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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首例非洲猪瘟的现场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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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2018 年 8 月 18 日，江苏省连云港市某养猪场发生不明原因生猪疫情。技术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

展现场诊断和调查工作，从流行病学、临床症状、病理变化等多角度开展现场诊断，判定为非洲猪瘟临床可疑
病例。国家外来动物疫病研究中心实验室检测确诊此次疫情。此次疫情符合非洲猪瘟急性发病特点。本报告将
为现阶段我国非洲猪瘟疫情排查工作提供重要参考。
关键词 ：非洲猪瘟 ；临床症状 ；病例剖检 ；现场诊断
中图分类号 ：S85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44X（2018）09-0005-04

DOI ：10.3969/j.issn.1005-944X.2018.0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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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August 18，2018，an unexplained outbreak occurred in a pig farm in Lianyungang City of Jiangsu
Province. The veterinarians immediately performed field diagnosis and investigation. The data on epidemiology，
clinical signs，pathologic changes，etc.，indicated clinical suspicion of African swine fever（ASF）. The 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Exotic Animal Disease made conﬁrmatory diagnosis. The features of this case are mainly consistent
with acute form of the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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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 月 18 日，江苏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头生猪，分 4 栋舍饲养。其中，2 号育肥舍分别于

中心接到连云港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称

2018 年 5 月 17 日和 5 月 21 日两次引进猪只，每

该市某生猪养殖场猪只发病死亡，经流行病学调查、

次引进 560 头，共计 1 120 头。8 月 15 日早 7 点巡

临床症状观察以及剖检病变观察，初步诊断为临床

栏时发现，该栋舍 3 头猪出现发烧、倒地不起并伴

可疑非洲猪瘟。按照有关要求，采集了 3 只病死猪

有血便等症状，体温 41~42 ℃，用安痛定和青霉素

样品送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检测，经实验

大剂量给药治疗无效，并于当天下午死亡。8 月 16

室检测确诊为非洲猪瘟，现将相关结果报告如下：

日，10 头猪发病，8 头死亡；8 月 17 日，150 头猪

1

发 病，23 头 死 亡；8 月 18 日，300 多 头 发 病，26

发病基本情况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某养殖场共存栏 4 626

头死亡；截至 8 月 19 日，共发病 615 头，死亡 88

基金项目 ：江苏省生猪产业体系疾病防控创新团队（JATS

头（图 1）。8 月 19 日扑杀时，该场 1、3、4 号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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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只临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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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

猪只发病死亡情况

临床和病理诊断
本起疫情中，病猪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呈典

型的急性型非洲猪瘟症状。
2.1

临床症状
发病猪只体温 41~42 ℃，皮肤黄染或发绀，呼

吸困难，不愿运动。个别猪排血便，部分猪站立不稳，
出现倒地抽搐、四肢呈划水状等神经症状（图 2）。
2.2

剖检病理变化
皮肤黄染，皮下脂肪黄染，血液凝固不良；

病死猪脾脏肿大，大小约为正常脾脏的 4~5 倍，
呈紫褐色（图 3-A）；肺部支气管有大量淡黄色
渗出液（图 3-B）；腹腔大量积液呈血红色（图
3-C）；肾脏肿大，肾乳头肿大，见淡黄色胶冻样
渗出（图 3-D）；肠系膜淋巴结 \ 下颌淋巴结肿胀、
出血（图 4-A、4-B）；腹股沟淋巴结肿大、出血，
呈紫褐色（图 4-C）；淋巴结切面潮红，指压时有
血液渗出（图 4-D）；胃肠粘膜出血（图 5-A）；
心脏的心耳处有大量出血，心内膜见紫褐色出血斑
（图 5-B）；十二指肠、回肠、直肠出血，肠内容
物呈焦油色（图 5-C、5-D）；膀胱内膜充血。
3

采样送检与确诊

图2

4

发病猪只临床症状

疫情处置与监测
按照《非洲猪瘟防治技术规范（试行）》和《非

按照《非洲猪瘟防治技术规范（试行）》和《非

洲猪瘟疫情应急预案》要求，对疫点和疫区采取封

洲猪瘟疫情应急预案》要求，采集发病及病死猪抗

锁、扑杀、无害化处理、消毒等处置措施。禁止所

凝血 10 份、脾脏 3 份、淋巴结 3 份、肾脏 3 份以

有生猪等易感动物和动物产品进入或流出封锁区。

及肺脏等样品，送往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

目前，疫点和疫区内所有生猪已全部扑杀并作无害

国家外来动物疫病研究中心检测。经检测，确诊为

化处理，受威胁区的疫情排查工作也在全面推进，

非洲猪瘟。

尚未发现新的异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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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病死猪脾脏、肺脏、腹腔、肾脏病变

图4

病死猪淋巴结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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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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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死猪胃粘膜、心脏、肠道、肠粘膜病变

小结

亡急，
皮肤黄染或发绀，
剖检脾脏严重变大
（2 倍以上）
，

此次非洲猪瘟疫情为江苏省首例，截至 8 月 19

淋巴结肿大出血等。这为非洲猪瘟的最终确诊提供

日扑杀时，除 2 号舍外，其他栋舍猪只临床健康，提

了参考，也为今后非洲猪瘟疑似病例的发现提供了

示正常猪与发病猪的直接接触是非洲猪瘟最主要的

依据，对全国疫情排查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传播途径。
本起疫情属急性型非洲猪瘟，临床症状和病理
变化涵盖所有非洲猪瘟急性发病特点，包括病猪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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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采取相应措施，目前该疫情已得到有效控
制，疫情溯源工作正在深入进行中。
（责任编辑：朱迪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