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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无规定动物疫病生物安全隔离区（简称“无疫小区”）是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倡导的动物疫病

区域化管理措施之一。本文根据 OIE《陆生动物卫生法典》中规定的无疫小区申请和认可的结构性框架，结合
我国现行的有关无疫小区建设规范和标准，总结梳理了我国无疫小区的建设内容、建设程序，分析了无疫小区
建设中应注意的问题，并提出了做好无疫小区建设的一些思考。本文对于国内动物生产企业建设无疫小区和维
持无疫状态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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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peciﬁc animal disease free compartment（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ompartment”）was one of
regionalization measures for control of animal diseases advocated by World Organization for Animal Health（OIE）. In
this article，the contents and procedures of compartments established in China were summariz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ructural framework for its application and recognition as stipulated in OIE Terrestrial Animal Health Code and current
standards or norms in China，and the issues that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during establishment of compartments
were analyzed，and then relevant reflections were put forward accordingly，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animal production enterprises to establish compartments and maintain the disease-free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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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隔离区划（compartmentalization）是

animal disease free compartment，我国称无规定动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定义的动物疫病区域化

物疫病小区，简称无疫小区）是指处于同一生物安

[1]

管理的两种模式之一 ，已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关

全管理体系下的养殖场区，在一定期限内没有发生

注和认可。
无规定动物疫病生物安全隔离区
（speciﬁc

一种或几种规定动物疫病的若干动物养殖和其他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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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生产单元所构成的特定小型区域 。其理念是通
过建立统一的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对特定动物疫病
实施监测、控制和生物安全管理，防范动物疫病发
生及传播风险，实现并持续维持养殖场区包括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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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生产单元特定动物疫病无疫状况。无疫小区的

计划、生物安全措施、监测、应急反应和疫情报告、

各个生产单元不受地理位置限制，通过实施基于风

档案记录、内部审核与改进。建设生物安全管理体

险管理的生物安全措施和建设必要的人工、地理屏

系主要是动物生产企业的职责，是无疫小区建设的

障，从而实现对特定动物疫病进行防控的目的。建

重中之重，关系到无疫小区建设成败。生物安全管

设无疫小区，有利于提高动物生产企业生物安全管

理水平的高低直接体现了动物生产企业的动物疫病

理水平，控制或净化动物疫病，保证动物及动物产

控制或净化能力；（2）动物疫病监测体系，指的

[3]

品安全，促进国际贸易 。

是对无疫小区内及周边环境的监测，依此证明无疫

OIE 在《陆生动物卫生法典》中规定了申请
[4]

小区及周边环境的疫病状态或规定动物疫病的发生

和认可无疫小区的结构性框架建议 ：（1）定义

风险，包括企业的自主监测和官方监测两个方面；

无疫小区的原则，包括明确无疫小区针对的动物疫

（3）兽医机构官方监管体系，指的是兽医机构遵

病病种、无疫小区界定的所有组成部分、所处位置

行全程监管、风险管理原则，对无疫小区及周边区

及其相互关系；（2）无疫小区与潜在感染源的隔

域、相关人员和生产活动进行监管 ，实施监管的

离，包括影响生物安全状况的物理或空间因素、基

兽医机构也要具备相应的条件。

础设施因素、生物安全计划、标识追溯系统等；（3）

2

[6]

