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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牛羊布鲁氏菌病防控现状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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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通过收集安徽省统计局牛羊生产数据以及兽医卫生综合信息平台、公共卫生数据，分析当前安徽省牛

羊布鲁氏菌病防控现状。2020 年，安徽省淮北地区牛羊饲养量占全省 81.25%、江淮之间约占 16.59%、江南地

区约占 2.16%。2016—2019 年牛羊布病个体阳性率分别为 0.05%、0.09%、0.14%、0.59%，呈小幅上升趋势 ；

2015—2019 年全省人间布病发病数分别是 76、78、146、156、136 人，病例数呈上升趋势。经调查发现 ：当前

牛羊布病防控重视程度不够，经费投入不足 ；基层动物防疫力量薄弱，牛羊调运监管存在漏洞 ；畜间布病流行
状况底数不清 ；饲养方式落后，防疫意识淡薄。由此提出应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经费保障，夯实基层防控队伍，
积极推进布病净化工作，以保障养殖业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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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atus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brucellosis in cattle and sheep in Anhui Province was analyzed
based on the production data provided by Anhui Statistics Bureau，the Veterinary Health Comprehensive Platform and
public health data. In 2020，the inventory of cattle and sheep across the province was as follows ：81.25% in Huaibei

region，about 16.59% in Jianghuai region and 2.16% in Jiangnan region. During 2016 to 2019，the individual positive
rates were 0.05%，0.09%，0.14% and 0.59%，respectively，showing a slight upward trend ；during 2015 to 2019，

the cases of human brucellosis were 76，78，146，156 and136，respectively，which trended to increase. As it was

investigated that there were some bottlenecks such as po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disease，insuﬃcient funding，
lack of ﬁeld inputs for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gaps in regulation for cattle and sheep movement，unclear status
of animal brucellosis，backward feeding modes，weak awareness for disease prevention，etc. Therefore，it was
suggested to strengthen organization and guidance，support with budgets，construct a team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t
grassroots level，further purify the disease as well as guarantee the safety of breeding industry and public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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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氏菌病（brucellosis，以下称布病）是由

10.45 万头），出栏 101.96 万头；有年出栏 50 头

布鲁氏菌引起多种动物的急性或慢性人兽共患传染

以上规模牛场 1 748 个，出栏牛 32.47 万头，占全

病，该病呈全球性流行，羊、牛和猪等家畜是布病

省出栏总数的 31.84%。羊存栏 789.45 万只，出栏

的易感动物。动物感染布病后常表现为生殖器官、

1 289.58 万只；年出栏 100 只以上规模羊场 6 801

胎膜及多种器官组织炎症，坏死和肉芽肿形成，以

个， 年 出 栏 羊 287.88 万 只， 占 全 省 出 栏 总 数 的

及不育、流产和产死胎等症状。人感染后除了引起

22.32%。安徽省牛羊养殖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

流产、不孕等症状外，还可引起波浪热、关节炎等

淮北地区占全省牛羊饲养量的 81.25%，江淮之间

症状，严重危害人类健康。接触患病的牛羊或被污

约占 16.59%，江南地区仅占 2.16%。

染的动物产品是人感染布病的主要途径。因此，做

2.2

牛羊布病监测情况

好牛羊等动物布病防控，对于维护养殖业生产安全

2016—2019 年，全省各地共检测牛羊布病场

和公共卫生安全意义重大。本文对安徽省牛羊布病

点 1 860 个，检测样品 165 096 份，检出阳性场点

防控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针对

29 个，阳性样品 420 份（表 1）。2016—2019 年，

性意见和建议，以期为布病防控提供支持。

牛布病个体阳性率和群体阳性率均呈逐年递增趋

1

势，羊布病表现波浪状增长趋势。此外，调查发现，

材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

1.1

牛羊养殖基本情况来源于安徽省统计局畜牧
生产数据，牛羊布病监测情况来源于“兽医卫生综

阳性规模羊场中个体阳性率最高达 28.2%，说明羊
场一旦发生布病，容易在场内扩散传播。
2.3

人间布病流行情况

合信息平台”；人间布病流行情况来源于安徽省各

2015—2019 年，全省人间布病发病数分别是

级医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76、78、146、156、136 人，发病数量总体呈上升

