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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学监测·

青海省 2017－2019 年人间布鲁氏菌病流行病学
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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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青海省地方病预防控制所布鲁氏菌病预防控制科，青海 西宁 810021；

2.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2206
摘要：目的

调查青海省 2017－2019 年人间布鲁氏菌病（布病）流行病学特征和感染来源，为布病的预防和控制提

供科学依据。方法

收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报告的青海省 2017－2019 年布病数据，采用描述流行病学方

法分析其流行特征；对检测阳性的全血样本进行细菌培养分离鉴定，分析病原学特征。结果

2017－2019 年青海

省累计报告布病 301 例，2017 年发病率为 0.45/10 万，2018 年为 1.81/10 万，2019 年为 2.72/10 万，不同年份发病率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t=16.421，P<0.05）。301 例病例分布在 26 个县（市、区），排在前 3 位的是门源（137/301，45.51%）、都兰

（30/301，9.97%）和海晏县（25/301，8.31%）。发病年龄最小 14 岁，最大 78 岁，男女性别比例为 3.63∶1。职业分布排

在前 3 位的依次为农民占 31.89%，牧民占 25.58%，动物防疫者占 20.27%。301 例病例中感染方式依次为育肥贩卖

（108/301，35.88%）、饲养（97/301，32.23%）、动物防疫（61/301，20.27%）、加工（26/301，8.64%）和食源（9/301，2.99%）。
对 2018－2019 年虎红平板凝集试验、胶体金免疫层析试验、试管凝集试验阳性的 37 份全血进行培养，培养出 8 株疑
似菌株，培养率为 21.62%，8 株布鲁氏菌确定为羊种 3 型。结论

目前羊种 3 型是青海省人间布病的主要流行菌株，

青海省布病流行有增高趋势。建议相关部门加强传染源的管控，对疫情高发人群采取健康促进等防控措施，控制其
发生与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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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fection sources of human brucellosis in

Qinghai province, China, 2017-2019, and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brucellosis.
Methods

The data of brucellosis cases in Qinghai province from 2017 to 2019 were collected, as reported by the China

Information System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The descriptive epidemiological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isolated bacteria were cultured and identified to analyze the et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Results

From 2017 to 2019, a total of 301 brucellosis cases were reported in Qinghai province, with an

incidence of 0.45/100 000 in 2017, 1.81/100 000 in 2018, and 2.72/100 000 in 2019,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years (t=16.421, P<0.05). The 301 cases were distributed in 26 counties (cities, districts), among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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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op three counties (cities, districts) were Menyuan county (137/301, 45.51%), Dulan county (30/301, 9.97%), and
Haiyan county (25/301, 8.31%). The age of onset ranged from 14 to 78 years, and the ratio of males to females was
3.63∶1. Among the 301 cases, the top three occupations were farmers (31.89%), herdsmen (25.58%), and animal epidemic
prevention personnel (20.27%); the mode of infection included livestock fattening and selling (108/301, 35.88%), rearing
(97/301, 32.23%), animal epidemic prevention (61/301, 20.27%), processing (26/301, 8.64%), and food-borne infection
(9/301, 2.99%). From 2018 to 2019, 37 whole blood samples with positive Rose Bengal plate agglutination test, colloidal
gold immunochromatographic assay, and serum agglutination test were cultured, and 8 suspected strains were obtained,
with a culture rate of 21.62%. The 8 strains of Brucella were identified as B. melitensis (cluster Ⅲ). Conclusion
Currently B. melitensis (cluster Ⅲ) is the main epidemic strain causing human brucellosis in Qinghai province. And the
prevalence of brucellosis in Qinghai province is on the rise. It is suggested that r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trol of sources of infection and take health promotion and oth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among the high-risk
population to control the occurrence and epidemic of brucellosis.
Key words: Brucellosis;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Strain isolation

布鲁氏菌病（布病）是由布鲁氏菌（Brucella）侵
入机体引起的传染－变态反应性人兽共患传染病，
人主要通过接触染疫动物或其产品感染［1］。布鲁氏

氏菌诊断血清凝集试验，菌株鉴定方法包括 CO2 需

求，能否产生 H2S，A/M 血清凝集试验、硫堇和复红
的抑菌性试验、噬菌体裂解试验，具体操作步骤见参

菌引起的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人兽共患病，可导致

考文献［8-9］，布鲁氏菌标准参考菌株羊种（M5）、猪

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严重影响

种（S2）和牛种（104M）。

居民健康和畜牧业发展，是危害严重的自然疫源性
疾病之一［2-3］。近年来，全国布病疫情持续、快速上
升［4］，布病引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5］。青海省

