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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襄阳市一起犊牛隐孢子虫病的暴发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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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2021 年 12 月 23 日，湖北省襄阳市某养殖场饲养的犊牛出现白痢、黄痢、血便等腹泻症状并死亡，病

牛经抗菌消炎治疗，效果不明显。为查明发病原因和可能的发病风险因素，湖北省联合襄阳市和保康县动物疫
病控制部门组建调查组，开展了紧急流行病学调查。调查组综合现场调查和实验室检测结果以及干预措施效果
推断 ：此次疫病暴发由隐孢子虫感染引起 ；病原由外购牛羊引入的可能性最大，也不排除周边野生动物传入的
可能 ；犊牛感染后因饲养管理水平低下导致抵抗力下降，因天气寒冷等产生应激，造成发病死亡。对发病犊牛
进行消炎、隔离保温和补液等对症治疗，同时提升生产管理和生物安全水平，随后疫病得到有效控制。本次调
查为中小规模养牛场防治隐孢子虫病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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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December 23，2021，diarrhea symptoms such as white diarrhea，yellow diarrhea and bloody stool
even death were observed in the calves in a farm in Xiangyang City，Hubei Province，the infected calves were

administered with antibacterial and anti-inflammatory drugs，with little effectiveness.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cause
and determine possible risks，an investigation team was organized by Hubei Center for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ogether with the animal disease control departments from Xiangyang City and Baokang County to conduct
an emergency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laboratory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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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well as the intervention measures，it was believed by the team that the outbreak was caused by Cryptosporidium ；
the pathogen was most likely to be introduced together with the purchased cattle and sheep，and the possibility
of introduction by surrounding wild animals was also available ；the calves，after infection，died due to reduced
resistance because of low level of management and stress caused by cold weather. The infected calves were treated

with antiphlogistic，isolation for heat preservation and ﬂuid infusion，meanwhile the level of production management
and bio-safety were improved，then the disease was effectively controlled. A reference was thus provided for futur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ryptosporidiosis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cattle farms.
Key words ：cryptosporidiosis ；outbreak investigation ；calf ；Hubei Province

隐孢子虫病，是由寄生在细胞内的隐孢子虫

调查方法

1.3

引起的人兽共患原虫病。隐孢子虫感染宿主广泛，

1.3.1

包括人类、哺乳动物、鸟类、鱼类、有袋动物、爬

消毒记录以及采取的生物安全措施，现场调查栏舍

行动物和两栖动物，导致宿主无症状或轻度至重度

构造布局、动物饲养情况和周边环境。

胃肠道疫病 [1-2]。隐孢子虫在自然界广泛存在，世

1.3.2

[3]

现场查看

查看养殖场的养殖生产记录、

访谈和问卷调查

通过与养殖场主、兽医

[7]

界上的水源中都能检测到隐孢子虫 。隐孢子虫主

座谈以及问卷调查 ，了解养殖场地理位置、存栏

要通过粪 - 口途径传播，也可通过直接接触以及食

数、生产管理模式、牛只调入 / 调出情况、发病经过、

[4]

入受污染的水、食物传播 。隐孢子虫病 1970 年

人员流动、流浪犬活动及采取的措施等。

在牛中被首次报道。该病被认为是牛的地方性传染

1.4

病。隐孢子虫是引起新生小牛肠炎的重要病原之一，

采样及实验室检测

也会引起牛急性或慢性胃肠道紊乱，产奶量减少，
体重减轻，严重病例可死亡

[5-6]

。

调查组采集养殖场动物的肛拭子、粪便和环
境样品，采样范围涉及每栋养殖舍和生活区域。样
品送至华中农业大学实验室，采用荧光定量 PCR

2021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2 年 2 月，湖北省襄

方法，对牛病毒性腹泻（BVDV）、牛轮状病毒

阳市某养殖场的犊牛出现腹泻并死亡，经当地兽医

（BRV）、牛冠状病毒（BCoV）以及隐孢子虫进

治疗，效果不明显。为查明发病原因，提出针对性

行检测，同时对产毒性大肠杆菌和致病性沙门氏菌

防控建议，2022 年 2 月底至 3 月中旬，湖北省动

进行分离培养鉴定。

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襄阳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1.5