信息系统网络报告确诊病例和收集的布病个案流行

趋势，人间病例呈散发状态。农村养羊户常因与布

病学调查表。

病阳性羊接触，且缺乏必要的个人防护措施，造成

实验室检测

1.2

个人及其家庭成员感染，如：2017 年 6 月，江淮

以《 动 物 布 鲁 氏 菌 病 诊 断 技 术 》（GB/T

之间地区和县某养羊户一家 3 人确诊感染；2017

18646—2018）作为牛羊布病诊断标准；参照《布

年 12 月，江淮之间地区太湖县某村民布病筛查阳

鲁氏菌病诊断标准》（WS 269—2007）和《全国

性；2018 年 4 月和 8 月，江南地区东至县 3 个村

人间布鲁氏菌病监测方案》（试行）作为人间布病

的养羊户中 3 人感染。从上述情况看，安徽省人畜

诊断标准 [1-2]。

布病疫情总体呈上升趋势，人间布病感染区域广，

数据分析

感染者多从事牛羊等动物饲养、屠宰、兽医、配种等

1.3

应用 Excel 和 SPSS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2.1

结果
安徽省牛羊养殖基本情况
2020 年， 全 省 牛 存 栏 117.94 万 头（ 奶 牛

工作，发病区域逐渐由西北部向东南部地区扩展 [3]。
2.4

人间病例数量与牛羊感染抗体监测阳性率相

关性
人间布病发病数与牛羊布病监测阳性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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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总计

安徽省 2016—2019 年牛羊布鲁氏菌病感染抗体监测情况汇总

动物

监测样品数 / 份

个体阳性数 / 份

个体阳性率 /%

监测群体数 / 个

群体阳性数 / 个

群体阳性率 /%

牛

6 056

0

0

46

0

0

羊

4 367

5

0.11

122

1

0.82

合计 / 平均

10 423

5

0.05

168

1

0.60

牛

29 097

2

0.01

134

1

0.75

羊

11 903

34

0.29

321

2

0.62

合计 / 平均

41 000

36

0.09

455

3

0.66

牛

22 726

56

0.25

169

3

1.78

羊

41 670

32

0.08

828

2

0.24

合计 / 平均

64 396

88

0.14

997

5

0.50

牛

27 689

197

0.71

73

4

5.48

羊

21 588

94

0.44

167

16

9.58

合计 / 平均

49 277

291

0.59

240

20

8.33

牛

85 568

255

0.30

422

8

1.90

羊

79 528

165

0.21

1 438

21

1.46

合计 / 平均

165 096

420

0.25

1 860

29

1.56

来看，2015—2019 年全省人间病例数总体呈上升

以保障。省级多年来未安排专项经费，省级区域净

趋势，同期牛羊布病感染抗体监测阳性亦呈上升趋

化一直无法开展。

势，二者呈正相关；从人间布病看，大部分病例均

3.2 基层动物防疫力量弱，牛羊调运监管存在漏洞

能找到相应的畜间阳性病例，人间病例与阳性病畜

近年来，特别是非洲猪瘟传入我国前，在各

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

地动物疫情形势持续保持总体平稳的情况下，许多

3

地方政府对动物防疫工作的重视程度有所降低，加

3.1

存在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重视程度不够，经费投入不足

上国家机构改革大环境和畜牧业发展方式转变等因

按 照《 国 家 布 鲁 氏 菌 病 防 治 计 划（2016—

素的共同影响，动物防疫体系尤其是基层防疫体系

2020 年）》，安徽省为二类地区，禁止免疫接种，

不仅没有随着畜牧业生产规模扩大而加强，反而出

应采取以监测净化为主的防控策略。省、市、县的

现职能淡化、力量弱化问题，许多乡镇畜牧兽医站

防控重点多集中于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

多年不进人，部分市、县甚至已撤销动物卫生监督

对布病的防控重视程度较低，投入极少，致使布病

机构。如六安市裕安区（县级）乡镇专业技术人员

监测净化等措施难以落实。此前中国动物疫病预防

只有 3 人，且年龄偏大（50 岁以上）；乡村防疫

控制中心在六安市裕安区连续 3 年开展布病区域净

队伍更是人员待遇低、任务重、监管服务能力跟不

化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2018 年农业农村

上。安徽省肉牛养殖以从东北三省、内蒙古、新疆

部兽医局在宿州市、阜阳市下拨经费开展净化试点，

等地购进架子牛短期育肥为主，肉羊养殖以从周边

工作仅开展 1 年，由于缺少后续经费保障，成效难

山东、河南等省份购买羔羊进行育肥的情况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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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地区均为布病一类地区，布病传入风险极大。