人畜间布病流行也较为严重，20 世纪 80 年代通过综
合防治疫情下降至“控制区”标准［6］，2005－2010 年

发病率保持在 0.02/10 万～0.05/10 万的较低水平，
2011－2019 年 发 病 率 为 0.70/10 万 ～2.72/10 万 ，近

几年布病疫情有所回升。现将 2017－2019 年人间
布病流行情况报告如下。
1

研究对象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报告

的青海省 2017－2019 年布病数据，8 株疑似布鲁氏

菌分离自青海省 2017－2019 年期间阳性人体血液
标本。所有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
意书。
1.2

1.2.1

细菌基因组 DNA 的提取，按

公司）。分子生物学方法采用 BCSP31 聚合酶链式

反 应（BCSP31-PCR）和 AMOS 聚 合 酶 链 式 反 应

［10-11］
（AMOS-PCR）
。

1.3

统计学分析

数据使用 Excel 2007 软件录入，

SPSS 19.0 软件进行统计，采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分
析布病的流行特征。

2.1

结

果

时间分布

2017－2019 年青海省累计报告布

病病例 301 例，发病率分别为 0.45/10 万、1.81/10 万

和 2.72/10 万，不同年份布病发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t=16.421，P<0.05）。季节时间序列显示青海省布

病 发 病 呈 逐 年 上 升 趋 势 ，2017 年 高 峰 期 在 6 月 ，
2018 年 高 峰 期 在 8 和 12 月 ，2019 年 在 6 和 10 月 。

方法
诊断标准

分子生物实验

照细菌基因组 DNA 提取试剂盒说明进行（TIANGEN

2

对象与方法

1.1

1.2.3

根据我国《布鲁氏菌病诊断标准》

见图 1。

（WS269－2019）：采用虎红凝集试验（RBPT）、试管
凝集试验（SAT）和胶体金免疫吸附试验（GICA）检测

血 液 中 的 布 鲁 氏 菌 抗 体［7］，SAT 血 清 滴 度 ≥1∶100

（++）为阳性结果。虎红凝集抗原、试管凝集抗原试
剂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传染病预防控制

所布病室提供，胶体金试剂由广州悦洋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提供。
1.2.2

菌株分离培养鉴定方法

用血培养仪（BD）、

双向培养瓶培养疑似菌，取出培养液接种在布氏琼

脂平板上，37 ℃培养 24～48 h，进行布鲁氏菌鉴定。
布鲁氏菌鉴定包括菌落染色、形态、生长特性和布鲁

图 1 2017－2019 年青海省布病发病时间分布
Figure 1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brucellosis cases in Qinghai
province，201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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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分布

301 例病例中，26 个县（市、区）排在

前 3 位的分别是门源、都兰和海晏县，分别为 45.51%

（137/301）、9.97%（30/301）和 8.31%（25/301）。
2.3

人群分布

2.3.1

表 1 青海省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人群布病患病情况
Table 1 Prevalence of brucellosis in people with different ages
and sexes in Qinghai province
男性

年龄（岁） 病例数

在 301 例病例中，年龄最小

年龄、性别分布

的 14 岁 ，最 大 的 78 岁 。 40～ 岁 组 发 病 数 最 多 ，占

2.3.2

职业分布

77 例、动物防疫者 61 例、干部职员 38 例、其他 12 例、
工人 10 例、医务人员 4 例、学生 2 例、儿童 1 例，职业

分 布 排 在 前 3 位 的 分 别 为 农 民 占 31.89%，牧 民 占
25.58%，动物防疫者占 20.27%。职业人群（牛、羊等
家畜养殖，乳、肉、皮等畜产品贩运、屠宰、加工，牲畜

交易和兽医）和非职业人群发病分别占 88.37%（266/
301）和 11.63%（35/301）。
2.3.3

暴露因素

301 例病例中，感染方式依次为

育肥贩卖占35.88%（108/301），
饲养占32.23%（97/301），
动 物 防 疫 占 20.27%（61/301），加 工 占 8.64%
Table 2
编号

