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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探讨农牧民患布鲁氏菌病的危险因素，2012 年 10 月采用成组设计病例 - 对照研究方法，对 47 例农

牧民布鲁氏菌病患者和 253 例对照农牧民进行回顾性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农牧民的养殖情况、卫生习惯、作业
习惯及其布鲁氏菌病知识的掌握程度等。采用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资料进行分析。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

结果显示，缺乏布鲁氏菌病知识（OR = 6.117，P ＜ 0.01）、母羊存栏时间过长（OR = 1.088，P ＜ 0.01）、羔羊

存栏时间过长（OR = 1.183，P ＜ 0.01）、及时病态羊隔离（OR = 0.123，P ＜ 0.01）均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表明，
缺乏布鲁氏菌病知识、母羊和羔羊存栏时间过长可能是农牧民患布鲁氏菌病的高危因素，而及时隔离病态羊是
保护因素。因此，应将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牧民自我防护能力，以此作为防治布鲁氏菌病的最根本途径，然
后在此基础上实施有效的防护措施，可有效降低农牧民患布鲁氏菌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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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dentify risk factors of brucellosis in herdsmen，47 patients infected with brucellosis and 253
control herdsmen were retrospectively investigated from the aspects of breeding status，health habits，operation habits
and awareness of brucellosis knowledge by means of packaged design of case-control study in October 2012. Relevant
information was analyzed by uncondition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lack of knowledge
concerning brucellosis
overlong stocking period of ewes
and lambs
P ＜ 0.01）
P ＜ 0.01）
（OR = 6.117，
，
（OR = 1.088，
（OR = 1.183，

P ＜ 0.01），and timely isolation of sick sheep（OR = 0.123，P ＜ 0.01）were of statistical signiﬁcance. Therefore，
it was necessary to consider strengthening awareness activities and improving self-protection ability of herdsmen 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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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imate ways to prevent and control brucellosis，and then to implement eﬀective control measures，by which，the
risk of brucellosis in herdsmen would be eﬀectively reduced.
Key words ：brucellosis ；Logistic regression ；risk analysis ；herdsmen

布鲁氏菌病（brucellosis，以下简称布病），

基层兽医工作人员组成调查组，采用实地入户走访

也称波状热，是由布鲁氏菌引起的急性或慢性人兽

调查为主，电话调查为辅的方式。调查问卷的主要

共患传染病，属自然疫源性疾病，临床上主要表现

内容包括，农牧民的羊养殖量、卫生条件及防护措

[1]

为轻重不一的发热、多汗、关节痛等 。布病在我

施、作业习惯及其布病知识的掌握程度等。设定的

国多个省份都有不同程度的流行，其中以畜牧业较

主要分析指标及其赋值说明见表 1。

发达的北方地区疫情最为严重。近年来，我国人间

1.3

由武汉大学、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

布病疫情有逐年上升趋势，而病羊是人布病的主要
[2]

组织实施

传染源，农牧民为主要患病人群 。人可通过多种

联合兴安盟动物卫生监督所组建调查组。在各调查

途径感染布鲁氏菌，如接羔、屠宰病畜、切病畜肉、

点（旗、县）的动物卫生监督所成立项目协调执行

剥牛羊皮、剪打羊毛、与羊玩耍等。我国曾将布病

小组，由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任执行小组组长，

列入《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1—2020

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所职员、调查对象所在苏木 / 镇

年）》，力争消灭畜间布病，以达到降低人间布病

兽医站负责人以及所在村 / 屯基层兽医站负责人为

发病率的目的。本研究采用病例 - 对照研究方法，

小组成员。调查组负责设计调查实施方案，分发调

探讨农牧民感染布鲁氏菌的危险因素，以期为布病

查手册，组织调查人员统一培训，对问卷调查实施

防控提供建议。

现场督导与质量控制，最后开展数据录入、整理与

1

材料与方法

分析工作。各协调执行小组负责组织调查点的现场

调查对象

走访调查和电话调查，定时向调查组汇报问卷调查

1.1

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选择 1 个农区县（突
泉县）、1 个牧区县（科右中旗）和 1 个半农半牧

