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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首例牛结节性皮肤病的
紧急流行病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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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2020 年 7 月 19 日，云南省临沧市在开展牛结节性皮肤病紧急监测排查中发现，镇康县一养牛户饲养

的黄牛发生疑似牛结节性皮肤病。省、市、县各级疫病控制机构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开展现场调查，同时采集发
病牛全血、皮肤结节以及痂皮、口腔及眼鼻棉拭子样品进行荧光 PCR 检测。结合临床症状、流行病学特征、实
验室检测结果，并经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复检，确认该起疫情是由牛结节性皮肤病病毒感染引起的牛
结节性皮肤病疫情。调查认为，此次疫情由养殖户跨省调运活牛引发，为典型的输入性疫情，养殖户防控意识
淡薄导致疫情进一步扩散。建议加强牛只移动监管以及蚊蝇等虫媒的控制和扑灭，及时切断传播途径，同时加
强对养殖户牛结节性皮肤病防控知识的宣传和培训，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扑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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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mpy Skin Disease in Yun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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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July 19，2020，a case of suspected lumpy skin disease（LSD）was found in yellow cattle kept by a
farmer in Zhenkang County during an emergency monitoring and investigation against the disease in Lincang City of

Yunnan Province. Relevant staff were immediately organized by the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gencies at province，
municipality and county levels to conduct field investigation，meanwhile，samples of whole blood，skin nodules，
scab，mouth/eye/nose swab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infected cattle for ﬂuorescence PCR detection. Based on cli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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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ptoms，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laboratory test results，the outbreak was conﬁrmed to be LSD caused
by infection with LSD virus as reexamined by China Animal Health and Epidemiology Center. It was investigated
that the outbreak，as an introduced typicality，was caused by farmers who transported live cattle across provinces，
and further spread due to lack of awareness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disease. Thus，it was recommended to
strengthen control of cattle movement and supervision as well as control and eradication of mosquitoes and ﬂies and
other insect vectors to timly cut off any route of spreading，and to increase publicity activities and training about the
knowledge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disease to ensure early detection，early report and early eradication.
Key words ：LSD ；emergency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Yunnan Province

牛结节性皮肤病（lumpy skin disease，LSD）

本情况、牛只来源及流通情况、发病牛免疫及用药

是由痘病毒科山羊痘病毒属牛结节性皮肤病病毒

情况，以及周边养殖场、与该场有流行病学关联养

（lumpy skin disease virus，LSDV）引起的一种急

殖场的养殖、发病情况等。

性或亚急性牛全身感染性疫病，临床以皮肤出现结

1.3

节为特征 [1-2]，是我国进境动物检疫疫病名录中的

实验室检测

[3]

采集疑似发病牛全血，皮肤结节、痂皮，以

一类传染病 。该病发病率可达 2%~45%，病死率

及口腔及眼鼻棉拭子样品，采用荧光 PCR 方法检测。

一般低于 10%，主要通过蚊、蝇等吸血昆虫叮咬

1.4

数据分析
采用 Excel 软件整理分析现场调查收集的生产

传播，导致感染牛不育、流产、皮张无法利用等，
引起养牛业严重经济损失并影响国际贸易，是 OIE
[4]

数据、发病数据及相关信息。

动物疫病名录中的疫病 。1929 年，赞比亚首次

2

确诊发生 LSD[5]。2019 年 8 月 10 日，我国首次在

2.1

[6]

