制措施，导致疫情出现一定程度的扩散。随后通过采取严格的疫情处置措施
和持续的流行病学监测，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该起疫情警示，要加强引种检疫监管，强化监督执法和日常监测，
积极开展布鲁氏菌病防治宣传培训，保障畜牧业健康发展和公共卫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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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November 2020，a cattle farm with positive antibodies against brucellosis was found by Fenghuang
Animal Husbandry and Aquaculture Center（FAGAC）in Xiangxi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Hunan Province during its

routine surveillance. Immediately，an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on brucellosis was carried out for the farm by means
of interview，archival inquiry and laboratory testing by Xiangxi Animal Husbandry and Aquaculture Center together
with relevant professional technicians from FAGAC to analyze any possible sources and evaluate any risk of disease
spreading. It was preliminarily determined that，based on the results of ﬁeld investigation and laboratory testing，the
outbreak might be caused by non-standard introduction，and spread to a certain extent because the operators knew little
about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brucellosis and failed to take any measures in time. Then the outbreak was eﬀectively
controlled by taking strict response measures and continuous epidemiological surveillance. Therefore，it was suggested
that healthy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public health safety should be safeguarded by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for introduction and quarantine of animals，intensifying supervision for law enforcement and routine
surveillance，and organizing publicity and training 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brucell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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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氏菌病（brucellosis，以下简称布病）又

人员负责牛群饲喂、免疫等管理工作。

称地中海弛张热、马耳他热，是由布鲁氏菌引起的
人兽共患传染病。布鲁氏菌是一种细胞内寄生的小
球杆状革兰氏阴性菌，能感染人和动物，导致其出
现发热、无力、心内膜炎、关节炎及不孕不育等症
状 [1]。2020 年 11 月，湖南省凤凰县畜牧水产事务
中心在对某牛场进行布病常规监测时，发现布鲁氏
菌抗体阳性样品，经湘西州畜牧水产事务中心兽医
实验室复核，确诊布病阳性。为及时查清该起疫情
的发生原因、来源，追踪扩散去向，湘西州联合凤
凰县组织相关专业技术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流行病学
调查。
1

■标记的为阳性牛栏舍。

图1

材料与方法
现场调查

1.1

2.1.2

疫情场区栏舍布局示意图

饮水和饲料

饮水为自来水和山泉水，山

采用现场问询、查阅档案等形式，了解疫情

泉水来自早齐村；育肥牛浓缩料和母牛浓缩饲料均

养殖户的饲养、发病、引种、调运、免疫、人员流

购自重庆金银卡生物饲料有限公司；同时购入稻草

动等情况以及周边牛羊饲养和放牧情况。

和酒糟饲喂牛群，其中稻草购自常德市，酒糟购自
吉首市湘泉酒厂。

实验室检测

1.2

采集疫情牛场存栏牛血清样品及流行病学关
联场牛血清样品，根据国家标准《动物布鲁氏菌病
[2]

2.1.3

配种情况

大部分为人工授精，2018 年底、

2019 年上半年、2019 年底分别从凤凰县畜牧水产

诊断技术》（GB/T 18646—2018） 进行操作和结

事务中心、湘西州畜牧水产事务中心、湖南省畜牧

果判定。先用虎红平板凝集试验（RBT）初筛，再

科学研究所采购一批安格斯牛精液。少部分为本地

用竞争酶联免疫吸附试验（c-ELISA），对初筛阳

公牛与本地母牛自然配种，承担本地黄牛保种任务。

性样品进行复核确认。

2.1.4

2

年分别从本地养殖户购入母牛和小牛，均为本地

结果

黄牛。2019 年 5 月，从天津市购入 30 头安格斯母

现场调查

2.1

调 入 调 出 情 况 2018 年 底、2019 年 上 半

该场 2018 年底启用，周边

牛，2020 年有 6 头发生急性死亡，死亡原因不明。

3 km 范围内无居民居住，无牛羊场；现存栏牛 290

2020 年 6 月，从辽宁省辽中区某种牛场购入 50 头

头，其中能繁母牛 171 头（安格斯 81 头、本地黄

安格斯母牛（28 头母牛已在妊娠期，原产地新疆），

牛 90 头）、公牛 13 头（均为本地黄牛）、小牛

养殖在 3# 栋舍，8 月 2 头母牛发生流产，原因不明。

97 头（安格斯、本地黄牛、杂交牛）、准备淘汰

2020 年 2—3 月卖给牛贩子约 50 头小牛（8~12 月

牛 9 头（本地黄牛 7 头、杂交牛 2 头）；共有 9 栋

龄），无牛贩子联系方式，牛贩子到场内看牛、买

栏舍，栏舍外围是草场（图 1），用铁丝网作围墙；

牛；8 月卖出 2 头安格斯母牛到山江镇，买方开车

在距离场区 5 km 处有一栋隔离栏舍；饲养方式是

进饲养区购买。牛只购入前和出栏时均未申报检疫。

圈养和放牧相结合，每年 4—5 月、9—10 月将牛

2.1.5

放牧到自家草场，其余时间圈养；有两名专业技术

活疫苗（OS 株），9 月注射山羊痘活疫苗，10 月

2.1.1

10

饲养管理情况

免疫情况 2020 年 4 月注射口蹄疫 O 型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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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注射 O 型灭活疫苗（OS 株）。2020 年 6 月从