年份

77.78

2

22.22

44

72.13

17

27.87

77.61

15

22.39

0

20～

35

32

40～

106

84

60～

18

61

50～

在 301 例病例中，农民 96 例、牧民

7

0

30～

236 例 ，女 性 病 例 65 例（表 1），男 女 性 别 比 例 为

病例数

病例数

9

67

≥70

15

0

91.43

3

83.33

2

301

合计

-

79.25

52

5

女性

构成比
（%）

0～

10～

35.22%（106/301）；10 岁以下无病例发生。男性病例
3.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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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236

78.41

22
3
3

65

8.57

20.75
16.67
60.00
21.59

2.4

菌株分离结果

2.4.1

流行病学资料

8 株菌株中，其中 2018 年分

离 2 株，2019 年分离 6 株；8 株菌株传染源全部为羊，
其中 4 株分离自门源县。8 例病例职业均为饲养育
肥贩卖，在饲养过程中感染布鲁氏菌。在就诊前
2 例仅出现发热症状，其余 6 例症状为发热、乏力、多
汗、头晕、头痛、关节疼痛。见表 2。

表 2 2018－2019 年青海省 8 株布鲁氏菌采集情况
Collection of 8 Brucella strains in Qinghai province，2018-2019

地区

传染源

传播途径

临床症状
症状出现
发热 乏力 多汗 头晕 关节疼痛 时间（d）a

饲养

有

无

无

无

无

QH003 2019 湟中县 自繁自育羊

饲养

有

有

有

有

有

饲养

有

无

无

无

无

饲养

有

有

有

有

有

徒手接羔

有

有

有

有

无

饲养

有

有

有

有

有

处理流产羊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QH002 2019 门源县 羊育肥贩卖（甘肃省天祝县羊）
QH004 2019 民和县 羊育肥贩卖（甘肃省大河家羊）
QH005 2019 大通县 羊育肥贩卖（玉树、玛多、海晏）
QH006 2019 门源县 羊育肥贩卖（来源不详）

QH009 2018 门源县 羊育肥贩卖（甘肃省山丹县羊）

QH010 2018 门源县 羊育肥贩卖（甘肃省山丹县羊）
（与 QH009 夫妻关系） 处理流产羊羔
注：a 为诊断前出现症状时间。

病原学实验结果

-

（26/301），食源占 2.99%（9/301）。

QH001 2019 安徽省 羊育肥贩卖（来源不详）

2.4.2

构成比
（%）

8 株疑似布鲁氏菌分离株

形态及染色特征、培养特性均与布鲁氏菌完全相同；
生长时不需要 CO2，不产生 H2S，在硫堇（1∶25 000）和

复红（1∶50 000）环境中均能生长，噬菌体 BK 裂解，
Tb 不裂解，可与布鲁氏菌 A 血清和 M 血清凝集，确

7

90
30
14
20
40
15
15

扩增均获得 731 bp 特异性条带，与羊种布鲁氏菌扩
增结果一致，判定为羊种布鲁氏菌。
3

讨

论

近年来我国布病再度流行，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定为羊种 3 型布鲁氏菌。见表 3。

2000 年以后青海省布病疫情与全国一样，报告病例

菌株及阳性对照菌株核酸均扩增出布鲁氏菌属的

此外，畜间疫情频发，并有局部暴发，防控形势非常

（104M）和猪种（S2）一致，大肠埃希菌阴性对照无条

301 例病例分析结果得出，2017－2019 年发病率分

2.4.3

PCR 鉴定结果

BSCP31-PCR 鉴定，8 株分离

223 bp 特 异 性 条 带 ，与 阳 性 对 照 羊 种（M5）、牛 种

带出现。AMOS-PCR 鉴定，结果显示，所有阳性对
照羊种（M5）、牛种（104M）和猪种（S2）均出现特异
性条带，阴性对照未见扩增，布鲁氏菌分离株中 8 株

数呈逐年上升，并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12］。
严 峻 。 此 次 对 青 海 省 2017－2019 年 网 络 报 告 的
别为 0.45/10 万、1.81/10 万和 2.72/10 万，青海省人间
布病发病呈上升趋势。

季节时间序列显示，2017 年 6 月为发病小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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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编号

RBPT

QH001

+

QH002

+

QH003

+

QH004

+

QH005

+

QH006

+

QH009

+

QH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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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8－2019 年青海省 8 株布鲁氏菌菌株血清学、病原学实验室检测结果
Laboratory results of serology and etiology of 8 Brucella strains in Qinghai province，2018-2019
血清学检测
GICA