实施进度和遇到的问题。
1.4

质量控制

县（扎赉特旗）作为研究现场，在上述旗县分别选

对调查人员进行培训，对数据实行双重录入

择 100 户养殖场户、牧户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农牧

及核查，对不符合规定的录入值以及相关联项存在

民是否感染布鲁氏菌，将这 300 户养殖场户、牧户

逻辑矛盾的数据作无效处理，并尽量选择新发病例，

分为病例组和对照组。

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奈曼偏倚和回忆偏倚。

1.2

调查方法和内容

1.5

数据统计与分析

调查方法包括会议调查和问卷调查。2012 年

用 Excel 2007 软 件 建 立 数 据 库， 部 分 数 据

7 月 15 日，在兴安盟召开布病传播风险研讨会。

的录入格式参照表 1 中的变量设定与赋值，其中

参会人员包括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所负责人及其职

X1—X7、X9、X22—X26 为离散型计量变量，X13 为有

员、疫病防控中心人员、屠宰场管理人员。通过会

序分类变量（值范围为 0~2），其余均为二分类变

议调查，了解近年来当地的布病疫情与防控措施以

量。将数据进行适当修改与调整后，运用 SAS 9.2

及羊群养殖基本情况。在会议调查的基础上，设计

统计软件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

调查问卷，先于 2012 年 7 月 17—22 日进行小规模

分析，筛选农牧民患布病影响因素。

预调查，然后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问卷。正式调查于

2

2012 年 10 月 15—31 日进行，由通过统一培训的

2

结果
共调查布病病例 47 例、对照 253 例，其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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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农牧民布病影响因素及其赋值

影响因素

变量名

赋值说明

2011 年末存栏总量

X1

基础母羊数

X2

基础母羊平均存栏时间 / 月

X3

羔羊数

X4

羔羊平均存栏时间 / 月

X5

种公羊数

X6

种公羊平均存栏时间 / 年

X7

是否定时清扫与消毒

X8

如果是的话，时间间隔 / 月

X9

羊只调入是否先进行隔离

X10

是（1 分），否（0 分）

如果羊只出现病态，是否对其及时隔离

X11

是（1 分），否（0 分）

除羊之外，有没有饲养其他动物

X12

有（1 分），没有（0 分）

对布病知识的了解程度

X13

不知道（2 分），了解一点（1 分），基本都懂（0 分）

是否自行屠宰羊只

X14

是（1 分），否（0 分）

是否自行接羔

X15

是（1 分），否（0 分）

屠宰羊只或接羔时是否戴手套

X16

是（1 分），否（0 分）

羊粪用途

X17

种地（1 分），其他（0 分）

是否有喝羊奶习惯

X18

是（1 分），否（0 分）

公羊和母羊是否混合饲养

X19

是（1 分），否（0 分）

是否购销饲料或饲草

X20

是（1 分），否（0 分）

是否销售羊粪

X21

是（1 分），否（0 分）

种公羊购入数量

X22

种公羊售出数量

X23

种公羊交换数量

X24

除种公羊外购入其他羊只数量

X25

除种公羊外售出其他羊只数量

X26

是否与其他场户共同放牧或者共用草场

X27

是（1 分），否（0 分）

是否曾把种公羊寄养在其他养殖户

X28

是（1 分），否（0 分）

是（1 分），否（0 分）

户 155 户、牧户 145 户，病例组与对照组之间的职

基础母羊平均存栏时间、羔羊平均存栏时间、缺乏

业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 = 0.527，P = 0.468）。

布病知识均为危险因素。

2.1

单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

2.2

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

运用单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研

在 单 因 素 分 析 基 础 上， 进 行 多 因 素 非 条 件

究各个影响因素与农牧民患布病的关系，具体结果

Logistic 回归分析，运用逐步回归法构建多因素

见表 2。在检验水准 a = 0.05 的水平上，有 4 个影

Logistic 回归模型，结果共有 4 个影响因素进入模

响因素有统计学意义，分别是 X3、X5、X11 和 X13，

型（表 3）。根据输出结果中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值

其中及时隔离病羊是农牧民患布病的保护因素，而

判断，农牧民对布病知识的了解程度是其患布病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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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民布病影响因素单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表2

