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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查明湖南省郴州市黄牛弓形虫感染情况并探讨其可能的风险因素，应用间接血凝试验（IHA）检测

该地区 9 个牛场 710 份黄牛血清样品中的弓形虫抗体，使用统计学方法计算黄牛弓形虫血清阳性率，使用 SPSS
V23.0 软件，对不同风险因素的弓形虫感染情况进行卡方检验。结果显示 ：受检黄牛血清样本中检出弓形虫抗
体阳性共 64 份，抗体阳性率为 9.0% ；所有被检牛场均存在感染，其中资兴市牛场抗体阳性率（14.5%）最高 ；
春季（12.9%）和夏季（13.7%）的弓形虫抗体阳性率高于秋季（5.1%）和冬季（4.1%），差异显著（P ＜ 0.05）；
规模牛场的弓形虫抗体阳性率与散养牛场弓形虫抗体阳性率分别为 8.9% 和 9.1%，差异不显著（P ＞ 0.05）；卫
生状况差的牛场弓形虫抗体阳性率（12.9%）高于卫生状况好的牛场（7.4%），差异明显（P ＜ 0.05）；母黄牛
弓形虫抗体阳性率（9.1%）略高于公黄牛（8.6%），差异不明显（P ＞ 0.05）；所有年龄段黄牛均可感染弓形虫，
其中 3 岁以上黄牛的弓形虫抗体阳性率最高（14.8%），而 3 岁以下的黄牛弓形虫抗体阳性率为 7.8%~9.7%，差
异不显著（P ＞ 0.05）；有猫存在的牛场弓形虫抗体阳性率为 12.8%，而没有猫的牛场弓形虫抗体阳性率为 2.9%，
差异显著（P ＜ 0.05）。郴州市北部牛场感染弓形虫的风险约是西部的 8.4 倍，南部约是西部的 8.6 倍，中部约
是西部的 4.6 倍 ；有猫存在的牛场感染弓形虫的风险是没有猫的 4.8 倍 ；黄牛在夏季感染弓形虫的风险约是在冬
季的 3.7 倍，卫生状况差的牛场黄牛感染弓形虫的风险约是卫生状况好的 1.9 倍。结果表明 ：郴州市黄牛养殖场
弓形虫感染普遍，而牛场地理位置、猫的存在、季节和牛场卫生状况是黄牛弓形虫感染的主要风险因素，故应
根据主要风险因素制定相应的防控措施，做好牛弓形虫病防控，以确保人类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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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infection of Toxoplasma gondii in cattle in Chenzhou City of Hunan Province，
and to ﬁnd out its possible risk factors，710 serum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9 cattle farms in the region to detect

antibody against Toxoplasma gondii by indirect hemagglutination test（IHA），to calculate the positive rate by the

statistical method，and to conduct Chi-square test for different risk factors using SPSS V23.0 softwa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64 positive samples were detected，with positive rate of 9.0% ；all detected farms were infected，
especially the farms in Zixing City（14.5%）；the positive rates in springs（12.9%）and summers（13.7%）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falls（5.1%）and winters（4.1%），with obvious difference（P ＜ 0.05）；the positive rates were

8.9% and 9.1% respectively in intensive farms and free-range households，with slightly difference（P ＞ 0.05）；
higher in the farms with poor health conditions（12.9%）compared to those with good conditions（7.4%），with

obvious difference（P ＜ 0.05）；slightly higher in female cattle（9.1%）compared to the male ones（8.6%），with
little difference（P ＞ 0.05）；highest in the cattle above 3-year old（14.8%），and 7.8% to 9.7% in those less than 3-year
old，with slightly difference（P ＞ 0.05），although all cattle could be infected ；and was 12.8% in the farms where

cats were available，and 2.9% in those without any cat，with obvious difference（P ＜ 0.05）. The risk of Toxoplasma
gondii infection was about 8.4 times in the farms in north Chenzhou Cit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west，8.6 times in the

south than that in the west，4.6 times in the middle than that in the west，4.8 times in the farms with cats than those
without cats，3.7 times in autumns than in winters，and 1.9 times in the farms with poor conditions than in those with
good ones. In conclusion，Toxoplasma gondii was widely distributed in the farms in Chenzhou City，and its main
infection risk factors included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the farms，the presence of cats，seasons and health conditions
in the farms，corresponding measures should be accordingly developed based on the above risk factors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oxoplasmosis，and to ensure human safety.
Key words ：Toxoplasma gondii ；cattle ；IHA ；antibody positive rate ；risk factor

