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８ 年第 ３５ 卷第 １０ 期

我国陆生动物疫病
检测诊断技术标准化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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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动物疫病检测和诊断类标准是检测和判断动物疫病的主要依据。本文梳理了我国动物疫病检测和诊断

技术标准的建设现状，并将其与我国《一、二、三类动物疫病病种名录》以及 OIE《陆生动物疫病诊断和疫苗手册》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物检疫疫病名录》中的陆生动物疫病目录进行对比。分析发现 ：我国动物疫病检测
和诊断技术标准体系对我国一、二、三类动物疫病的覆盖率为 92.6%，其中 80% 的标准有 PCR 和（或）ELISA
检测方法 ；对 OIE 陆生动物疫病诊断和疫苗手册名录疫病的覆盖率为 88.3%，其中 73% 的标准有 PCR 和（或）
ELISA 检测方法 ；对我国进境动物检疫名录疫病的覆盖率为 87.7%，其中 73% 的标准有 PCR 和（或）ELISA
检测方法。由此提出了提高我国动物疫病检测和诊断技术标准覆盖率，强化快速诊断检测技术标准化建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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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imal disease detection and diagnosis standards are the main basis for detecting and judging animal diseases.
In this paper，the construction status of this standard system in China was sorted out，then these standards were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List of Class I，II and III Animal Diseases in China，Terrestrial Animal Disease Diagnosis and Vaccine
Manual of OIE and List of Quarantine Diseases for the Animals Imported to China.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the
standard coverage rate of the class I，II and III animal diseases was 92.6%，of which 80% had PCR and（or）ELISA
methods ；the standard coverage rate in OIE list was 88.3%，of which 73% had PCR and（or）ELISA methods ；the
standard coverage rate in lists of quarantine diseases for animals imported to China was 87.7%，of which 73% had PCR and
（or）ELISA methods. Therefore，suggestions of improving standard coverage rate and strengthening the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on were proposed.
Key words ：terrestrial animal disease ；national standard ；agricultural industry standard ；commodity inspection
industry standard ；comparative analysis
[1]

动物疫病是制约畜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失达到 800 亿元 ，其中部分疫病为人兽共患病（如

据统计，我国发现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达 300 多种，

布鲁氏菌病、结核病、狂犬病等），严重危害人类

每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 260 亿元以上，间接损

健康和生命安全 。而动物疫病诊断技术标准化可

[2]

为及时发现疫病，实施动物疫病防疫控制提供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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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保障，是国家相关法规的延伸与配套，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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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动物疫病防控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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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类动物疫病病种名录》是国内

121 种陆生动物疫病（鱼类、甲壳类、贝类、两栖类

动物及其产品屠宰、经营、运输或跨省转运时检疫

除外），包括一类动物疫病 15 种、二类 60 种、三类

[3]

的病种名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物检疫疫

46 种。其中，112 种疫病已发布了标准，标准覆盖率

病名录》是我国动物及其产品国际贸易中到达或

为 92.6%（112/121）（表 1）。6 种仅有单项检测标准

[4]

离开口岸时实施口岸检疫的疫病名录 ；《陆生动

的疫病和 9 种无诊断标准的疫病，全部集中在二类及

物疫病诊断和疫苗手册》是由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三类病中（表 2）。由此可见，一、二、三类疫病中关

（OIE）发布，与《陆生动物卫生法典》配套的国
际动物疫病诊断技术标准，是 OIE 成员在实施规

于二、三类病的综合诊断标准相对缺乏。
表1

[5]

定的国际贸易措施时，推荐使用的国际标准 。由

我国一、二、三类疫病标准覆盖情况

于适用范围的差异，3 个疫病名录覆盖的疫病种类

类别

总数 / 种

虽不完全相同，但全面覆盖了我国动物疫病防控、

一类病
二类病
三类病
合计 / 平均

15
60
46
121

防范及出入境检疫涉及的所有疫病种类，其诊断检
测方法标准化对于支撑国家畜牧业生产及贸易安全
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梳理了动物疫病诊断检测的国
家标准以及农业和商检行业标准的制定现状，分析
了与 3 个疫病名录的配套情况，提出了我国动物疫
病诊断和检测类标准的发展建议，可为未来标准化

表2
类别
二类病

工作发展提供借鉴。

已发布标准 / 种
覆盖率 /%
综合诊断
单项检测
技术标准
标准
15
0
100（15/15）
55
3
96.7（58/60）
36
3
84.8（39/46）
106
6
92.6（112/121）