数据分析
用 Excel 软件整理收集到的数据，对调查问卷

中心和保康县动物检疫和疫病防控中心组成联合调
查组，先后 3 次到现场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

数据进行分析，绘制疫病流行曲线，使用 Google

1

Earth 软件绘制疫点地理位置图。

材料与方法
病例定义

1.1
1.1.1

可疑病例

2
2021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2 年 3

调查结果
基本情况

2.1

月 15 日，该养殖场饲养的动物中，出现白痢、黄痢、

2.1.1

粪便带血等症状之一的，为可疑病例。

111.190 123、纬度 31.975 127），距离公路干道直

饲养情况

养 殖 场 位 于 大 山 深 处（经度

经华中农业大学实验室检测，

线距离 2 km（图 1），周边 5 km 范围内没有其他

确诊为隐孢子虫核酸阳性的可疑病例为确诊病例。

养殖户。2016 年养殖场建成后养牛，2021 年 6—

1.1.2
1.2

确诊病例
调查范围

对发病养殖场进行调查，同时对襄阳市辖区
内的牛养殖场进行犊牛腹泻发病情况排查。

7 月引入羊和猪。调查时，养殖场存栏牛 119 头、
猪 10 头、羊 90 只。养殖场现有牛舍 3 栋，羊舍和
猪舍各 1 栋（图 2），其中 A 栋为母牛舍，存栏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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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养牲畜调入 / 调出情况

39 头（母牛 23 头、犊牛 16 头），混养生猪 5 头；

2.1.2

B 栋为保育牛舍，存栏牛 50 头；C 栋为育肥牛舍，

繁自养，2016、2018、2019 和 2020 年分别从襄阳

存栏牛 30 头。养殖场牛羊的养殖方式为圈养和放

市本地引入牛 30、10、10 和 5 头，其中种公牛 3 头，

养相结合，猪为圈养。调查发现，养殖场管理较为

引入牛只未进行寄生虫检测；2020 年开始采用人

混乱，没有规范的生产记录和消毒记录，场区卫生

工授精进行牛繁殖，精液来源于本地供精。养殖场

状况较差（图 3）。

牛养殖采用自

出生的健康母牛育成种用，公牛和病弱母牛育肥后
在襄阳市内销售。2021 年 6 月，养殖场从湖北省
罗田县引入羊 61 只，采用自繁自养，中间未出售，
现存栏 90 只；2021 年 7 月，从本地购入 9 头仔猪
育肥，2022 年 1 月中旬出栏 5 头至本地屠宰，2 月
上旬又购入 6 只仔猪饲养。
牛免疫情况

2.1.3

养殖场牛于 2021 年 12 月 2

日免疫羊痘疫苗，间隔 1 个月免疫口蹄疫灭活疫苗
（O 型 +A 型，怀孕牛和 5 月龄以下小牛未免），
2022 年 3 月 5 日补免口蹄疫灭活疫苗（O 型 +A 型），
未免疫腹泻病毒疫苗。
饲料与饮水