结果
疫点概况

新疆确诊发生该病 。2020 年 7 月 19 日，云南省

发病场点位于镇康县凤尾镇凤尾社区一组，

临沧市在开展 LSD 紧急监测排查工作中发现，镇

东经 99˚1'2''、北纬 23˚52'59''，海拨 879.16 m。该

康县一养牛户饲养的黄牛发生疑似 LSD。随即，省、

村民小组共有 12 户养牛户，存栏牛 150 头。当地

市、县各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动物卫生监督

气候炎热，高温高湿。养殖场点条件简陋，为石棉

所组成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了本次紧急流行病

瓦搭建的简易大棚，场内没有任何生物安全防护设

学调查，了解疫情发生的详细经过，明确疫情来源，

施，饲养环境很差，蚊蝇较多。养殖户闵某在网上

并提出针对性防控建议。

看到外省某地黄牛价格较低，经联系后于 6 月 15

1

日购入 10 头 9 月龄黄牛，牛只被运送至场点时临

调查内容与方法

床上并无异常表现。该场点周边 10 km 范围内共有

病例定义

1.1
1.1.1

可疑病例

2020 年 7 月以来，皮肤出现多

发疙瘩样结节症状，且伴随有食欲减退、发烧、流
泪、流口涎、死亡等症状之一的牛只。可疑病例所
在场点为疑似场点。

3 个村委会、46 户养牛场户，存栏牛 293 头。
2.2

发病情况
2020 年 6 月 22 日，闵某兵在饲喂时突然发现

1 头牛脖颈处出现大小不一的疙瘩，同时伴随采食

经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

量下降、体温升高；6 月 24 日，在该牛腹部、肛

心（国家外来动物疫病研究中心）实验室检测，确

门下方等多处皮肤发现结节，部分结节破溃，有渗

诊为 LSDV 核酸阳性的疑似病例。

出，最后形成结痂（图 1）。后陆续有其他牛只发

确诊病例

1.1.2

1.2

调查方法
采用现场调查方式，了解发病养殖场户的基

病，使用解热镇痛类及抗菌类药物治疗后无明显好
转。截至 7 月 17 日，该养殖户外购饲养的 10 头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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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全部发病，发病率为 100%，其中死亡 2 头，病

饲养的 6 头牛出现类似症状，小组场户发病率为

死率为 20%。进一步走访调查发现，6 月 16—7 月

41.67%（5/12），个体发病率为 19.28%（16/83）。

12 日，附近几户养牛户都直接或者间接与闵某饲

发病养牛户空间分布见图 2，发病时间顺序见图 3。

养牛只有接触，而且回家后未采取任何清洗消毒措

2.3 诊断与处置情况

施，并且这几个养牛户经常相互走窜，进圈看牛。

2.3.1

截至调查时，该村小组又有 4 户（共存栏牛 73 头）

血、口鼻棉拭子和结痂皮样品 6 份，送云南省动物

实验室检测 7 月 18 日，采集发病牛抗凝

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荧光 PCR 检测；7 月 19 日，
6 份样品检测结果均为疑似 LSDV 核酸阳性；7 月
21 日，将疑似阳性样品送至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
病学中心（国家外来动物疫病研究中心）复检，均
为 LSDV 核酸阳性。
2.3.2

疫情处置

7 月 22 日，对 14 头病牛按农

业 农 村 部 发 布 的《 牛 结 节 性 皮 肤 病 防 治 技 术 规
范》 [7] 进行了扑杀及无害化处理，限制未发病牛的
图1

移动；对疫点、掩埋场点、运输车辆等严格清洗消

病牛皮肤疙瘩样病变

图2

图3

3

发病养牛户空间分布

养殖户牛发病时间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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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对周边村落存栏的 293 头牛逐头排查，未见类