弓形虫（Toxoplasma gondii）是一种世界范围

弓形虫感染情况未见报道。因此，监测该地区黄牛

内广泛分布的机会性病原虫，可寄生于除红细胞外

弓形虫流行情况并分析影响其感染的风险因素具有

的所有有核细胞，可自然感染人类以及犬、猫、猪、

重要公共卫生意义。

牛、羊、鸡等温血动物，其终末宿主是猫等猫科动

1

物 [1-2]。由弓形虫感染引起的弓形虫病是一种人兽
共患病，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列为须报告
动物疫病，我国将其列为二类动物疫病 [3]。弓形虫病
在免疫力正常的人群中不表现明显的临床症状 [4-7]，
但对免疫力低下人群损害极大，严重者甚至死亡 [8]。
家畜感染弓形虫后，可出现流产等繁殖障碍症状，
对养殖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9-10]

，且能通过其

肉、 奶 制 品 等 直 接 或 间 接 地 传 染 给 人 而 威 胁 人
类健康

[11]

。

我国是全球牛肉的主要消费市场，2019 年牛
肉消费量为 840 万 t。人类感染弓形虫主要通过
摄入生的或未煮熟的食物，包括肉类 [11]。初步调
查

[12]

1.1

材料和方法
采样策略和样本来源
根据《湖南省动物疫病监测与流行病学调查

计划》，结合随机取样原则，分别从郴州市的东部（汝
城县）、西部（嘉禾县）、南部（宜章县）、北部（安
仁县）和中部（苏仙区和资兴市）地区的牛场采样。
经调查全国肉牛饲养规模记录数据，这 6 个地区共
有规模化牛场（150 头≤存栏数＜ 2 000 头）4 个（苏
仙区 1 个、汝城县 1 个、资兴市 1 个、安仁县 1 个），
散养牛场（30 头≤存栏数＜ 149 头）93 个（苏仙
区 27 个、宜章县 6 个、嘉禾县 7 个、安仁县 4 个、
资兴市 49 个）。本次研究样品来自 9 个牛场，其
中规模场 4 个、散养场 5 个（每个地区各取 1 个）。
对存栏量大于 150 头的规模场，按照 5% 的比例采

表明，湖南省黄牛弓形虫抗体阳性率高达

样，对散养场则全群采样。2018 年秋季、冬季以

24.5%。湖南省黄牛养殖逐渐兴盛，而郴州市拥有

及 2019 年春季、夏季，共通过颈静脉采集黄牛血

湖南省主要的黄牛养殖基地，但是关于郴州市黄牛

液样本 71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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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处理

1.2

表1

将 血 液 样 本 置 于 普 通 一 次 性 塑 料 管 中， 经
4 000×g 离心 10 min 后得到血清，将血清转入新
的离心管中并保存在 -20 ℃直至使用。
主要试剂

1.3

弓形虫 IHA 抗原、标准阴性血清、标准阳性
血清（效价≥ 1:1 024）和稀释液，均购自中国农
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地区

阳性数 / 被检数

阳性率（95%CI）/%

汝城

3/32

9.4（0~19.5）

苏仙

6/154

3.9（0.8~7.0）

资兴

11/76

14.5（6.6~22.4）

安仁

29/229

12.7（8.4~17.0）

嘉禾

2/118

1.7（0~4.0）

宜章

13/101

12.9（6.3~19.4）

总计

64/710

9.0（6.9~11.1）

方法

1.4
1.4.1

间接血凝试验（IHA）

表2

按照文献 [13-14]

和《弓形虫病诊断技术》（NY/T 573—2002）进
行检测。先在反应板每孔滴加 0.075 mL 血清，然
后在第一孔滴加 0.025 mL 样品，随后以 4 倍递呈
稀释 3 孔，最后一孔弃去 0.025 mL，盖上玻璃板，
使用微型振荡器振荡 2 min。完成上述步骤后，放

因素

卫生
状况

区域

呈现“澄清”以上凝集者判为阳性，若有可疑孔，
数据分析

用 Excel 2016 软件整理收集到

的数据，并计算黄牛弓形虫血清抗体阳性率及其

季节

性别

生状况、地区、季节、黄牛性别、黄牛年龄以及养
殖场是否有猫）的弓形虫感染情况进行多元逻辑回
归分析，当 P ＜ 0.05 时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本调查还分析了基于似然比统计的优势比（OR）
及其 95%CI。
2

