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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2022 年 1—3 月，烟台市报告 19 例人间布鲁氏菌病（以下简称“布病”）病例，给全市布病防控与净

化带来了极大挑战。为了解烟台市畜间布病流行现状及饲养管理状况，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对养殖场（户）的
牛羊引入购进、生物安全措施、饲养管理及意识行为等进行调研。同时，采集牛羊血清，用虎红平板凝集试验
进行初筛，竞争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进行确诊。本次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166 份。结果显示，99.40%（165/166）
受访户牛羊购自省内，75.30% 受访户购买牛羊有检疫证明，56.02% 受访户购买动物销售方能够提供布病检测
报告。73.49% 养殖场（户）具备消毒设施，并能定期消毒。78.92% 受访户了解布病，6.02% 受访户有喝生牛羊
奶习惯，8.43% 受访户自己屠宰牛羊。经布病抗体检测，牛群体阳性率为 2.50%，个体阳性率为 0.20%，羊群体
阳性率为 2.50%，个体阳性率为 0.30%。本次调研掌握了烟台市牛羊调运监管、饲养管理、意识行为及畜间布
病感染情况，为防范布病散播风险指明了方向，为布病防控及非免疫净化区建设提供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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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January-March，2022，19 cases of human brucellosis were reported in Yantai City，posing a great

challenge to the prevention，control and puriﬁcation of brucellosis.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prevalence of
animal brucellosis and farming management in the city，a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introduction and purchase of cattle and sheep，bio-safety measures，feeding management，awareness and behaviors
of farms（households）. Meanwhile，the serum of cattle and sheep was collected for primary screening by rose bengal
plate agglutination test（RBPT）and for conﬁrmation by competitive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cELISA）.
A total of 166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in this investig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99.40%（1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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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dents purchased cattle and sheep within the province，75.30% with quarantine certiﬁcates，and 56.02% from
the sellers with brucellosis test reports. 73.49% farms（households）were equipped with disinfection facilities for
regular disinfection. 78.92% respondents knew about brucellosis，6.02% were used to drinking raw milk from cows
and sheep，and 8.43% slaughtered cattle and sheep by themselves. It was tested that，the positive rate was 2.50% in
cattle population and 0.20% in individuals，2.50% in sheep population and 0.30% in individuals. The information about
supervision for cattle and sheep transportation，farming management，awareness and behaviors as well as animal
brucellosis infection in the city was collected，which provided a guidance for preventing potential risk of brucellosis
spreading，and supported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brucellosis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of a puriﬁcation zone
without vaccination.
Key words ：brucellosis ；cattle and sheep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farm

布鲁氏菌病（brucellosis，以下简称“布病”）

病专项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问卷”。调查问卷题型

是一种由布鲁氏菌引起的人兽共患传染病，可感染

包括单选、填空，内容包括养殖场（户）基本信息、

多种动物和人，引起发热、无力、关节炎、流产、

牛羊购进引入、饲养管理、消毒设备、隔离场所、

不孕不育等症状 [1]，严重危害畜牧业发展和人类健

饲养方式、生物安全措施及意识行为等方面。通过

康。2022 年 1—3 月， 烟 台 市 有 8 个 区 市 报 告 19

“问卷网”系统制作、发放和回收调查问卷。

例人间布病病例，其中 4 例为集聚性感染，给全市

1.3

布病防控与净化带来了极大挑战。布病防控一直是
烟台市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重点，截至目前，烟台
市存栏量 100 头以上的规模牛场有 77 家，存栏总
量达 3.27 万头，散养户牛存栏量 5.58 万头；存栏
量 100 只以上的羊场有 36 家，存栏总量达 1.08 万只，
散养户羊存栏 25.32 万只。
为确保布病各项防控措施落到实处，全力维
护畜牧业生产安全、畜产品质量安全和公共卫生安
全，了解烟台市畜间布病流行现状及饲养管理状况，
对养殖场（户）的牛羊引入购进、生物安全措施、
饲养管理及意识行为等展开调研，以期为全市布病
流行状况储备基本数据，为布病防控及非免疫净化
区建设提供支撑。
1
1.1

材料与方法
调研对象与时间
2022 年 1—3 月，在烟台市 9 个区市及所辖乡

镇随机抽取规模场展开问卷调查，以养殖场（户）
饲养管理人员为受访对象。
1.2

调研方法与内容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设计“烟台市 2022 年布

抽样策略
采用两阶段抽样策略。第一阶段确定规模场

数，应用估计流行率方式计算 [2]；第二阶段确定场
内样品数，应用发现疫病方式计算，存栏量不足抽
样数量的，按照实际存栏量采样。
检测方法

1.4

使用虎红平板凝集试验（RBPT）和竞争酶联
免疫吸附试验（cELISA）对采集的牛羊血清进行
布病抗体检测。
数据统计

1.5

从“问卷网”系统中导出数据，使用 SPSS 软
件进行整理和统计分析。
2
2.1

结果
问卷收集、样品采集情况
使用估计流行率方式确定规模场数，设预计

流行率为 50%，可接受误差为 5%，置信区间为
95%，得到抽样场（户）数为 42 个，散养户为 124 个。
应用发现疫病方式计算场内抽样数，设预计流行率
为 10%，试验敏感性为 98%，置信区间为 95%，
得到场内抽样数为 29 份。现场调查并收集有效电
子调查问卷 166 份，其中牛养殖场（户）39 份，
占调查总数的 23.49%，羊养殖场（户）127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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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调查总数的 76.51%。共采集牛羊血清 2 654 份，

