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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群集中广泛传播
的传染病

04 排泄物污染环境



什么是传染病？

基本特征

特异性病原体

传染性

流行性

免疫性

• 每个传染病都有特异的病原体

• 病原体从衣蛾宿主传给另一个

宿主

• 传染病在畜群中传播蔓延的特征

• 动物体受病原体感染后，在一定

时间内对该种病原体不在易感



传染病传播的三大环节

易感动物

传染源

传播途径



马属动物传染病的病原与分类

病毒

细菌

真菌

寄生虫



传染性

病毒

细菌

真菌

寄生虫

传
播
速
度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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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围

病毒

寄生虫

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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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属动物病毒性传染病

• 马传贫(Equine infectious anemia)
• 马流感(Equine influenza)

• 马乙型脑炎(Japanese encephalitis)

• 马病毒性动脉炎(Equine viral arteritis)

• 马鼻肺炎(Equine rhinopneumontis)

• 非洲马瘟(African horse sickness)

• 马脑脊髓炎（东、西方马脑炎）
• 马鼻病毒感染

• 马器质性脑病病毒

• 3型副流感病毒感染

• 马水疱性口炎(Vesicular stamatitis)

• 马痘(Horsepox)

• 马腺病毒感染

• 马乳头状瘤

• 马细小病毒感染
• 亨德拉病（Hendra disease）

• 尼帕病(Nipa)

• 西尼罗热(West Nile)

• 委内瑞拉马脑炎

• 波那病(Borna disease)

• 马冠状病毒感染

马属动物细菌真菌性传染病

• 马腺疫(Equine adenitis)
• 马流产(沙门氏菌, Salmonella)
• 炭疽(Anthrax)
• 马流行性淋巴管炎(Epizootic lymphangitis)
• 马鼻疽(Glanders)
• 破伤风(Tetanus)
• 皮肤真菌病(Dermatomycosis)
• 马传染性胸膜肺炎(Equine contagious pleuropneumonia)
• 马传染性子宫炎(Contagious equine metritis)
• 幼驹红球菌性肺炎(Foal rhodococcus pneumonia)
• 马类鼻疽(Melioidosis)
• 马巴氏杆菌病(Pasteurellosis)
• 马李氏杆菌病(Listeriosis)马葡萄球菌(Equine 

staphloccosis)
• 马棒状杆菌(Corynebacteriosis)
• 肉毒梭菌毒素中毒症(Botulism)
• 恶性水肿(Malignant edema)
• 马坏死杆菌病(Equine necrobacillosis)
• 放线菌病(Actinomycosis)
• 隐球菌病(Cryptococcosis)
• 厌酷球孢子菌病(Coccidiomycosis)
• 马溃疡性淋巴管炎(Ulcerative lymphangitis)
• 马内青霉病(Penicilliosis marneffei)
• …



一二三类疫病
2008年12月，农业部1125号公告《一二三类动物疫病病种名录》

一类（1/17）

• 非洲马瘟(African horse sickness)

二类(8/77)

• 马传贫(Equine infectious anemia) 

• 马流行性淋巴管炎

(Epizootic lymphangitis)

• 马鼻疽(Glanders)

• 马巴贝斯虫病（马梨形虫病）

（Equine Babesiosis）

• 伊氏锥虫病

（Trypanosoma Evansi Infection）

• 狂犬病（Rabies）

• 布鲁氏菌病（Brucellosis）

• 炭疽（Anthrax）

三类(12/63)

• 马流感(Equine influenza) 

• 马腺疫(Strangles)

• 马鼻肺炎(Equine rhinopneumontis)

• 马溃疡性淋巴管炎

(Ulcerative lymphangitis)

• 马媾疫（Dourine）

• 大肠杆菌病（Colibacilosis）

• 李氏杆菌病（Listeriosis）

• 类鼻疽（Malioidosis）

• 放线菌病（Actinomycosis）

• 丝虫病

（Setariasis，马脑脊髓丝虫病）

• 附红细胞体病

（Eperythrozoonsis）

• Q热（Q fever）



当前驴群主要传染病威胁

驴流感

驴流产

驴腺疫

幼驹死亡率高 ，严重打击
养殖热情

可引起10%-90%流产， 严

重影响生产性能

严重危害生产性能



01 驴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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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流感是由马流感病毒（H3N8亚型）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

