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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山羊布鲁氏菌病疫情的流行病学调查
赵子欣，吴健皓，闭璟珊，郑

敏，韦正吉，邹联斌

（广西壮族自治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广西南宁
摘

530001）

要 ：2021 年 6 月，广西某县一羊场检出布鲁氏菌阳性，怀疑当地暴发了羊布鲁氏菌病疫情。为确定病因，

控制疫情，减少损失，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采用现场访谈、实地调查、问卷调查、采样检测等方式开展了
流行病学调查。调查发现 ：此次疫情涉及该县 2 个乡镇 3 个行政村 10 个养殖场户 ；这 10 个阳性场户间有流行
病学关联，存在混牧、公羊共用和销售调运羊只等情况。调查认为，违规引种而引进感染动物，不按规定对调
入动物实施隔离饲养，养殖户生物安全意识差，是本次布鲁氏菌病疫情发生的主要原因。本次疫情警示，相关
防疫部门应加强防疫知识及相关法规的宣传教育，提高养殖场户的生物安全意识和依法落实防疫主体责任意识，
加强隔离饲养，避免混牧和公羊共用，依法规范引种、调运动物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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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on an Outbreak of Goat Brucell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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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xi Center for Animal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Nanning，Guangxi

530001，China）

Abstract ：In June 2021，a goat farm was found to be positive for brucellosis in a county in Guangxi，which was

suspected to be an outbreak of goat brucellosis.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cause，control further spreading of the
outbreak，reduce any losses and to prevent any similar incidents，an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was carried out by
means of on-site visit，ﬁeld investigation，questionnaire，sampling and testing. It was found that 10 farms/households
in 3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of 2 townships in the county were involved，which were epidemiologically related to each
other，shared same grasslands and breeding goats，purchased or sold goats from or to each other. It was investigated
that the outbreak was mainly caused by illegal introduction of infected animals，failure to quarantine the introduced
animals as required and farmers' poor awareness for bio-safety. It was thus recommended that relevant authorities should
increase the education on disease prevention and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improve farmers' awareness for biosafety and implement their responsibility as the actors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ccording to laws，strengthen quarantine，
avoid any sharing of same grasslands and breeding goats，and regulate any introduction and transportation of animals
according to 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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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氏菌病（brucellosis，以下简称布病）是

以上的猪、羊，8 月龄以上的牛进行布病监测。广

由布鲁氏菌（Brucella）感染引起的一种人兽共患

西是布病二类地区，在辖区内不开展布病免疫工作，

传染病，是世界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我国将其列

检出抗体阳性动物均被认定为感染动物，均应对其

为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二类动物疫病。广西已将

强制扑杀并无害化处理。

布病列入每年的动物疫病监测计划，要求对 5 月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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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广西某县在开展布病集中监测时
发现一养殖户羊群存在布病血清学阳性。经进一步
追踪调查，共检出布病阳性羊 116 只，涉及 2 个乡

公 共 卫 生

镇 3 个行政村 10 个养殖户，怀疑当地可能暴发了

11.24%，个体阳性率为 3.30%。

羊布病疫情，随即开展了流行病学调查。

2.2

1

2.2.1

材料与方法

1.1.1

疑似病例

地理分布 10 个阳性场户分布在该县相邻

的 2 个乡镇 3 个行政村４个自然屯。其中：甲乡竹

病例定义

1.1

阳性场点情况

2020 年 6 月以来，某县羊群中，

梅村 2 个（养殖户Ａ、Ｂ）、龙窝村１个（养殖户 C），

发生流产、产死胎、子宫内膜炎、乳腺炎、关节炎

乙镇古楼村 5 个（养殖户 D—H）、古楼村 2 个（养

之一的母羊和发生睾丸炎、附睾炎或多发性关节炎

殖户 I、J）。阳性场点分布见图 1。10 个阳性场户

之一的公羊。

共存栏羊 989 只，采样 927 份，检出布病阳性 116 份，

1.1.2

确诊病例

经平板凝集试验（RBT）和试

个体阳性率为 12.51%（表 1）。

管凝集试验（SAT）序列检验为布病阳性的病例。
调查范围与方法

1.2
1.2.1

调查范围

包括阳性场点及其周边养羊户。

1.2.2

现场调查

通过问卷调查、现场访谈，了

解阳性场户的饲养管理、免疫、引种调运、发病等
基本情况；实地察看阳性场户布局，了解疫情空间
分布情况。
1.2.3

实验室检测

对阳性场户及流行病学关联

场户采集血清样品，采用 RBT 进行初筛，对筛检
的阳性样品用 SAT 进行复核 [1]。结果判定依照国家
标准《动物布鲁氏菌病诊断技术》（GB/T 18646—