2.1.4

养殖场牛饲料来源于当地的

农作物秸秆、青贮饲料、酒糟和从河南省购入的花
生秧，水源为本地山泉水。
图1

人员与车辆

2.1.5
发病牛场地理位置

养殖场内有专职养殖人员 2

名，均为本地人，每月回家 1 次，其余时间均在场
内；场内有运输车辆 1 台，用于拉饲草和拖运粪便。
流浪动物及野生动物

2.1.6

调查发现，养殖场

未饲养犬和猫，但相距 1.5 km 农户家的 1 只 2 岁
犬会到场区及周边游荡。经询问场主，养殖场周边
有野猪、野兔、果子狸、刺猬、狐狸、狗獾、野鸡
图2

养殖场布局示意图

和蛇等野生动物出没。
发病及治疗情况

2.2
2.2.1

临床症状及既往发病

犊牛主要表现腹式

呼吸，体格消瘦，皮肤弹性稍差，肛周毛发带有不
成型干粪便，鼻部、口腔及蹄部未见溃疡（图 4）；
出现腹泻症状，表现白痢、黄痢，部分出现血便。
因场地和生物安全原因，调查组未对病死牛只进行
剖检。另据调查，2019 年冬至 2020 年春、2020 年
冬至 2021 年春，该养殖场 70% 的犊牛曾出现腹泻，
部分腹泻犊牛死亡，病因不明，其他生产阶段的牛
图3

3

牛舍环境

未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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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6 头死亡（图 5）。
空间和群间分布

2.2.4

据排查，本次疫病只在

该养殖场发生，周边地区畜群未发病。发病犊牛集
中在 A 栋牛舍（母牛舍），而 B 栋和 C 栋牛舍均
未发病。羊舍为封闭圈舍，地面采用漏粪板，现场
未发现羊舍有异常情况。养殖场依山北而建，3 栋
牛舍靠近山边，冬季阳光照射时间比羊舍和猪舍少，
温度偏低。出现腹泻症状和死亡的均为犊牛。
图4

2.2.2

治疗用药情况

腹泻发生后，所在镇畜牧

中心防疫员对腹泻犊牛注射头孢噻肟钠、氟苯尼考、
恩诺沙星等药物，同时口服复合维生素 B、“得泻
停”、白头翁和杨树花，未对病牛进行隔离保温，
上述治疗均无效果。
2.2.3

时间分布

检测结果

2.3

发病犊牛临床表现

2021 年 12 月 23 日开始，养殖

场犊牛出现腹泻症状，但未引起养殖人员的足够
重视；2022 年 1 月 7 日，因腹泻死亡犊牛 1 头；

采集的样品经检测，2 份犊牛肛拭子以及 1 份
犊牛粪便、2 份羊粪便和 1 份犬粪便样品为隐孢子
虫核酸阳性，其他病原均未检出。
3

病因假设与验证
根据现场调查和检测结果，确定引起此次疫

病的病原为隐孢子虫，因生产管理水平低下导致犊
牛体质虚弱，抵抗力低，在寒冷天气应激下引起发
病死亡。

2022 年 1 月中下旬和 2 月中下旬，犊牛腹泻发病

根据病因假设，3 月 10 日起，调查组指导该

分别形成 2 个高峰，各有 8 头犊牛发病，其中 2 月

养殖场对腹泻发病犊牛注射阿奇霉素，投喂大蒜素

下旬死亡 3 头。截至 3 月 10 日，养殖场 25 头新生

和“泻立停”，对重症病牛进行输液治疗，同时对

犊牛除非正常死亡 3 头外，其余 22 头均发生腹泻，

发病犊牛进行隔离保温，提升生物安全水平，规范

图5

病例数量时间分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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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区和牛舍的清洁、消毒措施，清理牛舍和场区粪

