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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强动物调运监管，是切断动物疫病传播途径的重要手段。为借鉴美国活动物跨州调运监管经验，完

善我国动物调运监管制度，本文对美国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表明：美国动物跨州调运监管制度
以促进动物贸易、维护贸易安全为基本导向。制度框架为：分类管理疫病，对外来病、重点控制病种、普通流
行病分别实施禁止、限制、不限制易感动物跨州调运等措施；分区、分群设定易感动物跨州调运要求；动物卫
生状况的确立以实验室检测为依据，并据此实施动物用途管制；调运动物必须具有完备的官方标识，确保疫情
可追溯；运输设施要确保清洁卫生，并满足动物福利要求。这些制度的建立，对美国成功控制消灭一系列动物
疫病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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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over animal transportation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cut off the transmission
of animal diseas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animal transportation supervision system in
China，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re systematically studied in this article. According to
analysis results，the basic principle of supervision system in USA is to promote animal trade and maintain the trade
safety. The framework of the supervision system is as followed：classifying and managing animal diseases，different
measures should be adopted according to exotic，major and general diseases，such as prohibiting，restricting and
not restricting the interstate transportation of susceptible animals；setting the requirements for interstate transportation
by differentiating various regions and animal groups；on the basis of laboratory detection，the animal health status
was determined，by which the uses of transported animals were controlled；the transported animals must be ofﬁcially
identiﬁed to ensure traceability of animal diseases；the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must be clean and sanitary and meet
animal welfare requirements. These formulated measure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uccessfully controlling and
eradicating many animal diseases in USA.
Key words：USA；live animal；interstate transportation；certiﬁcate of veterinary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animal
identiﬁcation

动物运输、市场交易等流通环节是疫病传播
的重要风险因素

[1-3]

，加强动物及其产品调运监管

对动物疫病防治至关重要。美国动物疫病防治成效
显著，规范动物跨州（含地区，下同）调运是重要
原因。本文以《美国联邦法规》（CFR）为基础，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7YFC1200500）
通信作者 ：黄保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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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美国牛结核病、布鲁氏菌病等部分病种防治实
践，系统梳理了美国动物跨州调运监管制度，以期
对我国完善动物跨省调运监管制度有所借鉴。
1

法律授权与实施
鉴于动物及其产品贸易带来的疫情散播风险，

美国早在 20 世纪就已制定相关法规，规范动物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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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调运事宜，并不断进行完善。

疱病、螺旋蝇蛆病、马鼻疽、绵羊疥疮病或其他外

目前，美国《动物卫生保护法》[《美国法典》
（USC）第 7 卷第 109 章第 8305 节 ] 授权农业部部长，
在必要情况下，可以禁止或限制动物、相关物品或
[4]

来动物疫病。
限制性跨州调运涉及的病种 CFR 第 71.3

2.1.2

条同时规定，对于美国存在的一些流行病，如布鲁

运输工具的跨州移动，预防疫病的传入或扩散 。

氏菌病、牛结核病、焦虫病、伪狂犬病、痒病等，

依据这一授权，美国农业部（USDA）制定了一系

在满足特定条件时，感染或暴露于这些疫病的动物

列规范动物跨州调运的制度措施，汇编入 CFR 第

可以限制性跨州调运。这类疫病又可分为两类：一

[5]

9 卷第 1 章 C 分章第 70~89 节 。这些规定十分庞

类是美国正在实施控制消灭计划的疫病，包括布鲁

杂，既包括隔离检疫、调运限制、卫生状况维持、

氏菌病、牛结核病、副结核病、伪狂犬病、痒病、

动物标识等基本要求，又包括针对牛结核病、布鲁

马传染性贫血，以及美国家禽改良计划（NPIP）

氏菌病、痒病等重点控制病种的具体要求。此外，

涉及的部分禽病。对于这类疫病，动物在跨州调运

多数州对动物调入本辖区还有附加要求。

前一般需要进行疫病检测，调运要求因检测结果不

具 体 到 实 施 层 面， 动 物 及 其 产 品 的 跨 州 调

同而异，检测阳性动物一般可以直接或间接跨州调

运监管由 USDA 动植物卫生监督局（APHIS）会

运到认可的屠宰场进行屠宰。另一类是一些不常见

同各州农业部门协调推进。联邦和州动物卫生官

且影响较小的疫病，包括放线菌病、放线杆菌病、

（SAHO）或其授权的认证兽医具体实施调运动物

边虫病、萎缩性鼻炎、羊传染性脓疱性皮炎、腐蹄

[6]