图1

2018）进行。
2

表1

结果与分析

布病阳性场点基本情况
饲 养 采 样 阳 性 个体阳 扑 杀
数 / 只 数 / 份 数 / 份 性率 /% 数 / 只

村屯

养殖户

竹梅村杨梅村

A

93

87

11

12.64

93

甲乡 竹梅村杨梅屯

B

125

125

1

0.80

1

龙窝村新厂屯

C

135

82

3

3.66

3

古楼村茶源屯

D

49

49

23

46.94

49

流产现象，但存在其饲养羊与周围养殖户羊混群情

古楼村茶源屯

E

56

56

6

10.71

56

况：2020 年 11 月，邻村一养殖户的努比亚公羊曾

古楼村茶源屯

F

150

147

16

10.88

142

窜入其羊场混养几天；2021 年 2 月，同村和邻村

乙镇 古楼村茶源屯

G

82

82

14

17.07

82

另外 2 个养殖户各有 1 只公羊窜入其羊场分别混养

古楼村茶源屯

H

50

50

7

14.00

50

32、63 d。据调查分析，此起疫情并非单点散发，

古楼村新厂屯

I

73

73

3

4.11

3

古楼村新厂屯

J

176

176

32

18.18

36

989

927

116

12.51

515

2.1

总体情况
2021 年 6 月 22 日，某县在布病集中监测中，

从养殖户 A 的羊群中检出 11 只阳性。据养殖户 A
反映：其未从省外引进过种羊，也未发现有母羊

有传播扩散的可能，随即对周边相关羊场户开展
布病排查和全覆盖监测，对全县其他场户开展抽样

乡镇

阳性场点地理位置

合计 / 平均

监测。截至 2021 年 9 月底，全县共调查了 89 个

2.2.2

发病情况 2020 年 6 月，当地疫病控制中

羊场户 6 131 只羊，采集羊血清 3 517 份，其中 10

心曾对养殖户羊群进行过布病集中监测，未检出阳

个场户的 116 份血清被确诊为阳性，场阳性率为

性。在 10 个布病阳性场户中，只有养殖户 E 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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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母羊从 2021 年 2 月开始陆续出现流产现象，其

2021 年 1 月，该羊贩将努比亚公羊转卖给养

余 9 个养殖户的羊群没有出现母羊流产、产死胎以

殖户 J；2021 年 2 月，又将自己饲养的全部 32 只

及子宫内膜炎、乳腺炎和公羊睾丸炎、附睾炎或多

羊清场卖给甲乡龙窝村的养殖户 C。另外，该努比

发性关节炎等现象。

亚公羊也曾到邻村的养殖户 A 和本村的养殖户 G

2.2.3

免疫情况

该县羊群均免疫过口蹄疫、山

的羊群中混牧。

羊痘、小反刍兽疫和羊“三联四防”疫苗。另外广

2021 年 6 月 22 日，养殖户 A 的 11 只羊被检

西是布病二类地区，辖区内不开展布病免疫工作。

出阳性；6 月 30 日，养殖户 G 的 14 只羊被检出

该县山羊养殖户基

阳性；7 月 2 日，养殖户 J 的 32 只羊（包括该努

本上采取上山放牧饲养方式。其中竹梅村和古楼村

比亚公羊）被检出阳性；7 月 9 日，养殖户 C 的 3

地域相连，草场共用，存在羊群混牧和公羊共用情

只羊被检出阳性。其余 6 户布病阳性场户均与阳性

况。10 个阳性场户均未从省外引进过种羊，近半

养殖户 A、G、J 有羊群混牧、公羊串群等流行病

年也没有向外县销售调运羊。2021 年 2 月养殖户

学关联现象。该起布病疫情的可能传播途径见图 2。

2.2.4

饲养管理与调运情况

C 收购了本县乙镇古楼村一养殖户清场销售的 32
只山羊。
疫情扩散风险

2.3

该县按规定将阳性山羊扑杀并无害化处理后，

综合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室检测结果，推断
这是一起输入性并扩散的山羊布病疫情，外县的养
羊户很可能是此次疫情的源头，并通过羊贩购入的
努比亚公羊造成疫情扩散，但由于该羊场羊群已被

