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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20 年山东省家畜布鲁氏菌病
血清学监测结果统计分析
刘砚涵 1，党安坤 1，张

栋 1，陈

峰 1，邢林林 1，李春蕾 2，王

（1. 山东省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山东济南
2. 烟台市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山东烟台
摘

敏 1，兰邹然 1

250100 ；
264200）

要 ：为了解山东省家畜布鲁氏菌病流行情况，在“全国动物卫生监测平台 —— 疫病监测系统”数据库中，

下载 2016—2020 年山东省各年度的布鲁氏菌血清感染抗体检测数据，使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显示 ：2016—2020 年山东省共检测血清样品 1 025 069 份，检出阳性 3 599 份，平均个体阳性率为 0.35% ；共检

测场点 26 296 个，检出阳性场点 367 个，平均场点阳性率为 1.40%；各年份的个体阳性率分别为 0.70%、0.53%、

0.24%、0.28% 和 0.19%，场点阳性率分别为 2.07%、2.13%、1.04%、1.02%、0.86%，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但
各年份差异不显著（P ＞ 0.05）。羊、奶牛和其他品种牛的个体阳性率分别为 0.43%、0.29% 和 0.07%，场点阳

性率分别为 1.75%、1.37% 和 0.42%，阳性水平较低，品种间无显著差异（P ＞ 0.05）；种畜场、散养户和商品
代场的个体阳性率分别为 0.63%、0.33% 和 0.31%，场点阳性率分别为 2.50%、1.42% 和 1.20%，阳性水平也较
低，场点间差异也不明显（P ＞ 0.05）。结果表明，山东省布鲁氏菌病总体防控效果较好，发生大流行的风险较
低，但仍存在疫情散发风险。结果提示，应进一步加强家畜布鲁氏菌病综合防控，加大动物跨区域调运检疫以
及交易市场的监管力度，全面提升布鲁氏菌病防控能力，持续开展布鲁氏菌病净化，从根本上遏制布鲁氏菌病
的发生和流行。本研究为山东省制定布鲁氏菌病防控净化策略和措施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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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status of animal brucellosis in Shandong Province，the detection

data of brucellosis serum infection antibodies in the province from 2016 to 2020 was downloaded from the database
of“National Animal Health Monitoring Platform—Disease Monitoring System”，then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by
use of SPSS 22.0 softwa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 total of 1 025 069 samples were detected during the period，3 599

were positive，with an average individual positive rate of 0.35% ；367 out of 26 296 farms/premises were positive，
with an average positive rate of 1.40%；and the individual positive rates were 0.70%，0.53%，0.24%，0.28% and 0.19%
respectively in each year，farm/premise positive rates were 2.07%，2.13%，1.04%，1.02% and 0.86%，all of which
trended to decline with insigniﬁcant diﬀerence（P ＞ 0.05）in each year. For sheep，dairy cows and other varieties of
cattle，the individual positive rates were 0.43%，0.29% and 0.07%，respectively，the farm/premise positive 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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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1.75%，1.37% and 0.42%，respectively，all of which were relatively low and there was no signiﬁcant diﬀerence
among varieties（P ＞ 0.05）；for breeding farms，free-range households and commercial farms，the individual
positive rates were 0.63%，0.33% and 0.31%，respectively，and the farm/premise positive rates were 2.50%，1.42%

and 1.20%，respectively，all of which were also at lower positive level and with insigniﬁcant diﬀerence（P ＞ 0.05）. In

conclusion，brucellosis was better controlled in general，with lower risk of pandemic，but there was still potential risk
of spreading. For the purpose of containing any occurrence and spreading of the disease thoroughly，it wa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comprehensive control measures，increase quarantine of animal trans-regional movement and supervision
of trading markets，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ability of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continue to purify the

disease. A basis was thereby provided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es and measures for prevention，control and
puriﬁcation of the disease in Shandong Province.
Key words ：brucellosis ；infection antibody ；individual positive rate ；monitor ；Shandong