和手套，避免徒手接触牛只，确保人员安全。对该

辽宁省调入的牛群已经进行了布鲁氏菌病、口蹄疫、

场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生物安全相关培训，要求其在

气肿疽、炭疽等疫苗免疫。

接产尤其是接触流产母畜时，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
每半月 1 次

2020 年 12 月，对该场和流行病学关联场进行

交替使用辛硫磷浇泼溶液、稀戊二醛溶液、消毒灵

第二次全群采样检测，分别检出 25 份和 1 份阳性

（二氯异氰尿酸钠粉）等对场区进行消毒；两名牛

样品，同时对相关人员再次采样进行布病检测，结

群饲养和管理技术人员近期一直在场内，未外出，

果均为阴性；2021 年 1 月，进行第三次全群采样

场主曾在购买牛时去过其他养殖场户；有外来人员

检测，在疫情农场检出 9 份阳性，关联场无阳性；

和车辆进入饲养区买牛，进入场区时，过消毒池停

2021 年 2—3 月，进行第四次全群采样检测，在疫

留消毒；人员进入场区时，进行喷雾消毒。

情农场检测出 10 份阳性，关联场无阳性；2021 年

车辆、人员流动及消毒情况

2.1.6

野生动物死亡情况

2.1.7

近期场附近未发现有

3 份阳性，关联场无阳性。所有检测阳性牛均被隔

野生动物死亡。
2.1.8

布病知晓情况

4 月，进行第五次全群采样检测，在疫情场检测出

经询问，场主及技术人员

离扑杀。

听说过布病，但是不了解。
2.1.9

人员感染情况

凤凰县疾病控制中心对该

场直接接触和饲养牛的 13 人以及流行病学关联牛
场的 2 人进行布鲁氏菌病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2.2

实验室检测
2020 年 11 月， 利 用 RBT 及 c-ELISA 方 法，

对该场的 240 份牛血清样品进行布鲁氏菌检测（妊
娠母牛及未满 6 月龄小牛未采样），检出 85 份阳性，
阳性率为 35.4%；阳性牛大部分在 3# 栋舍，少部
分在 4# 栋舍；对流行病学关联牛场的 16 份样品进
行检测，检出 3 份阳性；对邻近村 7 户散养户饲养

图2

的 32 只羊和 8 头牛进行采样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4

3

4.1

疫情处置与防控

疫情病例数时间分布

讨论
疫病来源

为防止疫情扩散，在第一次采样初筛检测发

通过调查发现，2020 年 6 月前，该农场及周

现阳性样品后，当地政府及兽医主管部门立即封锁

边农场未有牛群出现流产等布病疑似症状，也无人

相应的村，并限制该场以及流行病学关联场的人员

员及家畜感染。2020 年 8 月从辽宁省购入的 2 头

及牛群流动；及时对阳性牛进行扑杀和无害化处

安格斯母牛发生不明原因流产。该批牛来自布病一

理；对阴性牛隔离饲养，不准放牧，不得出售或者

类地区，且购入时未进行检疫；检出阳性的牛场均

自行宰杀；对疫情牛场排泄物、垫料和饲料，以堆

与疫情农场存在流行病学关联。因此，综合判断此

积发酵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对场内及牧区进行严

次疫情可能是由引种造成的。由于该场场主及技术

格消毒，并设立警示牌，禁止放牧。在处理时，严

人员对布病的危害及防治不知晓、不了解，调入的

格按照《动物布鲁氏菌病防治技术规范》要求，做

妊娠母牛发生流产时，也未引起重视，从而导致疫

好人员防护，凡进场人员都必须穿防护服，戴口罩

情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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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禁止从一类地区引种。目前用血清学方法无法

扩散途径

4.2

据调查，疫情农场放牧时未完全按照要求将

鉴别疫苗接种与自然感染抗体，且抗体阳性长期存

安格斯牛与本地牛分开放牧，存在混群放牧现象，

在于体内，也会影响布病的常规监测 [3]；同时布鲁

同时也存在本地牛与安格斯牛杂交现象，使得布病

氏菌是一种胞内寄生菌，疫苗活菌可长时间存活在

#

#

病原由 3 栏舍传入 4 栏舍。所有牛在同一处放牧，
布病阳性牛在放牧区可污染牧草，增加了疫情扩散
风险。感染牛的调出也导致疫情出现扩散。2020
年 8 月，疫情农场卖出 2 头 2020 年 6 月调入的安
格斯母牛到山江镇一养牛户。对该关联养牛户的牛
进行采样检测，有 1 份样品为阳性，而该样品就来
自于疫情农场卖出的安格斯母牛。
疫情警示

4.3
4.3.1

加强联防联控

频繁交易和大量流通导致

动物疫病防控难度进一步增加。布病防控涉及面广、
执行难度大，需要各部门加强合作，做好联防联控，
建立健全信息通报制度，实现资源共享，确保联合
联控机制有效运行。
4.3.2

加强日常监测

此次疫情是由县级畜牧兽

动物体内。鉴于以上原因，国家对布病实行分区管
理，执行不同的防控措施。在布病非免疫地区，一
旦发现布病阳性，都应扑杀、无害化处理。
4.3.4

加大政府投入力度

经济损失而偷售或私自屠宰染疫病畜，使得布病防
控难度加大。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将扑杀补
贴、无害化处理经费等纳入财政预算，形成长效机
制，保障养殖户的利益，从根源上防止疫情蔓延。
4.3.5

加强布病宣传及生物安全相关知识培训

本次调查发现，很多养殖场户对该病不认识、不了
解，更不清楚此病为人兽共患病。应加大有关布病
的法律法规、个人防护、布病危害与防治等的宣传
力度，提高养殖户防护意识。

医部门主动监测发现的，因此日常监测在动物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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