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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场省内引进成年羊
传入布鲁氏菌病的定量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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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评估布鲁氏菌病净化场省内引进成年羊传入布鲁氏菌病的概率，绘制路径“情景树”，建立了引进动

物无实验室检测（无检测）以及进行 1 次或 2 次实验室检测（单检测或双检测）的风险评估模型，通过 @Risk
软件进行模拟运算，获得模型的相关参数分布取值。研究发现，经过“双检测”“单检测”“无检测”3 种情景
模型引进方式，引进 1 只成年羊传入布鲁氏菌病的可能性分别为 0.048%（95%Cl ：0.024%~0.083%）、0.306%
（95%Cl ：0.196%~0.447%）、1.975%（95%Cl ：1.454%~2.587%）。对比发现，“无检测”引进成年羊的平均风险
是“单检测”的 6.5 倍，是“双检测”的 41.1 倍。通过敏感性分析发现 ：诊断试验敏感性是主要的保护性因素，
其相关系数为 -0.89 ；群流行率和个体流行率是主要风险因素，其相关系数分别为 0.40 和 0.17。研究表明，降
低群流行率、个体流行率，倡导开展混群前检测，能够有效降低布鲁氏菌病的传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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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risk probability of brucellosis carried by adult sheep introduced by puriﬁed farms

within local province，a“scenario tree”was drawn to establish a risk assessment model for introduced animals
without laboratory test or with one or two laboratory tests，the distribution values of relevant parameters of the
model were obtained by simulation calculation with @Risk software. It was found that the probability of introducing
brucellosis via an adult sheep was 0.048%（95%Cl ：0.024%-0.083%）、0.306%（95%Cl ：0.196%-0.447%）and

1.975%（95%Cl ：1.454%-2.587%），respectively through the scenario models including“double detection”，

“single detection”and“no detection”. As it was compared that the average risk of introducing adult sheep under“no

detection”model was 6.5 times larger than that under“single detection”and 41.1 times than that of“double
detection”. It was found that，through sensitivity analysis，the main protective factor included the sensi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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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diagnostic test，with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0.89 ；and main risk factor included the group and individual
prevalence，with the correlation coefﬁcients of 0.40 and 0.17 respectively. In conclusion，the entry risk of brucellosis

could be effectively reduced through reducing the group and individual prevalence and advocating detection before
entering into population.
Key words ：brucellosis ；disease puriﬁcation ；entry assessment ；quantitative risk analysis

布鲁氏菌病（brucellosis，以下简称布病）是
一种由布鲁氏菌引起的人兽共患传染病，世界动物

1
1.1

材料与方法
省内羊群流行率

卫生组织（OIE）将其列为须通报动物疫病，我国

2021 年 11 月在全省 16 个地级市开展了羊布

将其列为二类动物疫病。布病具有高度传染性，主

病专项流行病学调查工作。本次调查的抽样策略采

要影响人和动物的生殖系统，造成流产、不孕不育

用多阶段抽样，场群数按照估计流行率的方式计

等症状，可通过直接接触带菌动物或间接食用被污

算，预期流行率设为 50%，可接受误差为 5%，置

染的牛羊肉或奶制品等途径传播 [1-3]，是危害严重

信水平（Cl）为 95%；场内样本数按照发现疫病的

的人兽共患病，因此备受公众关注。山东省高度重

方式计算，预计流行率为 5%，试验诊断敏感性为

视布病防控，采取了各项防控措施开展净化工作，

95%，置信水平（Cl）为 95%。场群流行率，根据

2017 年配合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将蓬莱市

调查后结果计算得到。

等 4 个县市区作为布病净化试点，在全国率先探索

1.2

传入评估路径情景树模型建立

布病区域净化模式。目前，全省已经有近百个牛羊

本研究针对布病净化场省内引进青年成年羊

规模化场通过了布病净化现场评估验收 [4]，6 个县

传入布病的可能性开展相关风险分析。根据实际羊

市通过了区域布病评估验收。

只引进流程，绘制了 3 条疫病传播路径情景树。情

山东省在布病防控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

景树 1（图 1-A），为引进羊只“双检测”模型，

效，但就如何加强流通环节的布病防控依旧需要研

即在产地检疫时逐头采样开展实验室检测，并在混

究探索。根据动物产地检疫要求，对于跨省调运羊

群前再开展 1 次实验室检测，以筛选阳性动物；情

需要先提供布病、小反刍兽疫等疫病的检测诊断合

景树 2（图 1-B），为引进羊只“单检测”模型，

格报告，此后才可申请动物检疫合格证。然而对于

即在产地检疫时不开展实验室检测，只在混圈前

省内调运，则没有明确检测要求，因而省内羊只（主

进行实验室检测，以筛选阳性动物。情景树 3（图

要是青年羊与成年羊）流通存在一定的布病传播风

1-C），为引进羊只“无检测”模型，即引进羊只

险。根据山东省布病流行病学历史调查经验，并参

过程中均不开展实验室检测工作。

阅相关文献，例如董钊等 [5]、刘平等 [6] 对羊群布

1.3

病场间传播主要因素开展的研究，认为外购羊是导
致场间传播最主要的风险因素。近年来国内人间布
病病例数量有所上升

[7-8]