的检疫监管 ，并根据相关规定实施检疫出证。

病、传染性角膜炎、公羊附睾炎、皮癣、猪流感、

2

跨州调运基本规定

关节炎和船运热等。感染此类疫病的动物，既可以

为维护动物健康，降低疫情传播风险，APHIS

跨州调运到屠宰场进行紧急屠宰，也可以调运到隔

对动物跨州调运设定了诸多限制条件。对 CFR 第

离的育肥场进行育肥。

9 卷第 70~89 节要求进行系统梳理发现，美国动物

2.2

签发兽医监督证书（CVI）

跨州调运监管制度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分类

无论州内调运，还是跨州调运的动物，一般需

管理疫病；二是对跨州调运动物签发兽医监督证书

要获得官方签发的 CVI，并需包含以下 9 项基本信

（CVI）和其他调运文件，对不同卫生状况的动物

息（图 1） ：发货人和地址，畜主姓名和地址，

实施用途管制；三是要求跨州调运动物具有官方标

收货人和目的地，动物种类和数量、动物用途，检

识，提升疫病追溯能力；四是要求运输设施清洁卫

测合格动物的个体官方标识，官方检测的日期和结

生，保障动物福利。

果，年龄，每一动物的官方免疫状况（烙印、纹身等）。

2.1

[9]

分类管理疫病

如果属于跨州调运，还需填写目的地所在州发

基于疫病流行情况和防治目标，美国针对不同

放的许可证号，并具备以下跨州调运文件：畜主 -

病种采取不同调运监管措施，包括：禁止调运，检

承运者声明、动物标识码文件（如烙印、证书）等。

测阴性方可调运，阳性动物调运后只可屠宰，阳性

跨州调运兽医监督证书（ICVI）须由认证兽医签

动物可以继续隔离饲养等。可概括为两大类（因疫

发 。涉及跨州调运的各场所（如养殖场、牲畜交

[7]

病控制消灭计划不断推进，名录随时可能变化） ：
2.1.1

完 全 禁 止 跨 州 调 运 涉 及 的 病 种 CFR 第
[8]

[6]

易市场、集合点等），必须保存 CVI 和其他调运
文件至一定年限，其中禽和猪的记录至少保存 2 年，

71.3 条规定 ，对于感染外来病的动物，完全禁止

其他动物的记录保存 5 年。

跨州调运。这类疫病包括：口蹄疫、牛瘟、非洲猪

2.3

配带官方动物标识

瘟、猪瘟、猪捷申病、牛传染性胸膜肺炎、高致病

2013 年 1 月，APHIS 发 布 了 动 物 疫 病 追 溯

性禽流感、马媾疫、马传染性子宫炎、猪传染性水

新规则——《动物跨州移动追溯要求》 （编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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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美国某州兽医监督证书样式

CFR 第 9 卷第 86 节），对各种动物跨州调运的追
溯要求进行了详细规定，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
是跨州调运的动物，必须进行官方标识，其中牛、
马、猪和种羊必须具有个体标识，屠宰用羊、家禽
一般要有群体标识。二是动物标识方式因动物、目
的不同而异，但其图案、尺寸、形状、颜色和其他
特征需经官方批准，并符合 APHIS 规定的编码系
统，如国家统一耳标系统（NUES）、动物标识码
系统（AIN）、农场位置编码系统（PIN）等，其
中 AIN 样式见图 2。三是对特定动物群体可以放松
要求，如对于放牧群，无疫小区生产的动物，经过
官方控制计划认证的动物，直接运往屠宰场的动物，
诊疗后返回原址的动物等

[11-12]

。不同动物的跨州调

运要求见表 1。
2.4

维护调运动物的卫生福利水平
除需满足前述条件外，美国还对跨州调运动

物的运输工具、途中福利保障等提出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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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成对的 AIN 可视耳标 / 无线射频耳标；
B. 有生产商代码的 AIN 耳标

图2

美国动物标识码系统（AIN）标识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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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动物 基本
种类 要求

牛

个体
标识

跨州调运动物不同官方标识要求
标识方法

例外情况

官方耳标、注册商标、
烙印、群 / 批标识等

轮牧群跨州移动（有州际合
作 协 议）、 牛 群 直 接 跨 州
调 运 到 认 可 的 屠 宰 场（ 有
USDA 批准的背标）等

马

个体
标识

猪

一般
需要
个体
标识

符 合 ISO11784/11785
要 求 的 电 子 标 识、 非
ISO 电子标识、数码照
片等
官 方 耳 标（ 适 用 于 任
何猪）、USDA 背标（屠
宰 的 猪）、 烙 印、 耳
豁等

羊

种用
羊需
个体
标识

电 子 植 入 式 耳 标（ 痒
病 认 证 计 划）、 官 方
耳标、USDA 背标（屠
宰用）、烙印等

一般
不用
个体
标识

腿箍、群 / 批标识等

家禽

从农场运往外地接受诊治后
返回原地等

铁路方式跨州运输动物时，如超过 28 小时（最多
36 小时），必须使之连续休息 5 小时，并进行饲
喂和饮水，违反此规定者，每次罚款 100~500 美元。
据此规定，APHIS 制定了关于执行《28 小时法案》
[13]