SAT

培养方法

培养天数

病原学检测

3 d10 h

硫堇（-）复红（+）A（+）M（+）TB（-）BK（+）

4 d12 h

硫堇（-）复红（+）A（+）M（+）TB（-）BK（+）

+

1∶400

血培养仪培养

+

1∶1 600

血培养仪培养

+

1∶400

+
+
+
+
+

1∶200
1∶800
1∶400
1∶800
1∶800

血培养仪培养
血培养仪培养
血培养仪培养
血培养仪培养
双向血培养
双向血培养

4 d22 h
3 d1 h

5d

3 d16 h

5d
5d

注：RBPT 为虎红凝集试验；GICA 为胶体金免疫吸附试验；SAT 为试管凝集试验。

2018 年 8 月为高峰，2019 年 6、10 月为高峰，与产羔、
育肥活动有关，因西北地区以冬羔、春羔为主（12 月
至翌年 1 月），选择 5－8 月龄羔羊进行育肥，4～5 个
月后上市，这与暴露因素接触方式相对应。

301 例病例分布在 26 个县（市、区），布病发病呈

高度散发状态的同时又呈现一定地域性，主要分布
在门源、都兰和海晏县，因这些地区进行牛羊改良肉
质（奶质）、种畜杂交改良、育肥贩卖等活动，畜间流

通调运频繁，在此产业链条上的从业人员有所增加，
重点人群感染率也在持续上升。职业人群和非职业

硫堇（-）复红（+）A（+）M（+）TB（-）BK（+）
硫堇（-）复红（+）A（+）M（+）TB（-）BK（+）
硫堇（-）复红（+）A（+）M（+）TB（-）BK（+）
硫堇（-）复红（+）A（+）M（+）TB（-）BK（+）
硫堇（-）复红（+）A（+）M（+）TB（-）BK（+）
硫堇（-）复红（+）A（+）M（+）TB（-）BK（+）

Lancet Infect Dis，2007，7（12）：775-786. DOI：10.1016/S14733099（07）70286-4.

［2］ 郑锦玲，蒋成砚，董仲生，等 . 布氏杆菌病检测技术的研究进

展［J］. 中 国 农 学 通 报 ，2006，22（6）：25-28. DOI：10.3969/j.
issn.1000-6850.2006.06.007.

Zheng JL，Jiang CY，Dong ZS，et al. Advance on screening

technology of brucellosis［J］. Chin Agric Sci Bull，2006，22（6）：
25-28. DOI：10.3969/j.issn.1000-6850.2006.06.007.

［3］ 肖东楼 . 布鲁氏菌病防治手册［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45-50.

Xiao DL. Brucellosis control manual［M］. Beijing：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2008：45-50.

人群发病分别占 88.37% 和 11.63%，职业人群的发

［4］ 李晔，余晓花，李铁峰，等 . 2006－2010 年国家级布鲁杆菌病

致［13-14］，职业人群感染的方式主要为育肥贩卖、饲养

405-408. DOI：10.3760/cma.j.issn.1000-4955.2012.04.015.

病率明显高于非职业人群，与国内多数研究相一
和动物防疫。

监测点监测结果分析［J］. 中国地方病学杂志，2012，31（4）：
Li Y，Yu XH，Li TF，et al. Brucellosis from 2006 to 2010：an
analysis of surveillance results at the national surveillance spots

2018－2019 年在抗体阳性人体血液标本中分

［J］. Chin J Endemiol，2012，31（4）：405-408. DOI：10.3760/

种 3 型，与羊种布鲁氏菌是引起我国人间布病疫情

［5］ 崔步云 . 关注中国布鲁杆菌病疫情发展和疫苗研究［J］. 中国

离出 8 株布鲁氏菌，经病原学、分子生物学鉴定为羊
最主要病原菌的报道一致［15-16］，8 例病例全部为饲养
育肥贩卖羊为职业，传染源全部为羊（4 株菌的传染

源羊来自甘肃省、1 株菌的传染源羊来自安徽省、
2 株传染源不详）。近 10 年来青海省畜产品交易更

加频繁，许多未经检疫和患病的牲畜及其制品频繁
流通于市场中，说明布病的传染源可以通过家畜的
交易和流动促进传播，群众缺乏布病防治知识防护
措施不到位，布病在养殖户、牲畜交易、动物防疫职
业人群中高发。
布病疫情扩散蔓延的风险在不断增加，此次调
查为布病的防控提供了科学依据，提示在加强布病
防治宣传，青海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加强畜间
动物免疫接种的同时，应对省际交汇地区畜牧产品
集散地进行重点监管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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