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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热点报告·
一起由引进养殖黑山羊导致人感染
羊痘病暴发的调查
高飞袁珩凌华龙江朱保平

马会来李勤

主要发现：２０１０年ｌＯ月重庆市某村发生了一起人感染羊痘病暴发，共１８人发病。调查表明，该
次疫情的原因是引进患羊痘的病羊，人与病羊直接身体接触是发病的危险因素。
公共卫生意义：对人畜共患病进行积极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极为重要。该次调查揭示，在应对人畜
共患病疫情时各部门问的协作存在诸多问题。卫生部门与农业、畜牧部门在凋查人畜共患病和对
患病牲畜进行追踪、溯源过程中应加强沟通和合作，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共同完成调查。相关部门
应提高应对人畜共患病疫情的调查处置能力。提高基层村医对类似疾病的敏感性，及早发现疫情．
快速作出反应。应加强对农村养殖户人畜共患疾病预防知识的健康教育．提高自我防护意识。
【摘要】

目的查明重庆市某村人群中暴发羊痘病的危险因素。方法采用统一的病例定

义。在全村村民中搜索病例，病例采用统一调查问卷进行访谈，并采集疱疹液进行实验室检验。对
全村引进养殖黑山羊的农户开展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与病羊接触方式、接触频度及接触时防护
情况等与发病的关联性。结果共发现１８名病例（疑似病例１６例．确诊病例２例），均来自引进养
殖黑山羊的ｌＯ户家庭。大腿夹羊者发病风险是未用大腿夹羊者的近５倍（ＲＲ＝４．９８．９５％Ｃｈ
１．３４，７５．２７）；洗羊者发病风险是未洗羊者的３倍（ＲＲ＝３．０９．９５％Ｃ／：０．９８—４５．３８）；接触病羊程度
的评分值越高。发病风险性越大，呈剂量反应关系（趋势ｆ检验：Ｐ－－－－０．００６）；接触病羊时经常穿长
衣裤是保护闲素（ＲＲ＝０．３０，９５％ｃ，：Ｏ．１５～０．７８）。结论该村引进感染羊痘的黑山羊是导致本次
人感染羊痘病暴发的原因。直接接触病羊和接触时未穿防护衣服是感染的危险因素。
【关键词】羊痘；人感染羊痘病；回顾性队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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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４日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要症状，大多发生在手（８３％）、前臂（３９％）、大腿内

（ＣＤＣ）接到报告，辖区某村发生疑似人感染羊痘病

侧（３９％）、颜面（２２％）。病例多因患部瘙痒，导致皮

暴发。为核实疫情、查明传播途径和危险因素，以采

疹抓破创面扩大后结痂消退。
病例年龄中位数为４１（２１～６７岁）岁；男女性罹

取有效控制和预防措施，开展本次调查。

患率分别为６９％和６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对象与方法
１．病例定义和病例搜索：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０日至ｌＯ

０．０５）。首例在引进养殖黑山羊的第２天发病，至末
例发病间隔４１ ｄ，流行曲线提示为持续暴露（图１）。

日２０日该村居民出现红色或暗红色的皮疹（斑疹、

２．回顾性队列研究：１０户引进黑山羊的２７名

丘疹、疱疹及皮疹后结痂）者为疑似病例；疑似病例
的疱疹液标本经ＰＣＲ检测羊痘病毒阳性者为确诊

村民均与引进的黑山羊有接触史。分析结果表明，
大腿夹羊（Ｒｇ＝４．９８，９５％Ｃ／：１．３４～７５．２７）和洗羊

病例。对该村所有引进黑山羊的养殖户采取入户调

（ＲＲ＝３．０９，９５％ｃ，：０．９８。４５．３８）与发病的关联有统

查搜索病例，并采集疑似病例疱疹液进行ＰＣＲ检

计学意义；埋死羊、抓羊、抱羊等其他接触方式与发

测；通过访谈村民小组组长和村医搜集该村未引进

病的关联均无统计学意义；接触病羊时经常穿长衣
裤能有效减少发病的风险（ＲＲ＝０．３０，９５％ａ：０．１ ５—

黑山羊的其他养殖户和非养殖户村民的发病情况；

０．７８）（表１）。对９种接触病羊的评分分析结果显

对运送和交易黑山羊的人员进行电话调查。
２．回顾性队列研究：以该村所有引进黑山羊家

示，分值与发病风险之间呈剂量反应关系（趋势Ｚ检
验：Ｐ＝０．００６）（表２）。

庭的所有２７名村民为研究对象，设计统一的调查问
卷，通过面访调查的方式，收集所有研究对象与病羊
的接触史、接触方式、接触时个人防护及接触后洗手

裹１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０日至１０月２０日重庆市某村人感染羊痘

暴发与病羊不同接触方式的发病风险分析
暴露
未暴露罹患取％）

等信息，分析不同接触方式与发病的关联性。对９
因素

种接触方式进行评分，每种接触方式有暴露者计１

病例总人病例总人
数数
数
数

肷值（９５％ｃ，）‘

暴
未
露暴露

分。无暴露者计０分，计算接触方式的总评分。
３．病羊调查及标本检测：对该村所有养殖户采

用统一调查问卷，通过面访调查的方式，收集各养殖
户的原有和新引进黑山羊基本情况（数量、发病数和
死亡数等）。按照相关采样标准，使用采样拭子收集

病例和病羊的疱疹液以及病羊眼分泌物，置于病毒
采样管中，由重庆市ＣＤＣ进行ＰＣＲ检测。
４．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ｔａｔ