的政策声明（编入 CFR 第 9 卷第 89 节） ，对调
运动物的饲喂次数、饲料量、饮水质量、休息空间
等进行了详细规定。
官方监督 CFR 同时规定，禁止将死亡

2.4.3
从属于同一生物安全体系的
猪等

动物与活动物同车辆跨州调运，动物跨州运输途中，
需接受 APHIS 代表的监督。如果发现动物感染或
暴露疫病，APHIS 代表有权责令停止运输。感染
动物的运输工具，需在监督下由最终承运者按要求

初孵雏不需要标识（需保存
记 录），NPIP 认 证 群 去 往
屠宰场时不需要 CVI，等

进行清洗消毒后方可再次使用。
3

针对重点控制病种的特殊规定
对于正在实施控制消灭计划的重点病种（目

清洁卫生要求 CFR 71.4—71.13 条规定，

前包括牛结核病、布鲁氏菌病、痒病、副结核病、

跨州调运动物时，运输设施所有人或使用人有义务

鹿慢性消耗病、新城疫、猪伪狂犬病等 7 种），

保证其清洁卫生，卫生状况不佳的，需在 APHIS/

CFR（第 9 卷第 77~85 节）按照分区、分群管理原

州代表或认证兽医监督下清洗消毒后方才使用。

则，对相关易感动物跨州调运要求作出了详细规定。

APHIS/ 州代表或认证兽医有责任指导（如推荐合

现选择其中 3 种疫病概述如下：

适的消毒剂和消毒方法等）和监督该设施所有人或

3.1

2.4.1

使用人进行清洗消毒，对跨州调运动物签发 CVI 时，

牛结核病
1999 年，美国启动牛结核病根除计划，根据

认证兽医必须确认运输工具已经按要求进行了清洗

牛群结核病流行率不同将各州分为 5 类，对其实施

和消毒。

区域化管理

2.4.2

动物福利要求

1873 年，美国通过了旨在

[14]

所有州的牛群目前都达到了无疫标准，鹿群也都达

保障动物福利的《28 小时法案》（编入 USC 第 49

到了Ⅲ类标准

卷第 805 章第 80502 条）。该法案规定，以公路和

了重要作用。

表2
分类

Ⅱ类州

2 年内，牛群流行率低于 0.01%

Ⅲ类州

群流行率低于 0.1%

Ⅳ类州

群流行率低于 0.5%，准备实施认证的

Ⅴ类州

流行率高于 0.5% 而未实施认证的

[15]

。无疑，跨州调运监管政策发挥

结核病分区标准及其跨州调运要求

标准

Ⅰ类州
5 年内，所有牛及牛群感染率都为 0
（无疫州）

，具体见表 2。经过多年努力，美国

跨州调运规定
跨州调运不受结核病限制。
①未被感染或暴露的牛。具有官方标识，在一定期限内结核菌素试验阴性，获得
ICVI 时，可直接跨州调运到屠宰场或育肥场。
②结核病阳性牛。进行个体标识，左耳加挂标有“US 阳性”或字母“T”的金属耳标；
携带目的地所在州的许可证；可由 APHIS 或州代表监督，用官方封印的车辆，跨州
调运至获得认可的屠宰场。
③暴露牛。进行个体标识（字母 S），可由 APHIS 或州代表监督，用官方封印的车辆，
跨州直接运往获得认可的屠宰场。
④结核菌素试验非阳性的疑似牛群。可以跨州直接调往屠宰场。
⑤阳性反应动物。若宰前检疫发现动物发烧，宰后检验发现活动性结核病变、其他
组织广泛结核病变等情形的，胴体禁止食用；若发现局部结核病变，胴体未感染部
[16]
分可以通过检疫进行食用，其余部分不可食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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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布鲁氏菌病

4

讨论和小结

美国对布鲁氏菌病根除实行区域化政策，根

系统分析美国动物跨州调运监管制度，发现其

据监测、标识和群感染率等将全国各州 / 地区的布

内核体现在 5 个层面：一是分类管理疫病，对感染

鲁氏菌病状况分为 4 类，不同风险级别的州采取不

外来病、重点控制病种、普通流行病的易感动物，

同调运监管措施

[17]

，具体见表 3。截至目前，美国

所有州均被认可为无疫州
3.3

[15]

。

分别实施禁止、限制、不限制跨州调运制度；二是
按照分区、分群管理原则，设定不同区域、不同群

伪狂犬病

体动物的调运监管要求（可供选择）；三是动物卫

伪狂犬病是美国实施消灭计划的疫病之一。

生状况的确立要以实验室检测为依据，并据此实施

美国根据疫病防治进展将消灭计划划分为 I、II、

用途管制；四是调运动物必须具有完备的官方标识；

III、IV 和 V（无疫）5 个阶段。对于不同阶段、不

五是运输设施要确保清洁卫生，并满足动物福利要

同卫生状况的猪群，调运限制有所不同

[18]