好
差

总体情况
在采集的 710 份黄牛血清样品中，检测出弓

形虫抗体阳性 64 份，平均抗体阳性率为 9.0%（表

优势比
（OR，95%CI）

年龄

是否
有猫

2.2.1

7.4（5.1~9.7）

P值

1.000

参照组

12.9（8.4~17.5） 1.860（1.101~3.145）

0.022

12.7（8.4~17.0） 8.410（1.971~35.890） ＜ 0.001

南部

12.9（6.3~19.4） 8.568（1.885~38.952）

0.002

中部

7.4（4.0~10.8） 4.629（1.051~20.387）

0.026

9.4（0~19.5）

6.000（0.958~37.586）

1.7（0~4.0）

参照组

0.065

春季

12.9（8.5~17.3） 2.276（0.892~5.812）

0.096

夏季

13.7（9.4~18.0） 3.702（1.511~9.068）

0.003

秋季

5.1（0.7~9.5）

1.254（0.372~4.230）

冬季

4.1（0.9~7.3）

参照组

公

8.6（4.1~13.0）

参照组

母

9.1（6.7~11.5） 1.076（0.569~2.034）

0.759

1.000

≤1岁

7.8（3.4~12.2）

1~2 岁

8.1（5.0~11.1） 1.035（0.492~2.177）

1.000

2~3 岁

9.7（5.7~13.6） 1.266（0.591~2.714）

0.576

＞ 3 岁 14.8（5.3~24.3） 2.055（0.779~5.426）

0.176

是
否

结果与分析

2.1

阳性率
（95%CI）/%

北部

西部

95% 置信区间（95%CI）。采用 SPSS V23.0（IBM，
Chicago，IL）软件，对不同变量（牧群规模、卫

类别

东部

则需复检 [15]。
1.4.2

湖南省郴州市黄牛弓形虫血清流行率
相关变量分析结果

参照组
畜群 ≥ 150 头 8.9（5.8~11.9）
规模 ＜ 150 头 9.1（6.3~12.0） 1.033（0.617~1.731）

入 37 ℃恒温箱中 2 h 后观察结果。每板设阴、阳
性及空白对照各 2 孔。被检血清 1:16 稀释孔内，

湖南省郴州市各地区黄牛血清弓形虫抗体
检测结果统计

参照组

12.8（9.7~15.9） 4.838（2.269~10.316） ＜ 0.001
2.9（0.9~4.9）

地区分布

参照组

不同地区黄牛弓形虫抗体阳性

率分析结果显示：南部和北部牛场黄牛弓形虫抗体
阳性率较高，分别为 12.9% 和 12.7%，东部和中部

1）。所有被检牛场均存在感染，场群抗体阳性率

较低，阳性率分别为 9.4% 和 7.4%，而西部最低，

为 100%。

仅为 1.7%。

2.2

三间分布及风险因素

2.2.2

季节分布

在 不 同 的 季 节 分 组 中，春季

2018 年秋至 2019 年夏，郴州市各县区黄牛弓

（12.9%）和夏季（13.7%）黄牛弓形虫抗体阳性

形虫抗体阳性率及相关风险因素分析结果见表 2。

率较高，而秋季和冬季的阳性率明显低于这两个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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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分别为 5.1% 和 4.1%（P ＜ 0.05）。
群间分布

2.2.3

这些差异可能与地理区域、气候环境和饲养管理

规模牛场的抗体阳性率与散养

有关。

牛场没有明显差异（P ＞ 0.05），分别为 8.9% 和

3.2

9.1%；卫生状况差的牛场抗体阳性率（12.9%）明

3.2.1

显 高 于 卫 生 状 况 好的 牛 场（7.4%，P ＜ 0.05）；

地理区域是黄牛感染弓形虫的最主要风险因素，其

母黄牛弓形虫抗体阳性率为 9.1%，略高于公黄牛

原因可能与不同区域的水流域有关 [23]。之前的研

（8.6%），但差异不显著（P ＞ 0.05）；不同年龄

究 [24] 表明，弓形虫卵囊可以通过淡水径流进入海

段的黄牛均可感染，其中 3 岁以上黄牛的弓形虫

洋，从而对居住在河流、湖泊附近的人类和其他动

抗体阳性率最高，为 14.8%，而 1 岁以下、1~2 岁和

物构成威胁，而资兴市为此次调查中黄牛弓形虫血

2~3 岁年龄段的黄牛弓形虫抗体阳性率分别为 7.8%、

清阳性率最高的地区，其境内有东江湖等湖泊流域，

8.1%、9.7%，但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增加了黄牛在饮水时感染弓形虫的风险。