注：４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概率法

Ｘａｃｔ ８．０ Ｃｙｔｅｌ Ｉｎｃ

３．病羊调查：现场调查发现，１０户引进黑山羊
后，均将新引进的黑山羊与原有山羊一起放养，ｌ ｄ后

２００７软件，进行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概率法检验，计算相对
危险度（ＲＲ）和９５％ＣＩ；采用Ｅｐｉｌｎｆｏ ３．５软件，进行
４

趋势ｆ检验，评价接触评分值与发病风险
之间是否有剂量反应关系。

３
２

结

果

，
Ｏ

１．疫情流行特征：该村共有４９０户家
庭（１１０６人），有１０户（２７人）引进了黑山羊
养殖（８月３０日有４户引进１２６只，９月ｌＯ

藏匿垛

４

第二批黑 山羊引进
３

日５户引进２７８只，有ｌ户２批共引进１２０
只）。共搜索到１８名病例（疑似病例１６例，
确诊病例２例），均为引进养殖黑山羊的村
民（罹患率为６７％，１８／２７）。主要临床表现
为出疹（１００．０％）、头痛（３３．０％）、咳嗽
（１

１．Ｏ％）、乏力（５．５％）。皮疹为本次疫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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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病羊接触方式评分与感染羊痘发病的剂量反应关系

对暴发进行调查、控制和处理显得极为重要。本次

评分分值

人数

２一

ｌｌ

疫情的调查处理中，凸显了跨部门协作应对人畜共
患病时存在的一些问题。卫生部门与畜牧部门在疫

６—４

病例数罹患率（％）。
４

３６

ＲＲ值（９５９｛ｏｃ０＇
参照组

３

７５

２．０６（０．５５—５．４２）

Ｚ＝２
１１
１１
丝
圣：ｉ互！：≥Ｑ＝垒：！盟
注：４趋势ｆ检验：Ｐ＝Ｏ．００６；‘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概率法

情调查和处理过程中未做到实时、及时的沟通，信息

陆续发现羊的头、躯干和四肢出现疱疹或丘疹，眼部

资源共享内容较少，部分信息的获取存在重复调查
的情况。此外，对病羊原产地追踪溯源过程中，由于

出现白色或灰白色浑浊等发病症状。截至１０月２０

是外省引进，该项工作属于跨省跨部门协作，病羊产

日，１０户引进的５２４只黑山羊全部发病，其中２３４只
死亡（死亡率为４５％）。１０户原有７８４只山羊中７２３只

地畜牧部门配合程度较差，因此未能对病羊原产地
黑山羊发病情况追踪调查，进而无法获知原产地其

发病（发病率为９２％），１９３只死亡（死亡率为２５％）。
４．实验室检测：采集病例疱疹液５份和病羊眼分

他羊只销往地区是否存在类似疫情以及对可能发生
类似疫情的地区进行预防性控制措施。

泌物ｌＯ份，由重庆市ＣＤＣ采用ＰＣＲ检测羊痘病毒，
结果２名病例和３只病羊的标本检测结果为阳性。

建议卫生部门和农业、畜牧部门加强沟通合作，

讨

论

本次人感染羊痘病暴发的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结
果表明，疫情源于引进患羊痘的病羊；与病羊的直接
身体接触为人发病的危险因素，穿长衣裤进行操作
为发病的保护因素；从病例疱疹液和病羊眼分泌物
均检出羊痘病毒。
羊痘病是畜牧业较为常见和重视的一种疾病，
在羊间传播迅速，发病率和死亡率较高。在个人防
护不当的情况下接触病羊，也可造成人的感染ｎ圳。
人感染羊痘病与人感染猪链球菌、布鲁氏菌病等的
传播方式类似¨】。现场调查发现，当地村民与病羊

接触时绝大多数未采取穿长衣裤、戴手套、口罩等防

完善信息共享机制，提高应对人畜共患病疫情的调
查处置能力。同时，当地政府应定期对养殖户进行
健康教育，提高村民主动就医和自我防护意识，提倡
养殖户接触牲畜时尽量选择防水长衣裤，避免皮肤
与牲畜直接接触，规范洗手方式，防止此类人畜共患
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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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张林东）

专家点评：随着公共卫生事业的日益发展，人羊痘病等一些罕
见的人畜共患病逐渐被认识和了解。人羊痘病在国内外文献
报道中均较为罕见．我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系统中也

１０月１２日有关部门开始介入动物疫情调查，１４
日确定为羊痘病，并采取了划定疫区、隔离病羊、积

仅有一次报告。因此，目前对人羊痘病的传染源、传播途径及

极治疗和规范处理死羊等控制措施。在羊痘控制的

罕见的多人感染羊痘的暴发进行规范的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相关标准中，要求对疫点内所有病羊及同群羊彻底
扑杀以及对病羊产地和同批黑山羊其他购买地进行

利用描述性流行病学和分析性流行病学方法。证实本次疫情

追踪溯源，但本次事件由于黑山羊引进成本较高，未
能全面扑杀，而追踪溯源又涉及多个部门，各部门间
的配合难度大，终未进行。
有约７５％的新发传染病是人畜共患病Ｄ】。因此
包括卫生、农业、畜牧等各部门间应通力合作，共同

易感人群的调查研究几乎空白。本文作者通过对一起国内外

发生与接触病羊之间的关联性，并通过对不同身体接触方式
的调查．揭示了羊痘病毒传播途径．提出有针对性的干预措

施。本次调查还显示。在人畜共患病疫情的溯源方面由于受
跨部门协调的影响未能追溯到病羊来源。反映了我国在人煮

共患病的处理过程中。多部门合作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作
者从一起人畜共患病暴发疫情的角度人手．对该病的防控提
出新观点和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