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共 卫 生

2022 年第 39 卷第 1 期

两起人布鲁氏菌病疫情相关的
畜间流行病学调查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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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2021 年 3—4 月，湖南省冷水江市和新化县分别发生一起人布鲁氏菌病疫情。为及时获得疫情发生发

展情况，确定疫情来源，科学处置疫情，阻断传播风险，通过现场走访问询、实验室检测等方式开展了畜间疫
情调查。结果显示 ：两例人布鲁氏菌病病例均为山羊养殖从业者，其养殖羊群的布鲁氏菌抗体阳性率分别为
44.4% 和 15.4% ；从外地引进未经检疫山羊混群饲养是疫情发生的主要原因，缺乏有效的流通监管和共同放牧
导致疫情扩散。根据调查结果，当地畜牧兽医部门按相关规定对发病羊群及流行病学关联羊群进行了扑杀和无
害化处理，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本次疫情提示，养殖者应提升防疫主体责任和自身防护意识，规范引种和调运，
隔离饲养，相关部门应严格产地检疫和流通监管，强化监测预警，积极开展布鲁氏菌病防治知识宣传和净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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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arch to April 2021，two cases of human brucellosis occurred in Lengshuijiang City and Xinhua County
of Hunan Province. In order to timely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outbreaks，determine

the sources，make a scientiﬁc response and to block any risk of spreading，an investigation into animals was conducted
by means of ﬁeld visit or interview and laboratory tes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both the two cases involved in goat
farming，and the positive rates of antibodies against brucellosis in their goats were 44.4% and 15.4%，respectively ；
the outbreaks were mainly caused by mixed farming with non-quarantined goats introduced from other regions，then

spread due to lack of effective supervision for movement and shared grazing.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investigation，
the infected goats and those epidemiological related were stamped out and rendered by local livestock and veterinary
department as required，and the outbreaks were effectively controlled. As demonstrated by the outbreaks，farmers
should realize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s the main bodies ﬁghting against animal diseases and awareness of self-protection，
standardize any introduction and transportation and keep their animals under quarantine，while relevant authorities
should take strict measures for origin quarantine and movement control，strengthen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and
actively conduct publicity activities and puriﬁ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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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氏菌病（以下简称布病）是一种由布鲁

该场山羊生产状况一直不佳，主要表现为流产和死

氏菌感染引起的动物源性人兽共患病，在世界各地

亡，近 1 年内，累计死亡羔羊 40 余只，死亡成年

广泛分布，对家畜养殖和人类健康危害较大。世界

羊 10 余只。至调查时，该场仅存栏山羊 9 只，其

动物卫生组织（OIE）将布病列为须通报动物疫病，

他存活山羊被陆续转卖处理。患者刘某所在养殖场

我国将其列为二类动物疫病。我国畜间布病已流行

位于新化县温塘镇赵龙村（东经 111.600 2˚、北纬

多年，至今未得到很好的控制，仍以小范围、点状、

27.890 1˚），建于山谷偏僻之地，人员罕至，自然

[1-2]

。2011 年娄底市首次出现人布病

防疫条件较好；有栏舍 1 栋，存栏山羊 40 余只。

病例，之后人畜感染率逐年上升，至今共发现了

患者本人在羊圈旁的简易房间内吃住。自 2021 年

47 例人布病病例，检出阳性畜（羊、猪）155 头 / 只。

3 月开始，场内山羊陆续出现流产、产木乃伊胎等

2021 年 3—4 月，湖南省冷水江市和新化县相继通

现象。患者未对发病羊进行治疗，也未向相关部门

报 1 例人布病确诊病例。娄底市和疫情县两级动物

报告情况。

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先后选派专业技术人员赴现场开

2.1.2

展畜间疫情调查和处置，以有效控制疫情传播。

本村山泉水，饲喂的精料（玉米、杂粮）由市场采

1

购，青饲料来自本村山林。

分散形式流行

材料与方法
现场调查

1.1

2.1.3

采用现场问询、查阅档案等形式，了解患者

饮水和饲料

配种情况

两名患者养殖场的饮水均为

均为本场自繁，未从外场引进

种公羊配种。
调运情况

患者胡某养殖场 2020 年 4 月

所在养殖场及周边养殖场的牛羊饲养、发病、引种、

2.1.4

调运、免疫、人员流动，以及周边地区的牛羊饲养、

2 日—2021 年 3 月 20 日共购进 3 批羊：第一批，

放牧等情况。

2020 年 4 月 2 日从涟源市某养殖场购进 9 只；第
二批，2020 年 4 月 22 日从安化县某养殖场购进 45

样品采集和实验室检测

1.2

采集患者所在养殖场、流行病学关联场牛羊

只，运输过程中挤压死亡 3 只；第三批，2020 年 6

血清样品，先用虎红平板试验初筛，再对筛检出

月 29 日从洪江市某养殖场购进 40 只。购进的 3 批

的阳性样品用 cELISA 复核，依照《动物布鲁氏菌

羊均未检疫，且购进当日即混群饲养。2020 年 10

[3]