布鲁氏菌病（brucellosis，以下简称布病）是

的《国家布鲁氏菌病防治计划（2016—2020）》为

一种由布鲁氏菌引起的广泛性人兽共患传染病，

有效遏制和净化布病提供了依据。为全面了解山东

具有高度传染性，主要影响宿主的生殖系统，造

省家畜布病流行情况，对 2016—2020 年家畜布病

成患病宿主流产和不孕不育，可通过直接接触或

的监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以期为制定有效的布病

间接食用被污染的动物产品等途径传播

防控和净化策略提供依据。

[1-2]

。世界

动物卫生组织（OIE）将其列为须通报动物疫病，

1

我国将其列为二类动物疫病 。迄今为止，已经

1.1

[3]

材料与方法
数据来源

鉴 定 出 12 种 布 鲁 氏 菌， 其 中 羊 种 布 鲁 氏 菌（B.

在“全国动物卫生监测平台 —— 疫病监测系

melitensis）、流产布鲁氏菌（B. abortus）和猪种

统”数据库中，下载 2016—2020 年山东省各年度

布鲁氏菌（B. suis）是人类和动物中最流行的菌

的布病血清感染抗体监测数据。每年的监测数据均

种 。我国最为多见的优势流行菌种是羊种布鲁

由山东省 16 地市根据各年度国家和省级以及各地

氏菌，其致病力也最强 。在家畜中，牛羊感染布

市的动物疫病监测与流行病学调查计划中的布病监

鲁氏菌最为频繁，猪也可感染和传播布鲁氏菌。布

测要求，采集未免疫布病疫苗的牛羊猪等血清样

鲁氏菌还可以传播至野牛、麋鹿、野猪、狐狸、野

品，开展血清感染抗体水平监测。每年监测时，采

兔和驯鹿等野生动物，因而给世界畜牧业和经济型

用估计流行率的采样策略，按照 5% 的预期流行率、

动物养殖业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 。布病不仅能在

95% 的置信水平、5% 的可接受误差进行采样数量

动物之间传播，也可传播至人，因此一旦在养殖区

计算。样品初筛按照国标 GB/T 18646—2018 中的

域内存在病原，就可造成牲畜与饲养者共同感染，

虎红平板凝集试验（RBT）进行，对初筛阳性的采

既影响人身体健康，又影响畜牧业发展和社会稳定，

用试管凝集试验（SAT）复检。检测结果按月汇总

对公共卫生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上报监测平台，对存在复检阳性 1 份及以上的采样

[4]

[5]

[6]

畜间布病在我国已流行多年，至今未得到完
[7]

全控制，仍以小范围、点状、分散形式流行 。畜
间布病的预防主要依靠疫苗免疫和检疫扑杀两种方
式同时进行。国际上彻底消灭布病的国家都同时采

场点定义为阳性场点。
1.2

统计分析
所得数据使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用率（%）表示，使用卡方检验（χ2）进

取了上述两种方式 [8]。布病作为牛羊的主要疫病之

行相关数据比较，P ＜ 0.05 定义为具有统计学差异。

一，在山东省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和缓解，但零星散

2

发临床病例依然时有出现，对全省牛羊产业发展仍

2.1

具有一定威胁。2016 年农业部和卫生部联合印发

8

结果与分析
时间分布
不同年份的血清抗体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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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20 年共检测场点 26 296 个，场点总饲养