仅有单项诊断标准或无诊断标准疫病明细
单项检测标准疫病
猪链球菌病
黏液瘤病
马梨形虫病

无诊断标准疫病
钩端螺旋体病、锥虫病

三类病

马鼻腔肺炎
李氏杆菌病
类鼻疽

文中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合计

6

官网（http://new.sac.gov.cn），中国农产品质量安

3.1.2

全 网（http://www.aqsc.agri.cn/ncpdlbz/zlxz/），OIE

是当前批量检测或病原鉴定中较为通用的病原学和

官网（http://www.oie.int/），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

血清学检测方法。这两项技术具有较高的检测敏感

农村部官网（http://www.moa.gov.cn/），检验检疫

性和特异性，对疫病早期诊断、监测及动物产品中

标准化管理信息系统（http://sn2.cnca.cn/standard/）

病原检测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也是当前国内外标

以及全国动物卫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截至 2018
年 8 月底，我国共发布陆生动物疫病诊断技术相

准中大量采用的标准化方法。统计发现，OIE 手册
的 111 种动物疫病中，只有 4 种疫病既无 PCR 方法，

关的国家、农业行业和商检行业标准 439 个。

也无 ELISA 方法，ELISA 和 PCR 方法的覆盖率高

2

达 96.4%。而我国现行一、二、三类疫病标准中，只
有 80% 标准有 PCR 和（或）ELISA 检测方法，剩余

1

数据来源

分析方法
将动物疫病诊断技术的国家标准以及农业和

羊肠毒血症、丝虫病、利什曼病、
溃疡性淋巴管炎、放线菌病、
蚕型多角体病、蚕白僵病
9

PCR、ELISA 方法的覆盖 PCR 和 ELISA

与 2008 年农业部发布的《一、二、三类动物疫病

20% 标准无 PCR 和（或）ELISA 检测方法（图 1）。
其中，无 PCR 和（或）ELISA 检测方法的疫病包含

病种名录》（以下简称一、二、三类疫病名录）、
2018 年 OIE 发布的《陆生动物疫病诊断和疫苗手

9 种二类病和 13 种 3 类病（表 3）。
3.2 与 OIE 手册名录疫病的比较

册》（以下简称 OIE 手册）、《中华人民共和国

3.2.1

进境动物检疫疫病名录》（以下简称出入境疫病名

除鱼类、甲壳类、贝类、两栖类疫病外，共有 111

录）进行疫病种类覆盖和技术方法对比。

种陆生动物疫病。已发布标准覆盖了 98 种疫病，标

3

准覆盖率为 88.3%（表 4）。在已发布标准的 98 种

商检行业标准（以下简称标准）覆盖的病种分别

结果

3.1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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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类疫病诊断技术的标准化
疫病的覆盖

一、二、三类疫病名录共有

疫病的覆盖

2018 年更新的 OIE 手册中，

疫病中，7 种疫病仅有单项检测标准，分布于多种病、
羊病、兔病、马病及其他病。13 种疫病无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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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册 名 录 疫 病 标 准 中 已 有 PCR 和（ 或）ELISA
的 检 测 方 法， 但 还 有 27% 标 准 无 PCR 和（ 或）
ELISA 检 测 方 法（ 图 2）。 其 中，28 种 疫 病 无
PCR 和（或）ELISA 检测方法，尤其蜜蜂病、兔
病和其他病的方法未覆盖率超过 50%（表 6），仅
有猪病的方法覆盖率为 100%。
表5

我国标准中仅有单项或无诊断标准的疫病明细

类别

单项检测标准

多种病

图 1 一、二、三类疫病标准中的
PCR、ELISA 方法覆盖情况

牛病
羊病
禽病
兔病

表 3 我国一、二、三类疫病标准中
PCR、ELISA 方法未覆盖情况

马病

无 PCR、ELISA 的疫病名称

类别

疫病数 / 未覆盖率 /
%
种

锥虫病、黏液瘤病、兔球虫病、日
本血吸虫病、马梨形虫病、马鼻疽、
二类病
9
鸡传染性喉气管炎、钩端螺旋体病、
出血性败血症
羊肠毒血症、丝虫病、绵羊疥癣、
蜜蜂孢子虫病、利什曼病、李氏杆菌、
三类病 溃疡性淋巴管炎、肝片吸虫病、蜂 13
蜜（亮）热厉螨侵袭、蜂螨病、放
线菌病、蚕型多角体病、蚕白僵病

其他病

17.3（9/52）

合计

无诊断标准
新 / 旧大陆螺旋蝇蛆病、心水
流行性出血热
病、利什曼病、克里米亚刚果
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
无
锥虫病、嗜皮菌病
接触传染性无乳症
边界病
无
火鸡鼻气管炎
黏液瘤病
无
马梨形虫病
无
马鼻腔肺炎
囊虫病、骆驼痘、非人类灵长
李 氏 杆 菌、 弯 曲 杆
类动物传播的共患病、动物布
菌和空肠弯曲杆菌
尼亚病毒病（不包括裂谷热和
感染
克里米亚 - 刚果出血热）
7
13