病诊断技术》（GB/T18646—2018） 进行结果判

月—2021 年 2 月，通过自宰自售、转卖等方式陆

定。布鲁氏菌虎红平板凝集试验抗原，购自中国

续出栏 90 余只，其中售卖给本村苏某活羊 13 只（过

兽药监察所，批号为 20190413；布鲁氏菌 cELISA

年屠宰食用 1 只），部分售卖至外地去向不详。患

试剂盒，购自青岛立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批号为

者刘某养殖场于 2020 年 11 月通过中介从冷水江市

020162008。

铎山镇官溪村买回未经检疫山羊 34 只，与同村刘

2

某红羊群混群放牧饲养，其间无活羊出售情况，过

结果

年时自宰羊只食用。经进一步调查核实，中介倒卖

现场调查

2.1
2.1.1

基本情况

患者胡某所在养殖场位于冷水

的山羊来自患者胡某养殖场。

江 市 铎 山 镇 官 溪 村 6 组（ 东 经 111.541 4˚、 北 纬

2.1.5

27.656 7˚），远离交通干道，建于丘陵山谷之间，

均处于交通闭塞的山区，周边群山环绕，外来车辆

群山环绕，自然防疫条件较好。该养殖场于 2020

鲜有经过；邻里之间相隔较远，走动少；场主有外

年 4 月建成投产，现有养殖栏舍 1 栋，存栏山羊

出购买羊只史；外来人员进场购买羊只时，养殖场

90~110 只，无养殖台账和生产记录。建场以来，

对收购人员和三轮车进行喷雾消毒。

车辆、人员流动情况

两名患者的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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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防护情况

2.1.6

两名患者的养殖场防疫设

施缺乏，未配备手套、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品；
患者防疫意识薄弱，存在徒手接生及接触羊流产物、
私自屠宰山羊等情况。
野生动物死亡情况

2.1.7

近期两名患者的养殖

场附近未发现有野生动物死亡情况。
实验室检测

2.2
2.2.1

流行病学关联场

2021 年 3 月 20 日、22

日和 4 月 9 日，冷水江、新化两地动物疫病预防控
制中心分别对两名患者养殖场以及 2 个流行病学关
联养殖场（苏某、刘某红养殖场）开展风险检测。
共采集山羊血清样品 47 份，检出布病抗体阳性血

图1

患者胡某养殖场及周边牛羊场分布

图2

患者刘某养殖场及周边牛羊场分布

清 17 份，其中患者胡某和刘某养殖场的抗体阳性
率分别为 44.4% 和 15.4%，关联的苏某、刘某红养
殖场的阳性率分别为 90.9%、7.14%（表 1）。
表1

羊场布病血清抗体检测情况

场名

地点 样品数 / 份 阳性数 / 份 阳性率 /%
9

4

苏某养殖场（关联） 冷水江

11

10

90.9

刘某养殖场（患者）

新化

13

2

15.4

刘某红养殖场（关联） 新化

14

1

胡某养殖场（患者） 冷水江

2.2.2

周边地区养殖场

44.4

7.14

对两个患者养殖场周边

10 km 范围内的养畜场进行调查走访，发现该范围
内共有 13 个牛羊养殖场户（图 1~2），无生猪养
殖场。近 5 年来，当地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共对
该区域内牛羊场开展了 26 场次的布病检测，累计

表2

受威胁区监测情况

检测样品 153 份，结果均为阴性。现有的 13 个牛

场所

羊养殖场户均未反映场内出现过持续性流产、睾丸

饲养
种类

存栏数 /
（只或头）

采 样
数/份

检测
结果

患者胡某养殖场周边

牛、羊

118

94

阴性

炎等疑似布病症状；对存栏的 319 头牛羊采集血清

患者刘某养殖场周边

牛、羊

201

154

阴性

样品 248 份开展布病抗体检测，结果所有血清样品

2.3

均为阴性（表 2）。

2.3.1

2.2.3

人员检测

冷水江市和新化县疾病预防控

疫情处置
扑杀

根据血清检测结果，当地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中心根据《动物布鲁氏菌病防治技术规范》

制中心分别对两名患者养殖场及 2 个流行病学关联

要求，对两名患者养殖场及 2 个流行病学关联养殖

养殖场的工作人员及关联人员进行采血检测，累计

场所有存栏山羊共计 91 只全部进行扑杀和无害化

发现 3 例布病隐性感染患者。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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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素养低，牛羊的科学化饲养水平和疫情防控水平整

根据《动物布鲁氏菌病防治技术规范》要求，对阳

体不高，导致人畜布病疫情时有发生 [5-9]，公共卫

性场环境、栏舍、用具以及扑杀羊的掩埋点等进行

生风险持续存在。近年来，地方动物防疫力量在机

了全面清理和消毒，对粪污、残存草料等进行了清

构改革中被削弱，导致流通检疫监管能力不足，违

扫和焚烧；对养殖场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周边猪、

法收购、屠宰未经检疫羊只现象依然存在；政府提

牛、羊饲养户及相关从业人员开展布病防控知识宣

供的防疫服务和宣传有待强化，养殖户防疫和自身

传，发放布病防控知识挂图和相关书籍 100 余份，

防护意识不强，加大了从业人员患病风险。建议政

同时提醒从业人员做好个人防护和健康监测。

府部门强化防疫力量建设，加大布病等人兽共患病

3

的监测、防控和宣传，引导从业人员依法申报检疫，

消毒与宣传

2.3.2

3.1

讨论
疫病来源
两名患者养殖场所在区域近 5 年内无布病发

生史，养殖场自然防疫条件较好。追溯调查显示，
患者胡某养殖场建场投产后引进 3 批羊，其中一批
羊来源复杂，为各地贩运再售卖羊只（因无记录，
具体贩运情况不详），饲养周期短，流通频繁，因
此从该场引入阳性动物从而引发疫情的可能性较
大。而患者刘某养殖场以及关联的苏某养殖场均从

规范防疫、科学养殖，探索建立区域定点牛羊屠宰
场，降低疫情传播扩散风险，保障公共卫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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