变量名

P

OR（95%CI）

2011 年末存栏总量

X1

0.77

0.999（0.996~1.003）

基础母羊数

X2

0.80

1.001（0.996~1.005）

基础母羊平均存栏时间 / 月

X3

＜ 0.01

1.068（1.038~1.098）

羔羊数

X4

0.87

0.999（0.993~1.006）

羔羊平均存栏时间 / 月

X5

0.01

1.104（1.025~1.189）

种公羊数

X6

0.99

0.999（0.866~1.153）

种公羊平均存栏时间 / 年

X7

0.96

1.002（0.899~1.118）

是否定时清扫与消毒

X8

0.13

17.638（0.429~725.069）

如果是的话，时间间隔 / 月

X9

0.18

0.853（0.676~1.077）

羊只调入是否先隔离

X10

0.06

0.476（0.222~1.018）

如果羊只出现病态，是否及时隔离

X11

＜ 0.01

0.300（0.135~0.670）

除羊之外，有没有饲养其他动物

X12

0.17

0.627（0.321~1.225）

对布鲁氏菌病知识的了解程度

X13

＜ 0.01

是否自行屠宰羊只

X14

0.29

1.523（0.699~3.315）

是否自行接羔

X15

0.33

1.731（0.574~5.223）

屠宰羊只或接羔时是否戴手套

X16

0.21

1.069（0.964~1.186）

羊粪用途

X17

0.07

2.764（0.927~8.240）

是否有喝羊奶的习惯

X18

0.22

1.081（0.954~1.225）

公羊和母羊是否混合饲养

X19

0.13

1.456（0.891~2.379）

是否购销饲料或饲草

X20

0.47

1.101（0.849~1.427）

是否销售羊粪

X21

0.58

0.856（0.489~1.497）

种公羊购入数量

X22

0.26

1.019（0.986~1.053）

种公羊售出数量

X23

0.49

1.005（0.991~1.019）

种公羊交换数量

X24

0.71

0.998（0.984~1.011）

除种公羊外购入其他羊只数量

X25

0.08

1.003（1.000~1.007）

除种公羊外售出其他羊只数量

X26

0.07

1.007（1.000~1.015）

是否与其他场户共同放牧或者共用草场

X27

0.23

1.006（0.996~1.017）

是否曾把种公羊寄养在其他养殖户

X28

0.98

1.000（0.994~1.006）

影响因素

表3
暴露因素
常数项
基础母羊平均存栏时间 / 月（X3）
羔羊平均存栏时间 / 月（X5）
羊只出现病态是否及时隔离（X11）
对布病知识的了解程度（X13）

4

5.170（2.659~10.053）

农牧民布病影响因素的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7.963 6

1.246 7

0.084 5

0.017 7

标化回归系数

P

OR（95%CI）

＜ 0.01
0.811 7

＜ 0.01

1.088（1.051~1.127）
1.183（1.074~1.303）

0.167 9

0.049 3

0.366 3

＜ 0.01

-2.092 1

0.550 2

-0.607 6

＜ 0.01

0.123（0.042~0.363）

1.811 1

0.426 6

11.915 8

＜ 0.01

6.117（2.651~1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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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影响因素，其次是基础母羊平均存栏时间、羊

小羔羊。当地农牧民主要饮用牛奶，牧民家中自制

只出现病态是否及时隔离、羔羊平均存栏时间。

的以及市场上销售的奶制品生产来源均为牛奶。一

其中，X13（对布知识的了解程度）和 X11（羊
只出现病态是否及时隔离）两个因素的 OR 值较高，

些学者认为，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公众饮食奶制品的
安全性教育，防止病从口入。

X13 的 OR 值 为 6.117（95%CI：2.651~14.116），

另 外，Masomeh 等 [11]、Kenneth 等 [5] 分 别 在

即缺乏布病知识的农牧民患布病的风险较高。X11

伊朗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病例对照研究中发现，一般

（羊只出现病态是否及时隔离）的 OR 值为 0.123

布病病例家中还有其他病例，家庭成员的生活环境、

（95%CI：0.042~0.363），表明及时隔离病态羊的

饮食生活习惯都大同小异，具有相同或者相近的布

农牧民比未及时隔离的农牧民患布病风险小。

病危险因素，因此导致出现同个家庭多个病例的情况。

3

本研究结果显示，缺乏布病相关知识是农牧

讨论
近年来，我国布病发病率逐年上升，疫情形

民患布病的高危因素。Turatbek 等 [12] 在吉尔吉斯

势不容乐观。布病在人与人之间不发生传播，人主

斯坦巴特肯州进行的病例对照研究中也得出相似的

[3]

要通过直接或者间接接触传染源而患病 。病羊和

结论：掌握布病传播方式等知识是人患布病的保护

带菌活羊以及被布鲁氏菌污染的物质是布病的主要

因素。本研究所调查的 300 户养殖户中，对布病的

传染源。农牧民由于其职业性质，长期与牲畜接触，

危害和预防基本都懂的有 55 户，仅了解一点的有

并且生活在布鲁氏菌污染高风险环境中，其感染布

170 户，其余 75 户对布病一无所知。缺乏布病防

[4]

鲁氏菌病的风险比平常人要高 。2009 年我国布

控知识的养殖户卫生观念淡薄，在平时的养殖作业

病监测资料显示，农牧民占总发病人数的 85% 以

中表现出许多不良的卫生习惯，因而增加了患布病

[2]

[5]

[6]

