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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根除外源性牛结节性皮肤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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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2020 年 10 月发生外源性牛结节性皮肤病疫情后，内蒙古自治区积极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广泛的疫情

排查，对疫点实行了封锁、检疫、隔离、扑杀及无害化处理等综合性防控措施，对受威胁区域进行了全面的疫
苗免疫，并定期进行检疫和排查。通过采取有效的防控和监督保障措施，使疫病在短期内得到灭源与根除，为
当地养牛业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本文从疫病发生与防控过程、监督保障措施、所存问题等方面进行论述，
提出了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和健全检疫监管体系，强化进口及跨省流动动物监管，提升动物疫病防控能力等措施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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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s and Supervision for Eradication of Exogenous LSD in Inner Mongolia
Yang Dongmei，Jia Hao，Temuerbagen，Guo Yu，Ma Lifeng
（Inner Mongolia Center for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Hohhot，Inner 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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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an outbreak of exogenous lumpy skin disease（LSD）in October 2020，an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an extensive screening had been actively carried out in Inner Mongolia，a series of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have been taken in the infected areas，such as blockade，quarantine，isolation，
stamping out and harmless treatment，followed by vaccination in the threatened areas，regular quarantine and
screening. The disease，due to effective measures for prevention，control and supervision，was eliminated and
eradicated in a short period，suppor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local cattle industry. In the paper，the process from
occurrence to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disease，supervision and guarantee measures，problems therein，etc. were
discussed，then 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including improving relevant policies，regulations and quarantine
supervision system，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for imported animals and those transported across provinces，and
upgrading the capacities for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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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结节性皮肤病（lumpy skin disease，LSD）

外源性传入疫病，采取强有力的防控措施和监督保

是由痘病毒科山羊痘病毒属牛结节性皮肤病病毒

障，使 LSD 在短期内得到灭源与根除，为养牛业

（LSDV）引起的牛全身性感染疫病，2020 年农业

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农村部印发的《牛结节性皮肤病防治技术规范》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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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定为二类动物疫病管理 。2019 年 8 月，在我
[2]

疫病的发生与防控
疫病的发生

1.1

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次确诊发生 LSD 疫情 。

1.1.1

自 2020 年 10 月发生疫情后，内蒙古积极有效应对

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在动物防疫督察中发现，巴彦胡

收稿日期 ：2022-04-28

硕苏木舒图嘎查 75 头进口牛皮肤出现大面积多发

修回日期 ：2022-05-20

发病时间 2020 年 10 月，内蒙古锡林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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疙瘩样结节症状，伴有体温升高，部分结节破溃结

和检测阳性牛 120 头。

痂，临床疑似 LSD。该批牛由智利引进，在江苏

1.2.3

省连云港海关隔离场隔离期满后即调入内蒙古。内

疫技术规范》对高风险区域的牛进行紧急免疫。锡

蒙古自治区动物疫病防控机构立即采集皮肤结节、

林郭勒盟动物疫情应急指挥部下发了《关于抓紧组

口鼻拭子和抗凝血样品送检，3 d 后，经中国动物

织开展牛结节性皮肤病紧急免疫工作的通知》，对

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确诊为 LSD。

开展疫苗免疫

按照《牛结节性皮肤病免

高风险区域苏木乡镇所有 47.1 万头牛进行了紧急

内蒙古此次共引进同批次牛

免疫；包头市对九原区存栏的 22 095 头牛全部进

3 400 头。其中，调入锡林郭勒盟 2 974 头，涉及

行了紧急免疫。各地均研判疫情，对防控效果开展

5 个旗区（其中西乌珠穆沁旗 1 039 头、正镶白旗

风险评估，创建并推广综合防控集成技术模式，适

130 头、正蓝旗 1 320 头、阿巴嘎旗 58 头、乌拉盖

时开展牛的疫苗免疫。

管理区 427 头）；调入包头市 426 头，涉及九原区

1.2.4

某牧业有限公司。6 个旗区均出现 LSD 疫情，大

做好牛结节性皮肤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及

部分疫点分布在锡盟。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的工作部署，全区各盟市迅速

1.1.2

疫点分布

全方位开展流调

按照《农业农村部关于

锡林郭勒盟 5 个旗区引进牛中

开展了 LSD 流调工作，特别针对近年来进口和区

陆续有 964 牛头发病，发病率为 32.4%；死亡 49

外调入的牛。同时，每年结合春秋两季防疫在全区

辐射范围

1.1.3

头，病死率为 5.1%；涉及 15 个苏木乡镇、36 个

范围内开展专项流调，到目前未发现新发 LSD。

嘎查、89 个农牧户。首先发现疫情的西乌珠穆沁

2

旗共进口该批牛 1 039 头，发现可疑病例 273 头。

2.1

监管保障
在自治区督导组和专家组的指导下，各旗区

包头市九原区某牧业有限公司发病牛 9 头，发病率

严格按照防治技术规范要求，精准划定疫点、疫区，

为 2.1%，无死亡。
采样诊断

1.1.4

监督疫情旗区划定疫点、疫区

对所有发病牛采样送内蒙古自

采取隔离、消毒、检测、扑杀及无害化处理等防控

治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称自治区疫控中

措施，全力处置疫情。

心）进行 LSDV 核酸检测（荧光 PCR 方法） ，结

2.2

果检出 LSD 阳性。上述地区的发病牛和病死牛均

环境

[3]