只有马、驴、骡具有易感性，没有年龄、性别和品种差别 ，

幼驹、体弱驴最易发病。病毒传播极为迅速，在易感畜群呈暴发

性流行，经一周或稍多些时间，所有易感驴都感染发病。

驴流感

引起驴流感和马流感的毒株本质上没有任何
差异，都是由同一种流感病毒感染导致的

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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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马流感四次大流行



全国随机检测驴的流感抗体水平发现，
各地区的驴均不同程度携带流感抗体，
说明流感已分布在各个养驴地区。

我国驴流感的流行病学调查



流感抗体监测结果表明，各省的驴均不同程度带有流感抗体，阴性率高的年份，往往在下
一年发生疫情，比如河北2014年检测均为阴性，2015年沧州等地就陆续发生了流感疫情。
甘肃2015年，2016年均为阴性，到2017年则全为阳性，表明当地驴也遭到了流感的影响。



从山东某驴场持续的流感
抗体监测可以看出，抗体
呈波动性起伏，表明，该
驴场普遍存在流感病毒，
并持续在驴群传播。



驴流感爆发的两个案例（死亡率10-50%）

驴大叶性肺炎

• 东北某驴场，92头育肥驴，2015年11月以来发
病一个月，陆续死亡12头，诊断为马流感并继
发感染，病毒分离阳性，损失5万元；

• 东北某驴场，2017年9月新引进100头驴幼驹，

入场后陆续发病，发热，呼吸道症状并有其他
症状，死亡50余匹，马流感病毒分离阳性。损
失50余万元。

舍饲育肥，生长空间小、运动少；驴场异地
引种一般将驴圈在一起，加之长途运输，这
些都更有利于流感病毒的传播和扩散，也会
加重患病驴的临床症状甚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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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的临床症状是病驴剧烈咳嗽，初期为干咳，后期为

湿咳，刚开始流水样鼻涕，后变为浓稠的灰白色黏液，

如果继发细菌感染就会流脓性鼻液；

⚫ 病驴一般会体温升高，呼吸急促，随着病程延长，病驴

会出现精神沉郁、食欲减退，全身无力等临床症状；

⚫ 怀孕期间母驴发生流感也会导致流产和空怀现象；

⚫ 运输过程中病驴临床症状更为严重，甚至死亡。

⚫ 也有许多驴表现不明显，表现为轻咳，流清鼻，体温正

常或稍高，后期恢复正常，也没有典型的全身症状，一

般发病一星期内自愈。

临床特征



病程及预后

➢ 10-30天

➢ 继发感染可造成其他系统

疾病

➢ 低于30%的病死率

肺炎pneumonia

肠炎enteritis

肾炎nephritis

心肌炎myocard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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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喷出含有病毒的飞沫，呼吸道传染是本病主要的传
染方式。病毒也可通过污染的饲料、饮水经口感染。而且，病
毒可在康复马匹的精液中存在很久，因此，本交也是此病的一
种重要传播方式。

体强驴可无症状携带病毒，病驴愈后仍可携带病毒15-30
天，因此，流感病毒是驴场常驻病原。

本病一年四季均可发生，北方地区以春夏之交多发，病
愈后半年可再次感染发病。

传播途径



B

驴流感病毒的分离鉴定

驴流感病毒抗体的血凝抑制试验

病原学：

✓ 病毒分离试验

✓ 抗原捕捉ELISA

✓ Real-time RT-PCR

✓ 胶体金检测试纸条

血清学：

✓ HA/HI试验

✓ SRH

早期诊断

实验室诊断技术



驴流感如何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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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场马流感疫苗的使用

马流感灭活疫苗（H3N8亚型，XJ07株）

利用我国自行分离的马流感病毒流行株，使用最新的工
艺技术研制了灭活疫苗，本疫苗具有无副作用、抗原性高、
抗体持续时间长、攻毒保护效果好等特点。目前，该疫苗正
在进行新兽药注册，有望成为我国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首个
自主研发的马属动物疫苗。

疫苗可以有效预防驴流感的发生



02 驴流产



研究背景：什么是驴

副伤寒？

驴流感是由马流产沙门氏杆菌引起的马属动物的一种传染病。

幼驹感染后，发生败血症，关节炎和腹泻，有时出现支气管肺炎，
故又称幼驹副伤寒；
公马（驴）表现睾丸炎，鬐甲肿，称副伤寒。
母马（驴）表现妊娠后期流产，称马流产沙门氏菌病。