对阳性场户进行了定期跟踪监测。2021 年 12 月 21

清场处理，无法确定。溯源调查结果显示：羊贩于

日，从古楼村新厂屯的两个养殖户（I、J）羊群中

2020 年 10 月 19 日引入公羊，后被检出布病阳性；

检测出 28 只布病阳性羊，其中养殖户 I 5 只、养

该公羊 11 月到养殖户 A 的羊场串群，2021 年 2 月

殖户 J 23 只。经问询调查，这两个养殖户的羊当

养殖户 E 的公羊窜至养殖户 A 的羊群，随后养殖

时在山地放养，没有全部回栏，导致全群监测时漏

户 E 的 3 只母羊陆续出现流产。这在时间上符合

检。这 10 个阳性场户近半年没有向外销售调运羊

布病流行传播的时间节点。

只，检出布病阳性羊后，对 6 个养羊户的羊全群扑

4

讨论

杀，并对污染场地进行了清洗消毒，对剩余的 4 个

本次布病疫情暴发的主要原因是，养殖户生

养羊户进行了跟踪监测并及时扑杀了阳性羊只。经

物安全意识薄弱，在引种过程中，未按规定申报检

规模排查，只在与羊贩运人员（以下简称羊贩）有

疫导致引进感染动物，不按规定对调入动物实施隔

流行病学关联的 10 个场户中检出布病阳性羊，在

离饲养。这也是广西近年来牛羊布病疫情发生的主

其他羊场没有发现布病。因此综合判定，此次疫情

要原因 [2-3]。

向外扩散的风险较低。
3

病因推断

病畜和带菌动物是布病的主要传染源，病原
主要通过动物及动物产品流通而跨区域传播。为做

经访谈阳性场户和当地基层兽医工作人员得

好源头防控，防止畜间布病跨区域传播，农业农村

知，乙镇古楼村一羊贩不仅从事贩羊生意，也在其

部公告第 2 号要求，除布病无疫区、无疫小区、净

家中养羊。该羊贩 2020 年 10 月 19 日到外县收购

化场，以及用于屠宰和种用乳用外，跨省调运活畜

了一养殖户清场销售的 12 只山羊，其中 11 只送到

时，禁止布病易感动物从高风险区域（免疫区）向

屠宰场宰杀，剩下的 1 只努比亚公羊带回自家羊场

低风险区域（非免疫区）调运。但近年来，仍有部

混群饲养，后该公羊被检测出布病阳性。

分养殖场户引种时不检疫，从高风险区引种，以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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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病原传入及可能的传播途径

宰名义引种，或引入活畜后不按规定进行隔离饲养，

[2]

因而大大增加了布病传入风险 。广西羊养殖集约
化程度较低，农村散养多，大多采用户外放养模式，
存在草场共用、羊群混牧、公羊共用等现象，这显
著增加了布病扩散传播风险。
本次疫情警示，养殖户的布病防控知识和生

91-95.
[3]

法落实防疫主体责任的意识，依法规范引种、调运

2022，39（1）：29-32.
[5]

吴玉疆，王纪宏，吴仲林，等 . 一起山羊布鲁氏菌病
疫情的调查及处置 [J]. 中国动物检疫，2021，38（2）：
5-7.

[6]

夏炉明，孙泉云，卢春光，等 . 对上海市一农场羊布
鲁氏菌病血清学检测阳性的紧急调查 [J]. 中国动物检疫，

动物等行为，严格守法经营，加强隔离饲养、疫情
报告和规范处置 [4-7]。

丁朝阳，李慧兰，潘文武，等 . 两起人布鲁氏菌病疫
情相关的畜间流行病学调查和处置 [J]. 中国动物检疫，

一方面提高养殖户的生物安全意识，使其尽量避免
共用草场、混群、借用公羊；另一方面要提高其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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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安全意识有待提高，动物防疫部门的监管力度有
待加大。这需要动物防疫部门不断强化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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