场点阳性率分别为 1.75%、1.37% 和 0.42%，羊个

量为 9 150 273 只 / 头，共检测样品 1 025 069 份，

体阳性率和场点阳性率均最高，猪和肉牛中均未检

检出阳性 3 599 份，平均个体阳性率为 0.35%；检

出抗体阳性，但不同家畜的个体阳性率和场点阳性

出阳性场点 367 个，平均场点阳性率为 1.40%；各

率之间均无统计学差异（P ＞ 0.05）。

年份的个体阳性率分别为 0.70%、0.53%、0.24%、

2.3

场点分布

0.28%、0.19%， 场 点 阳 性 率 分 别 为 2.07%、

不同类型场点的血清抗体检测统计结果如表 3

2.13%、1.04%、1.02%、0.86%， 均 呈 下 降 趋 势。

所示：种畜场、散养户和商品代场的平均个体阳性

不同年份的个体阳性率和场点阳性率之间均无统计

率分别为 0.63%、0.33% 和 0.31%，场点阳性率分

学差异（P ＞ 0.05）。

别为 2.50%、1.42% 和 1.20%，不同类型场点的
个体阳性率和场点阳性率之间均无统计学差

畜间分布

2.2

不同家畜种类的血清抗体检测统计结果如表 2

异 （P ＞ 0.05）。其中，种畜场个体阳性率和场点

所示：羊、奶牛和其他品种牛（肉牛除外）的平均

阳性率均最高，而屠宰场和市场样品中未检出阳性

个体阳性率分别为 0.43%、0.29% 和 0.07%，平均

抗体。

表1
年份

2016—2020 年各年份布病血清检测统计结果

感染抗体检测结果
饲养总量 /
扑杀数 /
（只或头） 检测样品数 / 份 样品阳性数 / 份 个体阳性率 /% 检测场点数 / 个 阳性场点数 / 个 场点阳性率 /% （只或头）

2016

1 496 908

125 343

877

0.70

3 809

79

2.07

0

2017

1 947 103

191 129

1 017

0.53

5 764

123

2.13

0

2018

2 345 636

307 007

743

0.24

7 701

80

1.04

641

2019

1 695 654

222 007

616

0.28

4 826

49

1.02

556

2020

1 664 972

179 583

346

0.19

4 196

36

0.86

383

合计 / 平均

9 150 273

1 025 069

3 599

0.35

26 296

367

1.40

1 580

表2
动物种类

2016—2020 年不同动物种类布病血清抗体检测统计结果

饲养总量 /
（只或头） 检测样品数 / 份

感染抗体检测结果
样品阳性数 / 份

个体阳性率 /%

检测场点数 / 个

阳性场点数 / 个

场点阳性率 /%

615

0.29

4 542

62

1.37

奶牛

3 091 232

211 452

肉牛

145 589

34 874

0

0

1 134

0

0

其他

548 317

89 393

60

0.07

3 358

15

0.42

羊

4 635 387

674 636

2 924

0.43

16 603

290

1.75

猪

705 713

14 247

0

0

500

0

0

24 035

467

0

0

159

0

0

牛

其他动物

表3
场点类型

2016—2020 年不同类型场点布病血清样品检测统计结果
感染抗体检测结果

检测样品数 /（只或头）

样品阳性数 / 份

个体阳性率 /%

检测场点数 / 个

阳性场点数 / 个

场点阳性率 /%

60 677

382

0.63

720

18

2.50

商品代场

371 247

1 141

0.31

8 586

103

1.20

散养户

490 489

1 630

0.33

15 893

226

1.42

屠宰场

477

0

10

0

种畜场

市场

535

0

其他

101 644

446

0
0
0.44

0

18

0

0

1 069

20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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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讨论
[9]

小结
总体来看，山东省近 5 年家畜布病流行率较低，

布病导致的影响和危害十分广泛。据报道 ，
全球每年约新增布病病例 50 万人，被 WHO 称之

总体防控效果较好，疫病发生大流行风险很低，但

为“再度肆虐”的人兽共患传染病。目前，一些发

仍存在疫情散发风险，提示应该继续加强布病防控，

达国家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通过制定与实施家

积极做好免疫和检疫扑杀工作，加大引种 / 调运监

畜布病防控计划，最终将布病的危害控制在极低

管力度，全面提升防控能力，持续推进布病净化工作。

水平或己完全消灭家畜布病。英国、日本、海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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