染期内，免疫后注意观察，以防激发临床症状，一

似临床症状，对全县存栏牛（包括奶牛）进行排查，

旦有临床症状发生及时予以扑杀。

均未见类似症状。全县近期未从外地调入牛。对疫

5

启示
该起疫情是因引入未经检疫的患病牛引发的，

区及受威胁区内全部存栏牛，采用国家批准的山羊
痘疫苗（按照山羊的 5 倍剂量）开展紧急免疫，紧

又因养殖户对 LSD 认识不足，缺乏防控知识，且

急免疫完成后 1 个月内，限制同群牛移动，禁止活

未实施严格的隔离观察措施，出现进一步扩散。因

牛调出，同时发动群众用艾草烟熏驱蚊虫等。

此，加强对基层防疫人员和养殖户的相关防控知识

3

培训，严格落实跨省调运隔离，应成为防止该病

病因推断与假设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测

传入云南省的重要措施。作为虫媒传播疫病，LSD

结果，结合 LSD 潜伏期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疫情

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在高温季节应定期采取灭蚊蝇

由省外调运活牛引发，为典型的输入性疫情。因

措施，加强牛舍环境卫生管理，以减少该病的发生，

LSD 为外来病种，养殖户缺乏防控意识，未在第

降低该病的传播速度。

一时间隔离病牛并采取相应生物安全防控措施；周

参考文献：

边养牛户防疫意识也很淡薄，直接或间接与发病牛

[1]

只发生接触，回家后也未采取任何清洗消毒措施；
该地区气温较高，养殖场点环境卫生差，蚊蝇很多，

版社，2006.
[2]

4

2015：134-140.
[3]

http://www.moa.gov.cn/nybgb/2020/202007/202008/

本起疫情是由跨省调运引起的，因此加强牛
控该病的重要环节。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牛只的移

t20200810_6350143.htm.
[4]

作为虫媒传播疫病，LSD 有明显的季节性，

（2017-07-01）[2021-10-15]. https://www.oie.int/app/

uploads/2021/03/lumpy-skin-disease.pdf.
[5]

OIE. Manual of diagnostic tests and vaccines for terrestrial
animals：chapter 3.4.12：lumpy skin disease[M]. Paris：

蚊蝇、硬蜱等都可以作为该病的传播媒介 [8]，定期
开展灭蚊除蝇可以减缓该病的传播速度，因此要定

OIE. Lumpy skin disease：aetiology epidemiology
diagnosi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references[EB/OL].

动监管，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牛禁止运输、
经营，确保病牛被及早扑杀，并就地无害化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
署 公 告 第 256 号 [EB/OL].（2020-01-15）[2021-10-15].

防控建议

只移动监管，禁止易感动物及其产品调入调出是防

美国动物健康协会外来病与突发病委员会 . 外来动物
疫病 [M]. 王志亮，译 . 7 版 .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也无防蚊蝇设施设备。上述因素综合导致疫情进一
步扩散。

陈溥言 . 兽医传染病学 [M]. 5 版 . 北京：中国农业出

OIE，2018.
[6]

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牛结节性皮肤病防控工作的紧急

期清理养殖场点周边环境卫生，防止蚊蝇滋生，同

通知：农牧发〔2019〕26 号 [A]. 北京：农业农村部，

时搞好圈舍卫生，有条件的可以在圈舍内使用防虫

2019.

和灭虫设备。

[7]

范》 的 通 知： 农 牧 发〔2020〕30 号 [A/OL].（2020-

加强 LSD 防控知识宣传，提高广大养殖从业

07-10）[2021-10-15]. http://www.moa.gov.cn/govpublic/

者对该病的防控意识，同时加强对基层畜牧兽医
人员的技术培训，提升对 LSD 的早期识别能力，

xmsyj/202007/t20200714_6348611.htm.
[8]

LSD 推荐疫苗为绵羊痘和山羊痘疫苗，但对于怀
孕母畜及 3 月龄以下幼畜需慎重免疫，同时在免疫
时也要考虑被接种牛是否处于潜伏期或者亚临床感

景志忠，贾怀杰，陈国华，等 . 牛结节性皮肤病的流
行现状与传播特征及其我国的防控策略 [J]. 中国兽医

以便及时报告、快速处置，从而切断该病的传播途径。
疫 苗 免 疫 是 控 制 该 病 的 主 要 措 施 [9]。 目 前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牛结节性皮肤病防治技术规

科学，2019，49（10）：1297-1304.
[9]

袁丽萍，宋建德 . 2013—2016 年全球牛结节性皮肤病
流行状况分析 [J]. 中国动物检疫，2017，34（9）：
19-22.

（责任编辑：朱迪国）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