主要经被污染的饲料、饮水由消化道传染；健畜与病畜交
配或用病畜的精液人工授精时也能发生感染。初生驹的发
病可因母驴子宫或产道内感染而引起。

本病常发生于春秋两季，以第一次妊娠母驴发生流产较多，
流产多在妊娠中、后期即4—8个月。流产过的母驴，由于获

得一定免疫力，很少再次流产。（实际上，第二年流产复发
率高达30%以上）

驴流产的病原是什么？



流行情况与特点

● 近5年，我国马属动物流产率逐年升高，个别地区流产率100%，难以控制；
● 母畜流产前很难发现，通常没有明显的临床表现，流产比较突然，一旦发病没有治愈药；
● 规模化养殖人工授精，扩大了该病的传播范围，加快了该病的传播速度；

● 一旦造成环境污染，很难根除，会连年持续造成大规模流产；
● 病原菌经过长年的进化，毒力发生改变，很多患病动物康复后的获得免疫力，仍然不能避免再次
再次流产。
● 马属动物自然繁殖率低，大规模流产直接影响动物数量，造成严重的直接经济损失；特别是
集约化养殖，不产驹意味着赔钱，间接经济损失不容忽视；



病原学诊断

血清学诊断

细菌分离

PCR

生化鉴定

ELISA

试管凝集

血清型鉴定

间接ELISA抗体检测

特异性基因的检测

微量凝集

传统检测方法

本实验室建立

实验室诊断技术



驴副伤寒如何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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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流产沙门氏菌灭活疫苗的研发
Inactivated vaccines of Salmonella abortus equi 



沙门氏菌流产弱毒菌苗刚刚恢复生产

联系人：Contacts

张经理： Tel  18545517885

吴经理： Tel  13845003337

刘经理： Tel  13945690094



03 驴腺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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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疫腺疫俗称喷喉、槽结，是马、驴、骡等马属动物的急性接触
性传染病，由马链球菌马亚种（S.equi）感染引起。

腺疫

革兰氏阳性菌 β溶血性兰斯菲尔
德C型链球菌

马链球菌马亚种

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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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过型腺疫：表现为鼻黏膜卡他性炎症，鼻黏膜潮红，
流浆液或黏液性鼻液，体温轻度上升，颌下淋巴结稍肿，
能够很快自愈。

典型腺疫：体温升高达39℃～41℃，出现鼻卡他性炎症

由浆液变黏液性到黄白色脓性分泌物。当炎症波及咽喉
时，颌下淋巴结也肿胀达鸡蛋至拳头大，并波及周围组
织甚至达颜面部和喉部，初硬固，然后脓肿破溃，有黄
白色脓汁流出。随着体温下降，炎性肿胀及全身状况好
转。创腔内肉芽组织增生，病驴逐渐痊愈，病程约十几
天到一个多月不等。

恶性型腺疫：如果驴抵抗力弱，加之治疗不当，则马链球菌
可能转移至其他淋巴结，特别是咽淋巴结，肩前淋巴结及肠
系膜淋巴结，甚至肺和脑等器官，发生脓肿，造成多部位或
大面积化脓性炎症并出现脓毒败血症，甚至导致死亡。

临床特征



3月龄至2岁的驴最易感，潜伏期平均4～8天，
最短1～2天。感染发病驴终生带菌，但通常不
会再次发病。

病马和带菌马是该病重要的传染源，主要通过
与患驹接触，鼻漏和脓汁所污染的饲料及饮水
经消化道感染，也可经呼吸道吸传播。感染发
病驴终生带菌，因此，马链球菌是驴场常驻病
原菌。

本病一年四季均可发生，多于春、秋发生。散
发，偶尔呈地方流行性。

病程和传播



⚫ 临床症状
⚫ 经鼻脓汁涂片染色镜检确认
⚫ 内窥镜检查上呼吸道（包括喉囊）
⚫ B超检查咽后区域
⚫ 病原鉴定（细菌分离、PCR测序、抗体检测）

血琼脂平板培养 革兰氏染色 电镜鉴定PCR鉴定

诊断方法



03 科学防控



传染病防控策略

易感动物：了解并
改善宿主免疫状态

传播途径：控制
传播途径

传染源：控制病原
流行病学

诊断学

免疫学

病原学

措

施

科

学

依

据



⚫ 确保饲养场不是过于拥挤

⚫ 新驴引进首先隔离

⚫ 保证运输工具、水槽、饲料的卫生

⚫ 限制受感染的饲养场来人员活动

Equilis® StrepE

2011，MSD

the only strangles vaccine for horses in Europe

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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