督促养殖场户重视对传播媒介蚊、蝇、蠓、虻、

为同批进口牛，疫情未向外扩散，当地其他牛未见

蜱等叮咬昆虫及幼虫的消杀，清除孳生环境。掌握

发病和死亡现象。

对当地昆虫媒介生物种类、采食习惯、活动规律及

防控措施

1.2
1.2.1

启动应急预案

监督消毒灭源，消杀传播媒介，净化饲养

发病旗区政府紧急启动应

叮咬吸血习性，对现有媒介携带病毒及存活方式和

急预案，自治区、盟市及相关旗县立即安排防控经

危害季节进行调查 [4]，最大限度地阻断昆虫媒介的

费，用于疫情处置、物资购置、疫苗免疫、疫情排

传播途径。建立定期消毒制度，各地将环境消毒灭

查监测和监督保障。自治区疫控中心发布了《内蒙

源作为防疫的常态化工作。疫点病牛扑杀和无害化

古自治区牛结节性皮肤病防治技术指南》，指导防

处理后，对所接触的器具、垫料、饲料、污水及其

控工作，农牧部门第一时间派出专家组和技术人员

排泄物、分泌物等同时进行无害化处理，对养殖场

赴发病苏木嘎查、养殖场开展疫情处置和流调。
1.2.2

及时处置疫情

确定为外源性疫情后，锡

地、棚圈及环境进行清洁和消毒。锡林郭勒盟 5 个
旗区累计消毒面积 431.311 万 m2；包头市九原区累

林郭勒盟 5 个旗区共检测样品 3 004 份，扑杀并无

计消毒面积 13.39 万 m2。

害化处理发病牛和检测阳性牛 1 887 头；包头市九

2.3

原区共检测样品 426 份，扑杀并无害化处理发病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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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检测阴性牛实施隔离监管
锡林郭勒盟 5 个旗区和包头市九原区扑杀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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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害化处理发病牛和检测阳性牛后，对现存栏的