假设条件建立
假设布病净化场中的动物均未免疫布病疫苗，

且均为布病易感动物，羊群在装车、运输、产地检

，公共卫生压力较大。为

疫等环节中假定不存在被感染的情况。研究中的检

保障养殖从业人员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本

测方法为生产实践中最常用的两种垂直血清学检测

研究聚焦山东省内青年羊与成年羊流通环节布病传

方法，即虎红平板凝集试验与试管凝集试验垂直检

播风险，根据场群间传播的主要风险因素，对羊群是

测（敏感性 81%、特异性 98%）、虎红平板凝集

否开展实验室检测，以及隔离后、混群前是否进行实

试验与 cELISA 垂直检测方法（敏感性 89%、特异

验室检测等方面进行了定量风险分析，寻找关键控制

性 97%）[6]。试验步骤依照标准 GB/T 19646—2018

节点，为制定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提供技术保障。

执行，假定两种检测方法随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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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情景树 1（双检测）；B. 情景树 2（单检测）；C. 情景树 3（无检测）。

图1

1.4

布病传播路径情景树

不同评估模型相关概率计算
随机引进 1 只羊经

验的敏感性（Se）与特异性（Sp）都是影响随机

产地检疫检测、混群前检测筛选阳性动物后，传入

引进 1 只羊经混群前检测筛选阳性动物后传入布病

布病的概率为 Pa（D+|T-）。按照引进羊只“双检

概率的主要影响因素。

1.4.1

情景树 1（双检测）

入场隔离排查出阳性动物概率（P3）以及诊断实

测”路径情景树模型，省内羊场群流行率（HP）、
场内个体流行率（P1）、产地检疫排查出阳性动
情景树 3（不检测）

随机引进 1 只羊不

物概率（P2）、入场隔离排查出阳性动物概率（P3）

1.4.3

以及两次诊断试验的敏感性（Se）与特异性（Sp）

检测，传入布病的概率为 Pc（D+|T-）。按照引进

都是影响随机引进 1 只羊经产地检疫、混群前检测

羊只“无检测”路径情景树模型，省内羊场群流行

后传入布病概率的主要影响因素。

率（HP）、场内个体流行率（P1）、产地检疫排
查出阳性动物概率（P2）、入场隔离排查出阳性
动物概率（P3）都是影响随机引进 1 只羊不检测

1.4.2

情景树 2（单检测）

随机引进 1 只羊经

传入布病概率的主要影响因素。

混群前检测筛选阳性动物后，传入布病的概率为
Pb（D+|T-）。按照引进羊只“单检测”路径情景
树模型，省内羊场群流行率（HP）、场内个体流

1.5

行率（P1）、产地检疫排查出阳性动物概率（P2）、

1.5.1

3

模型参数取值或估计值确定
检测试验敏感性（Se）与特异性（Sp）

流 行 病 学

已知检测方法 1 中，虎红平板凝集试验与试管凝

2

集 试 验 为 垂 直 检 测， 其 敏 感 性 为 81%， 特 异 性

2.1

结果
省内羊群流行率（HP）与个体流行率（P1）

为 98%； 检 测 方 法 2 中， 虎 红 平 板 凝 集 试 验 与

2021 年 8—9 月，在全省 16 个地级市共调查

cELISA 为垂直检测，其敏感性为 89%，特异性为

1 539 个羊场，检测 50 962 份样品，检出 53 个阳

97%。两种检测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均普遍应用，所

性场点，296 份阳性样品。

以在模型中应用均匀分布模拟试验的敏感性（Se）

2.2

通过山东省畜牧业支撑平台获取 2021 年度共

和特异性（Sp）。
1.5.2

产地检疫排查阳性率（P2）

场群流行率（HP）、个体流行率（P1）、

产 地 检 疫 排 查 出 阳 性 概 率（P2）

本研究均采

产地检疫 740 540 只羊，未发现异常羊只。
隔离检疫排查出患病动物概率（P3）

2.3

用 Beta 分布模拟，即 HP&P1&P2 = Beta（M+1，

通过发放电子问卷开展调查，共收到 104 份

N-M+1），其中 M 取值为检测或排查出阳性数量，

有效问卷，分析问卷数据计算得到，如羊场引进

N 为总样品数量或排查总数量。