次大幅度降温天气，加之山区气温较平原地区偏低，

污，用聚维酮碘和复合酚对场区和养殖舍进行消

牛只能在牛舍内投喂饲草圈养，污染的圈舍为新生

毒；加强养殖场的生产管理，清理牛舍并将 A 栋

犊牛感染隐孢子虫提供了理想条件。北爱尔兰相关

牛舍内的猪赶至猪舍喂养；加大襄阳市辖区内其他

研究 [11] 报道，冬季圈养是污染场区犊牛感染隐孢

牛养殖场的牛腹泻情况排查。腹泻病情约在治疗措

子虫的因素之一。

施实施 4 d 后得到基本控制，6 d 后回访，该养殖

4.2.2

场经采取干预措施，犊牛腹泻病情得到完全控制，

生产管理混乱，牛舍内粪便未及时清理，场区消毒

未新增死亡病例，由此初步验证了病因假设。

措施不到位，且用同一辆车运输粪污和饲草，这为

4

隐孢子虫感染创造了条件。羊舍为封闭舍，保温条

讨论
病原来源

4.1

饲养管理

养殖场生物安全措施不到位，

件好且采用漏粪板，而牛舍为半开放舍，紧靠山北，

通过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推断，引起此次腹泻

冬季阳光照射不足，保温措施较差，犊牛机体免疫

病情的隐孢子虫由外购牛羊引入的可能性最大，也

力低下，易感染隐孢子虫，同时感染后早期的治疗

不排除来自周边野生动物的可能性。

方式不正确，病情得不到有效控制，病程延长，因

4.1.1

牛羊等易感动物调入

养殖场 2016—2020

栏舍保温条件差、发病犊牛体质虚弱，最后因腹泻

年多次从本地引入牛只饲养，引进的牛只未进行隐

死亡。

孢子虫检测；2019 年秋冬，该养殖场出现过犊牛

4.3

局限性

腹泻死亡情况，之后每年的秋冬均出现犊牛腹泻病

该养殖场连续 3 年在秋冬季出现犊牛腹泻发

情，且临床症状和流行特征高度一致。成年牛感染

病死亡情况，现有的调查数据无法准确判定前两年

隐孢子虫的临床症状不明显，但新生犊牛对隐孢子

的腹泻是由犊牛隐孢子虫引起的，只能从流行特征

虫高度敏感，发生腹泻，严重时脱水死亡。经实验

上进行推断。因时间原因，此次流行病学调查未开

室检测，2021 年 6 月购入的羊也感染了隐孢子虫，

展牛只来源地和养殖场周边山区环境的溯源。此次

因此也不能排除购入羊引入病原的可能。综合流行

调查时间距首次发病时间较长，因养殖场生产记录

病学调查推测，引入牛羊将隐孢子虫带入养殖场的

不全，相关信息只能从场主和兽医的回忆采集。

可能性最大。

4.4
隐孢子虫可以感染人及多

养殖场合理布局，做好冬季犊牛舍的保温措

表明，犊牛的微小隐孢子虫

施，避免出现应激导致隐孢子虫病发生；提升生物

（C. parvum）感染率最高可达 80%。而 C. parvum

安全管理水平，受污染的养殖场应经常清除产犊区

能广泛感染啮齿类、牛科、骆驼科、马科、犬科和

和牛舍的粪便和受污染的垫料，建议结合使用合适

4.1.2

野生动物活动

建议

种动物。研究

[8]

[9]

非人类灵长类野生动物 ，放牧区的牛、羊和野生
[10]

的消毒剂（过氧化氢消毒剂）进行消毒，同时用热

动物能同时检出 C. parvum 。该养殖场附近有多

水清洗饲喂犊牛的器具，避免发生感染；出现犊牛

种野生动物出没，牛只在大山中放养，与野生动物

腹泻的养殖场应加强隐孢子虫检测，同时对发病犊

排泄物接触的概率较高，也不排除通过野生动物造

牛进行保温、补液，投喂益生菌，以降低感染后

成隐孢子虫感染的可能。

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养牛场注射 BVDV、BRV、

4.2
4.2.1

BCoV 疫苗和预防大肠杆菌乳房炎的疫苗，以降低

发病因素
天气寒冷

养殖场牛只采用圈养和山区放

养结合方式饲养。2021 年 12 月初，当地出现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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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腹泻病原混合感染的概率，同时做好新生犊牛
的初乳灌服。

流 行 病 学

5

infectious etiology，diagnosis，and intervention[J].

结论
根据现场调查、实验室检测结果以及干预措

施效果综合判断：此次犊牛腹泻死亡的病因是隐孢
子虫感染；病原由调入牛羊引入可能性最大，也不
排除周边野生动物带入的可能；饲养管理水平低下
导致犊牛抵抗力低，寒冷天气导致应激，因而造成
犊牛发病；发病犊牛因治疗方式不当，病期延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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