2.3

其中牛血清 989 份、羊血清 1 665 份。抽样规模场

被调查的所有养殖场（户）中有 164 家在近
3 年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采样监测中未检出布病

及样品数量具体分布见表 1。
表1

饲养管理情况

阳性，占调查总数的 98.80%，有 2 家各发现 1 例

规模场及样品分布

布病阳性动物，占调查总数的 1.20%。有 122 家具

区县

规模场
数/个

采样场
数/个

牛采样
数/份

羊采样
数/份

招远

3

3

176

169

蓬莱

2

2

56

187

龙口

7

6

58

212

格执行消毒计划，占调查总数的 21.08%，有 9 家

莱阳

9

8

327

185

养殖场（户）无消毒设施，不能满足消毒要求。有

牟平

4

4

118

80

130 家具备隔离场所，占调查总数的 78.31%，剩

海阳

3

3

106

74

余 36 家不具备隔离场所，占调查总数的 21.69%。

福山

2

2

60

211

莱州

8

7

29

248

栖霞

8

7

59

299

合计

46

42

989

1 665

2.2

基本情况

备消毒设施设备，并有计划地实施消毒，占调查总
数的 73.49%，有 35 家虽具备消毒设施，但不能严

有 120 家养殖场（户）会对新调入的牛羊进行隔离，
占调查总数的 72.29%，隔离期一般为 20~30 d，剩
余 46 家不进行隔离，占调查总数的 27.71%。有 26
家有动物混养现象，占调查总数的 15.66%，剩余
140 家无动物混养现象，占调查总数的 84.34%。

被调查的牛羊养殖场（户）中有 79 家为肉用，

调查人员根据养殖场（户）入场管理、免疫

占调查总数的 47.59%，5 家为种用，占调查总数

情况、栏舍整洁度等情况，现场给予生物安全措施

的 3.01%，42 家为乳用，占调查总数的 25.30%，

执行情况综合评价，其中优等 86 家，占调查总数

40 家为肉乳兼用，占调查总数的 24.10%。有 165

的 51.81%，良好 71 家，占调查总数的 42.77%，

家养殖场（户）的外购动物来自省内，占调查总数

较差 9 家，占调查总数的 5.42%。有 49 家公牛（羊）

的 99.40%，仅 1 家来自省外（广东省），占调查

和母牛（羊）混合饲养，占调查总数的 29.52%，

总数的 0.60%，其中，购自省内的养殖场（户）中

剩余 117 家分开饲养，占调查总数的 70.48%。有

有 157 家购自烟台本市，占调查总数的 95.15%，

2 家种公牛（羊）寄养在其他养殖场（户），占

各有 1 家分别购自济南市、青岛市、东营市、潍坊

调查总数的 1.20%。有 4 家进行放养，占调查总

市，各占调查总数的 0.61%，2 家购自济宁市，占

数的 2.41%，有 144 家进行圈养，占调查总数的

调查总数的 1.21%，3 家购自威海市，占调查总数

86.75%，有 18 家放养与圈养结合，占调查总数的

的 1.82%。被调查的养殖场（户）中有 2 家通过公

10.84%。涉及放养的养殖场（户）中有 2 家与其他

司购买牛羊，占调查总数的 1.20%，有 14 家通过

养殖场（户）共同放牧或共用草场，占比 9.09%。

经纪人购买，占调查总数的 8.43%，有 150 家自行

2.4

购买，占调查总数的 90.36%。有 125 家养殖场（户）

布病认知和防护情况
被调查的所有养殖场（户）中，认为了解布

购买的牛羊有检疫证明，占调查总数的 75.30%，

病的有 131 家，占调查总数的 78.92%，对布病了

剩余 41 家无检疫证明，占调查总数的 24.70%。有

解一点的有 24 家，占调查总数的 14.46%，不了

93 家购买动物时销售方能够提供布病检测报告，

解布病的有 11 家，占调查总数的 6.63%。有 153

占调查总数的 56.02%，剩余 73 家不能提供布病检

家自行接产犊牛或羔羊，占调查总数的 92.17%。

测报告，占调查总数的 43.98%。

有 158 家 在 抓 牛 羊 时 佩 戴 手 套， 占 调 查 总 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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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8%， 剩 余 8 家 不 佩 戴 手 套， 占 调 查 总 数 的