31.0（13/42）

20.2
（22/109）
注：因 2015 年后发布的部分出入境行业标准无公开数据，故不在
本表统计范围内。包括：二类病猪丹毒、鸭瘟、禽网状内皮组织
增殖症、禽霍乱、狂犬病、鸡球虫病、弓形虫病、鸡传染性支气
管炎；三类病：水貂病毒性肠炎、禽传染性脑脊髓炎、猫泛白细
胞减少症、犬传染性肝炎
合计 / 平均

表4

22

我国标准对 OIE 手册疫病的覆盖情况

动物疫病
类别

总数 / 种

多种病
牛病
羊病
猪病
禽病
蜜蜂病
兔病
马病
其他病
合计 / 平均

24
17
13
10
15
7
2
12
11
111

已发布标准 / 种
综合诊断
单项检测
技术标准
标准
18
1
15
0
11
1
10
0
14
0
7
0
1
1
10
2
5
2
91
7

覆盖率 /%
79.2（19/24）
88.2（15/17）
92.3（12/13）
100（10/10）
93.3（14/15）
100（7/7）
100（2/2）
100（12/12）
63.6（7/11）
88.3（98/111）

图 2 我国标准对 OIE 名录疫病的
PCR、ELISA 方法覆盖情况

3.3
3.3.1

出入境检疫名录疫病诊断方法的标准化
疫病的覆盖

出入境疫病名录中，除鱼类、

甲壳类、贝类、两栖类外，共含有 162 种陆生动物
疫病，包括一类病 15 种、二类 103 种、其他病 44

分别为多种病、牛病、羊病、禽病及其他病（表 5）。

种。其中，142 种疫病已发布了标准，标准覆盖率

由此可见，在 OIE 手册疫病标准中，尤其需要关注

为 87.7%（142/162）， 详 见 表 7。12 种 只 有 单 项

多种病、羊病及其他病综合诊断标准的制定。

检测标准的疫病和 20 种无诊断标准的疫病，都集

3.2.2

PCR、ELISA 方法的覆盖

我国 73% OIE

中在二类及其他病中（表 8）。可见，二类病和其
41

他病的标准覆盖率仍有待提高，以应对日益增多的

ELISA 检测方法（图 3）。其中，无 PCR 和（或）

动物及动物产品国际贸易带来的疫病风险。

ELISA 检测方法的疫病包含 1 种一类病、21 种二

表6

类病和 17 种其他病，特别是其他病的未覆盖率最

我国标准对 OIE 名录疫病的

PCR、ELISA 诊断方法未覆盖情况
无 PCR、ELISA 的疫病

类别

疫病数 /
未覆盖率 /%
种

新 / 旧大陆螺旋蝇蛆病、心水
病、利什曼病、克里米亚刚果
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
锥虫病、嗜皮菌病、结节性皮
炎、出血性败血症
内罗毕羊病、边界病
鸡传染性喉气管炎、火鸡鼻气
管炎
蜜蜂盾螨侵袭、蜜蜂孢子虫病、
蜂箱小甲虫侵袭、蜂蜜（亮）
热厉螨侵袭
黏液瘤病
委内瑞拉马脑脊髓炎、马梨形
虫病
隐孢子虫病、弯曲杆菌和空肠
弯曲杆菌感染、沙门氏菌病、
囊虫病、绵羊疥癣、骆驼痘、
李氏杆菌、动物布尼亚病毒病
（不包括裂谷热和克里米亚 刚果出血热）

多种病
牛病
羊病
禽病
蜜蜂病
兔病
马病

其他病

合计 / 平均

5

21.7（5/23）

4

23.5（4/17）

2

15.4（2/13）

2

18.2（2/11）

4

57.1（4/7）

1

50.0（1/2）

2

16.7（2/12）

8

80.0（8/10）

28

27.2（28/103）

注：因 2015 年后发布的部分出入境行业标准无公开数据，故不在本
表统计范围内，包括：多种病——狂犬病；猪病——猪铁士古病毒性
脑脊髓炎、猪流行性感冒；禽病——禽霍乱、鸭瘟、禽衣原体病（鹦
鹉热）、鸡传染性支气管炎；其他病——弓形虫病