，具体

求。这种制度设计，既促进了动物贸易，又维护了

见表 4。经过 20 余年努力，美国所有商业猪群都

贸易安全，在美国控制消灭一系列动物疫病中发挥

达到了无疫（第 V 阶段）标准

[15]

。

了重要作用。

表3
分类

布鲁氏菌病分区标准及其跨州调运要求

标准

跨州调运规定

无疫州

12 个月内，群感染率为 0

A 类州

12 个月内，群感染率低于 0.25%

B 类州

12 个月内，群感染率低于 1.5%

C 类州

12 个月内，群感染率高于 1.5%

表4
分类
第 I 阶段（准备）
24~28 个月

①检测合格的非暴露牛。来自无疫州、A 类州和 B 类州的非暴露牛，经检测合格，携带
目的地所在州的许可证（或有 S 烙印许可或具有 ICVI）时，可以跨州调运至屠宰场和隔
离育肥场；来自 C 类州、不是暴露牛、来自已知未感染群，经官方免疫、具备 S 烙印许
可、检测合格的牛，可跨州调运到认可的屠宰场或隔离育肥场。
②阳性牛。满足下列条件时，可调往认可的屠宰场立即屠宰：进行个体标识，左耳加挂
金属标签（标有序列号并刻有 U.S. Reactor）或佩戴 SAHO 指定的标有阳性牛序列号的
其他金属标识，烙有 B 印，或用官方封印的封闭车辆运输，或由 APHIS/ 州代表监督直
接运往屠宰场；布病阳性牛跨州调运时，必须携带许可证直至终点，并在跨州移动文件
封面清晰标记“布鲁氏菌病阳性牛”字样。
③暴露牛。满足下列条件时，可以跨州调运到认可的屠宰场或隔离育肥场：用官方耳标
或 USDA 背标进行个体标识，有许可证或 S 烙印许可，并满足下列条件之一：A. 离开
跨州调运场所前进行了 S 烙印；B. 申请布鲁氏菌病相关赔偿时进行了 S 烙印；C. 成年
牛进行了官方免疫；D. 由 APHIS 或州代表监督直接屠宰；E. 用有官方封印的封闭车辆
运输（封印的实施和去除由 APHIS/ 州代表、认证兽医实施，并在许可证或 S 烙印许可
上记录）。
[16]
④感染布鲁氏菌病的动物胴体。在去除感染部分后可以通过检疫供人类消费 。

伪狂犬病分阶段控制标准及其跨州调运要求

标准

跨州调运规定

①一般情况下，发病动物不能跨州调运，暴露动物在暴露后 10 天内
不能跨州调运。
第 II 阶段（控制）
确定感染群并启动清群措施，控制猪的 ②感染猪或暴露猪的特殊调运要求。感染猪或暴露猪直接跨州调往认
12~14 个月
跨州和州内调运，等
可的屠宰场时，调运猪须有许可证或畜主 - 调运者声明（载明标识信
息），中途不得卸车；暴露猪直接跨州调运到隔离育肥场时，需满足
第 III 阶段（强制群清除）制定强制感染清群计划，确定流行率， 下列条件：暴露 21 天后官方血清学检测结果为阴性，检测阴性后 15
12~14 个月
允许免疫，隔离群的猪不能调运，等
天内对猪进行了免疫，检测阴性后 30 天内进行跨州调运，有许可证（载
明了来源场状况、猪的标识、官方血清学检测日期和检测实验室名称、
第 III 阶段监测要求至少实施 2 年，持 官方免疫日期、跨州调运前由目的州动物卫生官员签发的跨州调运批
第 IV 阶段（监测） 续开展种群监测，制定实施了充分隔离 准文件等）。
12~14 个月
野猪、散养猪和商业生产猪的管理计划， ③免疫猪。未感染或未暴露的免疫猪群，有许可证或畜主 - 调运者声
禁止免疫，州内调运无限制，等
明时可以直接跨州调运至认可的屠宰场，中途不得卸车；有许可证且
载明了猪群状况、标识、免疫日期、跨州调运前由目的州动物卫生官
员签发的跨州调运批准文件等的，可以跨州调运到隔离育肥场。
宣布无疫，满足第 IV 阶段要求后 1 年
第 V 阶段（无疫）
④未感染或未暴露的非免疫猪群。跨州调往目的地屠宰场不受限制；
无伪狂犬病，持续监测，禁止免疫，州
12~14 个月
跨州调往育肥场、隔离育肥场或批准的交易市场需满足：来自伪狂犬
内调运无限制，等
病阴性群，进行了标识，有许可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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