100 只羊，最可能发现 1 只患病羊，最多为 5 只，

1.5.3

隔离措施排查出阳性动物概率（P3）

通

过向羊养殖场户发放调查问卷，问询假设引进 100

最少为 0 只。
模型参数取值模拟

2.4

只羊，通过隔离方式能发现几只患病羊，最多能

将所有参数整合到模型中进行概率分布分析，

发现几只以及最少能发现几只患病羊等问题。分析

在 Microsoft Excel 中使用 @Risk 软件，采用蒙特卡

调查结果，运用 Pert 分布模拟隔离措施排查出阳

洛方法进行模型仿真，得到的参数描述和赋值见表 1。

性动物概率（P3），即 P3 = Pert（Max，MostL，

2.5

Min），其中 Max 为最大取值，MostL 为最可能取

2.5.1

值，Min 为最小取值。

真迭代 10 000 次，得到随机引进 1 只羊经产地检

1.6

风险计算
情景树 1（双检测）

经过模型计算及仿

疫检测、混群检测，传入布病的概率 Pa（D+|T-）

风险计算
通 过 上 述 风 险 路 径“ 情 景 树” 模 型， 将 模

为 4.84×10-6（95%Cl：2.35×10-6~8.28×10-6）。

型参数的取值及估计值带入公式（1），通过 @

概率分布结果见图 2。按照双检测“情景树 1”模

Risk5.5 风险分析软件，采用蒙特卡洛仿真模拟方

型，在省内随机挑选羊场随机引进 100 只羊，至

法，对模型迭代 10 000 次仿真分析，计算假定某

少有 1 只为患病羊，而导致羊群发病的可能性为

布病净化场在省内某羊场引进 100 只羊，至少有 1

αa。 按 照 αa（x ≥ 1）=1-[1-Pa（D+|T-）]100， 模

只为感染羊而导致羊群发病的可能性为 α。

型迭代 10 000 次后的概率分布为 0.048%（95%Cl：

α（x ≥ 1）=1-[1-P（D+|T-）]

100

表1
参数

0.024%~0.083%），结果见图 3。

（1）

模型参数描述及赋值
描述

分布

参数值

群流行率（HP）

抽样场户中至少有 1 只布病阳性羊的规模场所占比例

Beta

（53+1，1 539-53+1）

个体流行率（P1）

抽样个体中检测结果为感染抗体阳性动物数所占比例

Beta

（296+1，50 962-296+1）

诊断试验敏感性（Se）

感染或发病动物中检测阳性动物所占比例

Uniform

（81%，89%）

诊断试验特异性（Sp）

未感染或未发病动物中检测阴性所占比例

Uniform

（97%，98%）

产地检疫排查阳性率（P2）

产地检疫中发现阳性动物所占比例

Beta

（0+1，740 540-0+1）

隔离检疫排查出患病动物的概率（P3） 隔离检疫中发现阳性动物所占比例

Pert

（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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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10-4~2.62×10-4），概率分布见图6。
按照不检测
“情
景树 3”模型，在省内随机挑选羊场随机引进 100 只羊，
至少有 1 只为患病羊，而导致羊群发病的可能性为
αc。按照 αc（x ≥ 1）=1-[1-Pc（D+|T-）]100，模型
迭代 10 000 次后的概率分布为 1.975%（95%Cl：
1.454%~2.587%），结果见图 7。
图2

情景树 1 中引进 1 只羊为患布病动物的概率分布

图3

图 5 情景树 2 中引进 100 只羊至少有 1 只羊
传入布病的概率分布

情景树 1 中引进 100 只羊至少有 1 只羊
传入布病的概率分布

2.5.2 情景树 2 经过模型计算及仿真迭代 10 000
次，得到随机引进 1 只羊经混群前 1 次检测，传
入布病的概率 Pb（D+|T-）为 3.07×10-5（95%Cl：
1.95×10-5~4.48×10-5）。概率分布结果可见图 4。按
照单检测“情景树 2”模型，在省内随机挑选羊场
随机引进 100 只羊，至少有 1 只为患病羊，而导致

图6

情景树 3 中引进 1 只羊为患布病动物的概率分布

羊群发病的可能性为 αb。按照 αb（x ≥ 1）=1-[1Pa（D+|T-）]100，模型迭代 10 000 次后的概率分布
为 0.306%（95%Cl：0.196%~0.447%），结果见图 5。