有猫存在的牛场弓形虫抗体阳性率为 12.8%，而没

3.2.2

有猫存在的为 2.9%，差异显著（P ＜ 0.05）。

存在是影响黄牛感染弓形虫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

风险因素

影响因素
地理区域

根据本调查的分析结果可知，

养殖场有无猫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猫的

基于上述三间分布结果，认为

调查发现有猫存在的养殖场弓形虫阳性率大大高于

黄牛养殖的地理区域、季节以及养殖场中猫的存在

没有猫的养殖场，这与之前的研究 [25-27] 结果一致。

和卫生状况是影响郴州市黄牛弓形虫感染的 4 个主

猫科动物作为弓形虫的终末宿主，是唯一可以用卵

要风险因素。郴州市北部牛场感染弓形虫的风险约

囊污染环境的动物 [28]。这些卵囊对环境因素具有

是西部的 8.4 倍，南部约是西部的 8.6 倍，中部约

高度的抗性，可以在潮湿的环境中产生孢子并存活

是西部的 4.6 倍；有猫存在的牛场感染弓形虫的风

数月 [29]。养殖场的猫和黄牛经常近距离接触，甚

险是没有猫的 4.8 倍；黄牛在夏季感染弓形虫的风

至同饮水，持续接触猫粪便中排泄的卵囊会增加感

险约是在冬季的 3.7 倍，卫生状况差的牛场黄牛感

染的风险 [30]。有猫的养殖场弓形虫血清阳性率较

染弓形虫的风险约是卫生状况好的 1.9 倍（表 2）。

高，这提示应重视猫科动物污染环境的风险。

3

3.2.3

2.2.4

3.1

讨论
总体情况

季节因素

本调查结果显示，季节因素也

是黄牛感染弓形虫的风险因素之一。其中黄牛在春

本调查结果显示，郴州市黄牛弓形虫抗体阳
性率为 9.0%，与近十年来国内牛弓形虫血清总阳
[16]

性率（10.1%）

相近，但相比于 21 世纪初湖南

夏两季弓形虫抗体阳性率最高，明显高于秋冬两季，
这可能与春夏的温度和湿度高有关。弓形虫的感染
在温暖潮湿地区比寒冷干燥地区更普遍 [5]。作为牛

省黄牛弓形虫抗体阳性率（24.5%）[12] 有明显降低，

饲料的新鲜牧草可能是弓形虫卵囊的温床，而潮湿

这可能与 2012—2020 年采取的疫病控制措施有关。

的环境有利于卵囊的存活。本调查的结果与以往的

本研究结果比 2018 年重庆市部分地区牛弓形虫抗

报道一致 [25，31-33]。但也有研究表明，季节并不是

体阳性率（27.25%）[17]、2017 年云南省临沧市牛

弓形虫感染的风险因素 [34-35]。

弓形虫抗体阳性率（14%）[18] 都要低，但比 2019 年

3.2.4

[19]

延边市黄牛弓形虫抗体阳性率（5.0%） ，2018 年
[20]

河南省牛弓形虫抗体阳性率（1.93%） ，2019 年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卫生因素

也能影响黄牛感染弓形虫，卫生状况好的牛场弓形
虫阳性率明显低于卫生状况差的牛场。不规范管理

[21]

的养殖场导致黄牛饮用水质差、饲料不新鲜等一系

[22]

列问题，都有可能增加黄牛感染弓形虫的风险。

青海省互助加定镇牛弓形虫抗体阳性率（0） 和内蒙
古自治区部分地区牛弓形虫抗体阳性率（0） 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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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群规模

3.2.5

调查结果显示，规模牛场的抗

体阳性率与散养牛场没有明显差异，分别为 8.9%
和 9.1%，经分析后可知，群规模并不是影响郴州
市黄牛感染弓形虫的风险因素，造成该结果的原因
尚不清楚，但是样本量的差异可能对结果造成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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