在对布病危

的危险，例如在接羔或者屠宰羊、清理羊圈的时候

险因素的研究中，也证实了职业为农牧民是布病的

不戴手套、口罩，对病羊、死羊以及母羊的流产物

危险因素。因此，探索农牧民患布病的影响因素对

随意处理等。因此，寻求有效的宣传教育方式，加

降低人间布病发病率有重要意义。

大宣传教育力度势在必行。

上 。Kenneth 等 、Al-shamahy 等

许多国家如乌兹别克斯坦、伊朗、吉尔吉斯

但是，“屠宰羊只或接羔时是否戴手套”这

斯坦、沙特阿拉伯、也门等，在近几年也曾进行过

一因素在本研究并无统计学意义，而“羊只出现病

[6-9]

表明，直

态及时隔离”这一因素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是

接接触病畜及其流产物和排泄物以及为动物接生是

农牧民患布病的保护因素。病羊及其排泄物是布病

人患布病最高的危险性因素。但在本研究中，“自

的主要传染源，虽然处于潜伏期的病羊也可以向外

行屠宰羊只”和“自行接羔”均未显现出统计学意

排菌，但其传染力不如发病期的病羊。及时对病羊

义，原因在于本研究是专门针对农牧民开展的布病

进行隔离，限制其活动范围，可避免其向周边环境

危险因素调查，且调查对象均为内蒙古自治区兴安

大范围散布布鲁氏菌，也可避免其他健康牲畜与其

盟的农牧民，大多数调查对象均有自行接羔、屠宰

接触，因而可降低养殖场内牲畜的布病发病率，继

羊只的习惯，所以未能体现出差异性。

而降低农牧民患布病的风险。

关于布病危险因素的研究。许多研究

一些研究

[5-6，10-11]

证实，饮用生奶、食用奶制

“母羊平均存栏时间”和“羔羊平均存栏时间”

品也是人患布病的高危行为。而本研究结果显示，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羔羊和母羊存栏时间过长都是

饮用羊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原因在于兴安盟当地

农牧民患布病的危险因素。兴安盟当地多数养羊户

的农牧民均没有饮用羊奶的习惯，羊奶均用于喂养

都是在母羊出现病态特征或者明显老化后才将其转

5

流 行 病 学

卖给贩运经纪人或者当地屠宰场。病母羊由于其分
泌物较多，相比种公羊有更强的传染力，患病母羊
的子宫分泌物、流产胎儿和胎衣是致病性最强的布
病传染源。除了与其他病羊直接或者间接接触这一

流行病防治，2011，38（1）：222-226.
[4]

策略 [J]. 中国动物检疫，2009，26（6）：63-65.
[5]

抵抗力较弱，患病风险较高。因此，母羊感染和传

Uzbekista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2009，13（6）：749-753.
[6]

多数农牧户均为自繁羊羔，在接羔后几个月内将公

control Study[J]. Epidemiology and infection，2000，
125：309-313.
[7]

其他牲畜和农牧民的患病风险升高。因此，鼓励农
牧民及时淘汰基础母羊可作为养殖人员预防布病的
措施之一。

张红岩，姜文国，颜丙新 . 布氏杆菌人间感染危险因素
病例对照研究 [J]. 中国医药科学，2011，1（6）：21-

羔羊卖出，母羔羊留作基础母羊，因此存栏时间长
的羔羊一般为母羔羊，羔羊存栏时间较长也可导致

AL-SHAMAHY H A，WHITTY C J M，WRIGHT S G.
Risk factors for human brucellosis in Yemen：a case

播布鲁氏菌的风险较高，其存栏时间过长可能会导
致农牧民患布病的概率增加。另外，兴安盟当地大

KENNETH E，SADULLA V，NARGIZA Y，et al.
Risk factors for brucellosis in Samarqand Oblast，

途径外，母羊还可通过与患病种公羊配种而被感染，
另外存栏时间较长的母羊较为老化，对布鲁氏菌的

王传清，李星 . 布鲁氏菌病的流行和研究现状及防控

22.
[8]

张颖，徐文体，阴杰莹，等 . 天津市职业人群布鲁氏菌病隐
性感染危险因素调查 [J].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8，
29（9）：949-950.

[9] 陈文婧 . 布鲁氏菌病流行特征分析及相关危险因素
研究 [D]. 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7.

布病虽然致死率很低，但其引起的经济损失

[10] COOPER C W. Risk factors in transmission of brucellosis

和健康损害不容忽视，仍然是我国重要的公共卫生

from animals to humans in Saudi Arabia[J]. Transactions

问 题， 而 影 响 其 发 生 与 流 行 的 因 素 是 多 方 面
的

[13]

，其防治工作任重而道远。鉴于布鲁氏菌在

人与人之间不传播，人主要通过与病羊直接或间接
接触患病，因此应将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牧民自
我防护能力，作为防治布病的最根本途径，然后在
此基础上实施有效的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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