表7

我国出入境检疫名录疫病的标准覆盖情况

动物疫病
类别

总数 / 种

一类病
二类病
其他病
合计 / 平均

15
103
44
162

表8

已发布标准 / 种
综合诊断
单项检测
技术标准
标准
15
0
85
7
30
5
130
12

覆盖率 /%
100（15/15）
89.3（92/103）
79.5（35/44）
87.7（142/162）

仅有单项诊断标准或无诊断标准疫病明细

类别

单项检测标准疫病
住白细胞原虫病（急性白
冠病）、猪链球菌病、黏
液瘤病、类鼻疽、猴疱疹
二类病
病毒 I 型（B 病毒）感染
症、猴病毒性免疫缺陷综
合征、埃博拉出血热

无诊断标准疫病
新大陆螺旋蝇蛆病、心水病、
禽副伤寒、鹿慢性消耗性疾
病、利什曼病、溃疡性淋巴
管炎、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
旧大陆螺旋蝇蛆病、亨德拉
病、钩端螺旋体病、边界病
中山病、丝虫病、鼠仙台病
葡萄球菌病、马鼻腔肺炎、
毒感染症、嗜皮菌病、禽肾
其他病 李氏杆菌、接触传染性无
炎、骆驼痘、火鸡鼻气管炎、
乳症、茨城病
放线菌病、蚕白僵病
合 计
12
20

3.3.2

PCR、ELISA 方法的覆盖

我国出入境陆

生疫病名录中，只有 73% 的疫病有 PCR 和（或）
ELISA 检测方法，剩余 27% 标准无 PCR 和（或）
42

高，达 44.7%（表 9）。

出入境名录疫病的 PCR、ELISA 方法覆盖情况

图3
表9

我国出入境检疫名录疫病标准中 PCR、ELISA
方法未覆盖情况

疫病数 /
未覆盖率 /%
种
一类病
结节性皮炎
1
6.7（1/15）
马鼻疽、蜂蜜（亮）热厉螨侵袭、
住白细胞原虫病（急性白冠病）、黏
液瘤病、新大陆螺旋蝇蛆病、心水
病、委内瑞拉马脑脊髓炎、禽副伤寒、
蜜蜂盾螨侵袭、鹿慢性消耗性疾病、
利什曼病、溃疡性淋巴管炎、克里
二类病
21 23.6（21/89）
米亚刚果出血热、旧大陆螺旋蝇蛆
病、鸡传染性喉气管炎、猴疱疹病
毒 I 型（B 病毒）感染症、猴病毒性
免疫缺陷综合征、亨德拉病、钩端
螺旋体病、蜂箱小甲虫侵袭、边界
病
内罗毕羊病、绵羊疥癣、中山病、
兔球虫病、丝虫病、鼠仙台病毒感
染症、嗜皮菌病、日本血吸虫病、
其他病
17 44.7（17/38）
禽肾炎、骆驼痘、李氏杆菌、火鸡
鼻气管炎、肝片吸虫病、放线菌病、
茨城病、蚕白僵病、蜜蜂孢子虫病
合计 / 平均
39 27.5（39/142）
无 PCR、ELISA 的疫病

类别

4
4.1

启示
提高疫病标准覆盖率
标准是疫病诊断检测的依据，也是动物源性

食品安全的保障。目前，我国动物疫病诊断和检测
类标准对一、二、三类疫病的覆盖率为 92.6%，对
OIE 手册名录疫病的覆盖率为 88.3%，对出入境名
录疫病的覆盖率为 87.7%；很多疫病只有单项诊断
（下转第 56 页）

测。样品确认单位应以邮政快递或其他快递方式向样

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

品标称企业寄送《产品确认书》，样品标称企业应自

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

收到《产品确认书》的 7 个工作日内，对样品的真实性

求听证的，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应当组织听证。通过

予以确认并反馈。逾期未回复的，视为对样品真实性

分析，该案不具备听证条件，不需要听证。

无异议，
可认定为标称企业产品。对逾期未反馈的，
《产

4.6

品确认通知书》发件人要及时通过邮政快递或其他快
递系统网络下载签收记录，并将记录留存备查

[3-4]

。

兽药经营者应严把进货渠道
本案来源是一起典型的抽检发现的案件。在案

件办理过程中当事人态度积极，主动配合执法人员查

负责检测样品的机构要根据《实验室资质认

办，因案件本身的性质主要是兽药的成分含量出现问

定评审准则》，通过国家资质认定计量认定评审，

题，在没有进行检验之前，经营者通常无法判定其是

取得相应的资质，资质还在国家认证的有效期内，

否合格。因此，建议兽药经营者要严把进货渠道关，

所检测的兽药样品检测项也要是国家确认具备的检

所经营兽药要来自合法兽药生产、经营企业；要同兽

测能力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要明确检验依

药生产企业或者供货商签订质量保证书，承诺其提

据，检测项目，有编制人、审核人、批准人签字，

供的产品是合格产品，并接受监管部门抽检。

并且加盖检验报告专用章和检验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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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也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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