图7

2.6
图4

情景树 2 中引进 1 只羊为患布病动物的概率分布

情景树 3 中引进 100 只羊至少有 1 只羊
传入布病的概率分布

模型敏感性分析
采用 @Risk 软件进行的模型敏感性分析结果

（图 8）显示，诊断试验敏感性（Se）是主要的保
情景树 3

经过模型计算及仿真迭代

护性因素，其相关系数为 -0.89；群流行率（HP）

10 000 次，得到随机引进 1 只羊不做检测，传入

与个体流行率（P1）是主要的风险因素，其相关

布 病 的 概 率 Pc（D+|T-） 为 1.99×10-4（95%Cl：

系数分别为 0.40 与 0.17。

2.5.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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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 100 只羊至少有 1 只患病羊物的风险是“单检
测”的 6.5 倍。由此可以看出，混群前开展 1 次实
验室检测，筛查羊群中的感染动物，对保持羊场的
布病净化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通过敏感性分析发现，导致净化场传入布病
图8

3

的风险因素为羊所在地区的群流行率与个体流行

敏感性分析结果

率。如果采取措施降低群流行率与个体流行率，那

分析与讨论

么羊场引进成年羊传入布病的可能性将大幅降低。

按照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的风险分析定

现如今，开展布病净化场建设推广工作所采取的一

义，风险分析是指对危害因素带来的风险进行评估，

系列措施，能够有效降低场群流行率。因此，本

主要内容包括危害识别、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

研究也较好地证明了开展布病净化推广工作的重要

险交流。传入评估、暴露评估、后果评估是风险分

性。当净化场越来越多，传入风险因素的关键参数

析中风险评估的 3 个主要组成部分，它们可以单独

也就得到了控制，所以布病净化推广工作要更加广

构成整个风险分析过程，也可以根据研究目的开展

泛宣传，科学有效实施。从本研究模型来看，如果

相关内容完成风险分析。本研究则聚焦于传入评估

群流行率与个体流行率均被有效控制，则可以节约

的相关风险分析。

实验室检测费用，所以从这个角度分析，净化场建

对于省内动物调运目前并无有关检疫的严格

设关系到每位养殖场户的切身利益。在敏感性分析

要求，加之引进动物的养殖场往往忽略混群前检测，

中，隔离措施的保护作用并不明显，其相关系数只

因而通过引进动物传入布病的可能性极大。依据计

有 0.05。实际中，隔离措施仅通过肉眼观察，发现

算模型结果，本研究对不同引进路径进行分析，分

患病动物的可能性较低，不能很好地排查出阳性动

别设立了“双检测”（产地检疫时、混群前均做 1
次采样检测筛查阳性动物），“单检测”（混群前
做 1 次采样检测筛查阳性动物）以及“无检测”（不
采样检测）3 种路径。通过研究发现：经过“双检
-6

测”，引进 1 只羊传入布病的可能性为 4.84×10 ；
经“单检测”，引进 1 只羊传入布病的可能性为
-5

3.07×10 ；“无检测”时，引进 1 只羊传入布病
-4

的可能性为 1.99×10 。对比发现，“无检测”的
引进风险是“单检测”的 6.5 倍，是“双检测”的
41.1 倍。可见，开展实验室检测是保障养殖场户羊

物。但是隔离的目的是利用潜伏期这个时间段暴露
更多的感染动物，所以隔离措施看似没有更多的保
护意义，但是实际中它与混群前检测措施配套设置，
会发挥重要作用。
本次风险分析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模型
参数中的群流行率、个体流行率是通过省羊布病专
项流行病学调查获得的，其中样品检测由山东省动
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与 16 个地级市动物疫病预防
控制中心实验室一同完成，所以在样品采样、检测
方法与结果读取方面可能会存在差异性，不确定性

群健康的重要途径，也是维持布病净化状态的重要

评价为“低”。隔离措施发现患病动物的数据来自

抓手。通过分析计算模型结果发现，“无检测”引

对羊场的调查问卷，但不同规模场户在隔离措施执

进成年羊，每引进 100 只羊，至少 1 只是患病羊的
可能性是 1.975%，而“单检测”同样引进 100 只羊，
至少 1 只是患病羊的可能性只有 0.306%，如果开
展 2 次检测，可能性将会降至 0.048%。“无检测”

行与患病羊临床诊断经验上存在差异，而问卷调查
在选择养殖场户时，未严格区分净化场与非净化场，
也未能合理区分不同规模场，导致结果可能存在一
（下转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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