乏必要的隔离场所，或隔离时间较短等问题，增大

4.82%。 有 153 家 的 牛 / 羊 粪 用 于 种 地， 占 调 查

了布病输入的风险。

总数的 92.17%。有 40 家养殖场（户）销售牛羊

3.2

从业人员对布病防控知识了解不全面

粪，占调查总数的 24.10%。被调查的所有养殖场

对布病危害及防护知识了解不足是导致从业

（户）中 10 家有喝生牛羊奶的习惯，占调查总数

人员感染布病的高风险因素。养殖过程中未能及时

的 6.02%，剩余 156 家不喝生牛羊奶，占调查总数

发现阳性牲畜，并上报兽医主管部门，以致不能及

的 93.98%。有 14 家自己屠宰牛羊，占调查总数的

时拔除疫点剔除阳性动物，容易造成布病散播。在

8.43%，有 46 家雇佣专业屠宰人员帮忙屠宰，占

抓取牛羊过程中不佩戴手套、喝生牛羊奶、自行屠

调查总数的 27.71%，剩余 106 家到屠宰场或屠宰

宰牛羊等因素也大大增加了从业人员患病风险。

点进行屠宰，占调查总数的 63.86%。有 139 家在

3.3

当地屠宰，占调查总数的 83.73%，剩余 27 家不在

生物安全管理参差不齐
养殖场生物安全管理是牛羊饲养管理的重要

当地屠宰，占调查总数的 16.27%。

环节，是布病防控的重要屏障。大多数养殖场（户）

牛羊布病抗体监测情况

具备消毒设施设备，并有计划地实施消毒，能通过

2.5

经 RBPT 和 cELISA 检测，有 1 处牛场点的 2

最简单的生物安全措施最大程度减少布病及其他疫

份牛血清呈布病抗体阳性，群体阳性率为 2.50%，

病污染，降低布病散播风险。但牛羊与其他动物混

个体阳性率为 0.20%；有 2 处羊场点的 5 份羊血清

养，对啮齿类动物的防范措施形同虚设，购买来自

呈布病抗体阳性，群体阳性率为 2.50%，个体阳性

布病疫区的饲料、饲草并且未经足够静置，未能严

率为 0.30%。

格执行饲料、饲草消杀程序，共用草场等因素降低

3

了养殖场（户）整体生物安全环境，给布病感染带

风险因素
问卷调查发现，基层防疫力量薄弱，牛羊调

运监管存在漏洞，从业人员对布病防控知识了解不
全面，生物安全水平参差不齐，是造成布病感染的
主要风险因素。

来了潜在风险。
4

建议
烟台市牛羊养殖量大，做好布病及其他人兽

共患病防控工作，是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和畜牧业高

基层防疫力量薄弱，牛羊调运监管存在漏洞

质量发展的需要。此次调研结果提示，当地各级畜

受国家机构改革大环境和畜牧业发展方式转

牧兽医部门应做好以下 3 点工作：其一，加强检疫

变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地方政府对动物防疫工作的

监督。严格落实无疫区牲畜输入检疫制度，督促养

重视程度和保障力度不够，出现职能淡化、力量弱

殖场（户）落实落地报检和隔离制度。严禁从高风

化等问题。而且，乡村防疫队伍人员总体收入较低，

险区和布病免疫地区调入牛羊，调入、调出牛羊要

单人管辖区域兼顾多个村庄，人员年龄结构偏大，

在布病实验室检测阴性的基础上，出具动物检疫证

对现代化办公软件应用不熟练，影响监管信息上报

明。对未按规定申报无疫区检疫及相关制度，未经

的数量与质量，面临着待遇低、任务重、监管服务

检疫销售牲畜的违法行为需加大执法力度。其二，

3.1

跟不上

[3]

等难题。近年来，由于肉牛、肉羊养殖

加强流调监测。对养殖数量多、养殖密度大、交易

效益较好，活牛羊跨区调运频繁，大型规模场购买

频繁的片区和人间病例集中发生地区，加大实验室

动物时产地检疫证、布病检测证明两证齐全，具备

抽检比例和频次，切实掌握畜间真实染疫情况，分

隔离场所，能对外购动物进行隔离，但部分养殖场

析研判风险隐患。对发现的阳性牲畜，按照防治技

[4]

（户）存在两证不全，引种不申报、不报检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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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监管不到位、饲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以及人员安

术规范要求及时报告，并进行无害化处理。发生人

全防范意识不强等问题，需进一步完善布病及其他

间布病等人兽共患病病例的区市，及时开展回溯性

人兽共患病的监测、预警及防控机制。

流行病学调查。其三，加强宣传告知。充分利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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