2 289 个次，排查牛 855.2 万头次；包头市累计排

1 344 头同批次牛实行了严格隔离。当地动物疫病

查苏木乡镇 318 个次、养殖场户 2 435 个次，排查

防控机构指派专人实施定点隔离监管，保障隔离条

牛 63.42 万头次。

件，改善隔离场环境条件，做好消毒和消杀昆虫，

2.7

加强检疫和流通环节监管

按时观察牛体健康状况，在隔离期满后，进行再次

自治区疫控中心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动

采样送检，确保疫病彻底消除，消除再感染隐患。

物检疫工作的通知》，严格产地检疫、屠宰检疫的

2.4

实施封锁和限制高风险地区动物流动

出证、验证和规范管理，落实跨省调运种用乳用动

疫区旗区都在疫点、疫区出入口设置检查站

物检疫审批，跨省调时运调运人须持有“动物检疫

卡，禁止易感动物及产品进出，在锡林郭勒盟设立

合格证明”及实验室检测报告，到达目的地后，向

了 26 个、在包头市九原区设立了 1 个消毒检查站。

所在地旗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告。同时，加大

同时，关闭了辖区内的活牛交易市场，对隔离动物

对贩运经纪人和运载车辆管控，实行动物贩运经纪

下发限制动物移动执法文书，限制高风险地区易感

人备案登记制度，在新增的“牧运通”模块中开发

动物向低风险地区流动。各地还建立了有效的疫情

应用车辆备案系统，实现了畜禽运输备案车辆和动

巡查和奖励机制，对及时发现疫情和未经检疫购入

物检疫电子出证的关联，并采集出证后的备案车辆

外地易感动物的举报人员进行奖励，查出了一批违

轨迹，达到检疫证明和畜禽运输轨迹同步保存。并

法违规调运牲畜的案件。

根据农业农村部活畜检疫调运反馈信息，对进入内

2.5

严格进口牛检疫监管

蒙古运输牛的车辆及启用地和运输目的地与当地有

自治区出台规定，要求进口动物须符合中国

关的车辆进行追踪和排查，发现疑似症状时严格按

与输出国政府签订的动物检疫条款和检疫要求，相

照防治技术规范处置；供屠宰用动物进入的，必须

关材料齐全。进口牛须经临床健康检查、检测阴性、

“点对点”调运到屠宰场，调运途中不得卸载。

疫苗免疫，凭海关有效检验检疫证明方可引进。动

2.8

实行报批和指定通道制度

物运抵后 24 h 内，向所在地旗县级动物卫生监督

部分地方，如锡盟行署下发了《关于加强动

机构报告，由官方兽医现场查验、核对耳标信息、

物调入监督管理的公告》，实行调入牛报告批准、

登记备案后，进行监督隔离观察，隔离观察期满经

盟市级报备制度，动物运抵后 24 h 内现场勘验，

检疫合格后方可混群饲养。全区各地按规定开展了

监督隔离观察。规定了两处公路进入的指定通道（太

进口牛专项检查，共检查进口牛 15 312 头。其中，

仆寺旗检查站和多伦县检查站）负责监督检查、信

呼和浩特市组成检查组对所辖 4 个旗县、11 个奶

息登记、车辆消毒和签章。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接

牛场 2020 年以来进口的 4 600 头奶牛的购入手续、

收未经指定通道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检查、消毒、

检疫凭证、免疫消毒记录、养殖档案、健康状况等

签章输入的动物和动物产品。

进行了详细的检查，未发现 LSD 相关症状的奶牛。

2.9

2.6

精准落实监管责任、开展广泛疫情排查

依托信息平台精准施策
自治区在检疫出证和落地监管等信息化建设

各地制定任务清单，将责任分解落实，按照

中统筹协调、健全数据，对奶牛规模养殖企业实行

属地管理的原则，对辖区内牛免疫、备案、调运、

了畜禽标识可追溯管理，奶牛规模养殖企业将关联

检疫、健康状态等进行拉网式摸排。全区 LSD 疫

信息录入自治区兽医信息化管理系统，并通过动物

情排查实行日报制，截至 2021 年底，全区累计排

检疫电子出证系统对跨省区和区内调运的动物进行

查养殖场户 232.8 万个次、屠宰厂 636 个次、交易

平台跟踪巡查及到达确认，将启运地出证与目的地

场所 293 个次，排查牛 4 136.5 万头次。其中，锡

反馈实现无缝衔接，有效推进了互联互通，实现了

林郭勒盟累计排查苏木乡镇 2 425 个次、养殖场户

产地与运输环节的全链条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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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疫情处置中发现的问题
牛只调运频繁，疫病发生风险增大，进口动

3.1

物未严格落实落地监管制度
此批进口牛是由政府牵头，农牧民与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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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监督的能力建设，落实辖区范围内动物调运流动
巡查监管责任，疏通疫情报告渠道，做到疫病早发
现、早处置。
4.2

企业签订合同引进的。牛只在海关隔离期满后，被

强化对进口及跨省调运动物的监管
严把进口动物检疫关，执行有效的准入和报

运输至目的地，但未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部门报告，

备制度，加强行业间及部门间的工作协调和信息共

也未实施查验和观察，而是将牛分散到了各购牛场

享，严格执行抵达目的地的及时监管。对于违法、

户，造成疫点数显著增多，波及面广的被动局面。

违规调运动物引发动物疫情的案件要协同海关、公

基层动物卫生监督机制落实不到位

3.2

机构改革后，各地动物卫生监督执法机构受

安等部门严厉打击。
4.3

进一步提升疫病综合防控能力

到合并、重组、整合、减编等因素影响，人员和经

特别要加强基层动物疫病防控基础性设施建

费严重不足，是目前制约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一大

设，完善动物疫病应急处置机制，提升实验室诊断

难题。养殖场户和基层兽医对新发病识别不够，未

水平，建立布局合理、政府主导的动物隔离场和无

及时发现和报告疫情，从发病牛抵达目的地到巡查

害化处理厂，达到疫病处置与扑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发现疫情已有半月之久。

4.4

进口动物隔离监管存在疏漏

3.3

进一步明确机构和体制
理顺各地动物卫生监督执法的机构和名称，

初步调查引进牛来源国为 LSD 无疫状态，进

尽量做到统一归口、上下一致、权责明晰、协同联

口牛到港时全部健康，疑似是在进口后隔离场隔离

动。要加强执法队伍的建设，配备与监督管理工作

时染疫的，同批次牛调运至不同地方均有发病，在

相适应的执法人员，提高人员素质，并加大对动物

隔离期满时已有个别牛出现病症，但未引起足够

卫生监督执法的经费投入，保障经费投入渠道畅

重视。

通，并满足执法工作的需要。

外源性疫病大面积突发，增加疫病防控压力

3.4

4.5

加强宣传培训

一是隔离同群引进的阴性牛所需的隔离场往

通过培训、印发宣传单、挂图等多种方式，

往是因地制宜，隔离条件不完全达标；二是在幅员

加大对养殖、经营、屠宰等相关从业人员疫病防控

辽阔、道路四通八达的牧区旗县实施疫区封锁和限

知识的普及，提高其对 LSD 的识别能力，帮助其

制高风险地区动物移动方面操作难度大。

掌握防控要点，增强其自主防范意识，做到群防群控。

跨部门间的协调联动及联防联控存短板

3.5

目前，动物进口隔离期满后对国内调入地如
何实施及时有效的跟踪监管仍缺少明确的规定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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