“戴手套”“换鞋”等个人防护措施的比例很低，

近年来，由于肉牛、肉羊养殖效益较好，活牛羊跨

甚至对接产、流产物徒手操作，从而造成病原的传

区调运频繁，养殖场户引种不申报、回来不报检，

播和感染。

导致大量布病高风险区牛羊向安徽省转移。

4

3.3

畜间布病流行状况底数不清

对策思考

4.1

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经费保障

一是布病监测力度不足。省市农牧部门每年

根据国务院文件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对辖区

都制定下发包括布鲁氏菌病的动物疫病监测计划，

内布病防治工作负总责。必须建立和完善“政府领

但是工作开展不平衡，小规模养殖场户及散养户监

导、部门协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防治机制，采

测比例偏低，少数地方没有按计划开展监测工作，
常常是人发病确诊后追溯到所饲养的牛羊为布病阳
性。二是存在瞒报布病情况。在发生疫情或者监测
到阳性时，部分牛羊养殖场户不上报，私下处理，
病畜任意流动时有发生，移动控制难度大。省级主
管部门无法准确掌握畜间布病流行情况。三是存在
私自实施布病免疫情况。有部分奶牛养殖场户，自
行开展布病免疫，但未在上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备
案。现有的实验室血清学检测方法无法区别免疫抗
体和感染抗体，存在免疫干扰的问题 [4]。因此，对
于抽检结果为阳性的养殖场户，无法准确判定发病
情况，无法准确实施监测、扑杀、净化的技术路线，
给布病净化工作增添难度。
3.4

饲养方式落后，防疫意识淡薄
2020 年，全省年出栏 50 头以上规模牛场数量

占全省养牛场户总数 1.26%，年出栏 100 只以上规

取“因地制宜、分区防控、人畜同步、区域联防、
统筹推进”的防治策略，才能达到逐步控制和净化
布病的目的。借鉴非洲猪瘟防控和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的成功经验，成立由政府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相关
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各项
防控工作，将布病防治重要指标和主要任务纳入政
府考核评价指标体系，适时开展效果评估，确保计
划目标按期实现。加大财政投入，将布病监测（检
测）、预防、控制、消灭和人员生物安全防护所需
经费纳入财政预算。设立专项防控资金，鼓励引导
种畜场和规模养殖场通过定期监测，扑杀淘汰阳性
牲畜以逐步达到净化布病的目标。
4.2

补齐短板，夯实防控基础
一是稳定基层防疫队伍。《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0〕

模羊场数量仅占全省养羊场户总数 1.73%。可见，

31 号）从四个方面对建立健全动物防疫体系作了

安徽省肉牛羊养殖仍然以家庭小规模经营为主，部

具体要求。各有关部门应正视并着力改变基层动物

分养殖场户的圈舍和生活区没有有效隔离，饲养方

防疫队伍所处困境，充分利用现有人员编制，多渠

式处于比较落后的水平。由于全省总体发病率较低，

道充实基层防疫队伍。

广大养殖户以及从事屠宰、加工、乡村兽医等相关

二是严防外疫传入。各级动物卫生监督部门

人员普遍对布病危害性认识不足，大部分养殖场户

应加强对辖区内牛羊养殖场户调运的监督管理，严

在引种、场内生物安全防护方面存在很大漏洞，在

禁从布病一类地区和其他规定不能引进牛羊的区域

从事喂养、接生等高危行为时，采取“穿工作服”

调入牛羊。对调入的牛羊应落实 30~45 d 隔离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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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布病检测合格后方可混群饲养。对收购贩运牛

4.3

一是根据基线调查结果，结合畜间布病防控

羊的单位和个人实行备案，强化信息管理。同时加
大检查监督力度，发现违法违规调运的，严格处置。
三是建立分片包村包场监测排查工作机制，

开展疫病净化，保障人畜健康

基础和牛羊养殖规模选取部分县区，以县为单位开
展县域牛羊布鲁氏监测净化试点，制定“县域牛羊

确保不漏一场一户。全省逐村逐场明确排查责任人，

布鲁氏菌病净化实施方案”，通过检测扑杀净化方

建立排查对象清单和工作任务台账，发现异常情况

法达到全县域净化目标。
二是在全省范围内鼓励布局科学合理、管理

即时上报。养殖场户明确排查报告员，每天向包村
包场责任人报告牛羊存栏、发病、死亡等情况。对

规范的种羊场、奶牛场开展布病净化示范创建工作，

不按要求报告或弄虚作假的列为重点监控场点。

对通过考核验收的场给予资金奖励和政策扶持。通

四是开展基线调查，分区防控。全省以县（市、

过示范创建，实现部分养殖场率先净化，并带动全

区）为单位组织完成基线调查，按照统一的抽样方

省布病净化工作，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保障公共

法和检测方法对场群和个体样本数进行采样检测，

卫生安全，促进牛羊产业高质量发展。

了解掌握本行政区域牛羊养殖方式、数量和不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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