文件记录，包括生产记录、饲料来源、实验室检测、

建设程序
无疫小区建设必须遵循一定程序，根据我国

出生和死亡记录、访客记录、疾病史、治疗和免疫

现行的规范和标准要求，无疫小区建设可分为筹备

记录、生物安全计划、培训记录和动物移动信息等，

论证、建设审批和启动建设三个阶段：（1）筹备

所有相关信息应该记录透明，以备兽医主管部门审

论证阶段，动物生产企业制定完整的无疫小区建设

查；（4）病原或疫病监测情况，包括内部监测和

实施方案，方案中要明确建设目标、建设范围和内

外部监测，内部监测证明无疫小区内动物的无疫状

容、时间规划和保障措施等；（2）建设审批阶段，

态，外部监测可以评估疫病传入无疫小区的风险程

动物生产企业填报无疫小区申请书，报省（直辖市、

度，以便及时采取防范措施；（5）诊断能力和程序，

自治区）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批复备案；（3）启动

包括实验设备的配备、试验能力达标以及具备疫病

建设阶段，经省（直辖市、自治区）畜牧兽医主管

报告系统程序；（6）应急反应和通报，即应对无

部门批准后，启动无疫小区建设，动物生产企业制

疫小区突发规定的动物疫病或周围地区出现异常的

定并实施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同时当地兽医机构的

能力；（7）无疫小区的监督管理，即兽医主管部

监管和疫情监测工作一并开展。

门按照相关要求对无疫小区采取持续的监管，并记

3

录相关信息以便向进口国提供。

建设中应注意的问题

根据 OIE《陆生动物卫生法典》中规定的申

无疫小区建设应紧紧围绕生物安全管理体系、
动物疫病监测体系和兽医机构官方监管体系三个方

请和认可无疫小区的结构性框架建议中包含的内

面来进行，建设过程中应注意：

容，结合我国现行的《肉禽无规定动物疫病无疫小

3.1

区建设通用规范（试行）》和《肉禽无禽流感无疫
[5]

生物安全管理体系方面
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应参照《肉禽无规定

小区建设标准（试行）》 的相关要求，总结梳理

动物疫病无疫小区建设通用规范（试行）》和《肉

我国无疫小区的建设内容、建设程序以及应注意的

禽无禽流感无疫小区标准（试行）》 要求进行建

问题。

设，建设过程中还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

3.1.1

建设内容

[5]

组织体系方面

动物生产企业在成立生物

无疫小区建设包括三方面：（1）生物安全管

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时，应委派具有一定行政职

理体系，包括组织管理体系、屏障体系、生物安全

务的企业领导担任小组组长，指定各部门负责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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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生产单元负责人任小组成员，以达到政令畅通、

的原则，制定科学的监测计划和监测方案，同时要

令行禁止，即保证各项生物安全措施能得到有效执

保证试验结果的科学性和严谨性。要加强基于对风

行和实施；要根据人事变动，及时调整生物安全管

险因素的主动监测，以便主动查找存在的疫情风险，

理小组成员，进一步强化岗前培训，避免在人员交

并对监测结果进行统计和分析，根据存在的风险因

接阶段出现生物安全管理漏洞，保障生物安全管理

素，及时调整生物安全计划。

组织体系完整，从而促进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3.1.6

3.1.2

无疫小区内的每个生产单

体现了动物生产企业发生疫情后快速应对处置的能

元在建立物理隔离屏障时，应确保起屏障作用的实

力。企业应该根据当地兽医部门制定的规定动物疫

体围墙或其他能够与外界物理隔离的屏障，不能使

病应急预案，制定规定动物疫病应急反应实施方案，

用没有物理隔离作用的栅栏、防护网等替代品。

成立疫情控制应急预备队，制定应急组织体系及职

3.1.3

责、疫情监测、预警、确认与报告、疫情控制措施

屏障设施方面

生物安全计划方面

制定的生物安全计划

应急反应和疫情报告管理

应急反应管理

一定要全面，尽可能考虑存在的所有风险因素；可

等各项制度，积极开展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演练，

以采取多种形式，动员全体职工，应用头脑风暴等

锻炼相关部门在突发重大疫情时的联动能力，提高

多种办法，查找动物疫病传入和在无疫小区内传播

快速反应、协调指挥、现场处置等实战能力，进一

的各种风险因素；针对每个风险因素，设立相应的

步规范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置工作。

关键控制点；针对某些重要的关键控制点，制定相

3.1.7

应的无疫小区标准控制操作程序（SOPs）。

各项生物安全管理措施得到持续有效实施的证据。

3.1.4

生物安全措施的制定

生产企业应根据相关要求建立完善的档案管理制

和实施严格与否，直接关系到生物安全体系建设成

度，做到档案记录内容全面、管理规范。所有的档

败。不同企业的生物安全措施并不一致，每个企业

案资料可以参照《动物防疫档案管理规范》 相关

要结合自身实际，制定相应生物安全措施，并且要

要求，按年度、类别进行立卷、组卷和归档，避免

覆盖到无疫小区的所有环节。生物安全措施的实施

简单的整理、集中、装订或汇总，以免因经常查阅

一定要绝对严格，不能流于形式，而且要经常对实

导致杂乱或丢失，确保档案完整、存档规范。

施效果进行评价和审核，不断改进完善，同时要做

3.1.8

好各项生物安全措施实施的记录工作。

促进生物安全管理体系严格建立的重要举措。通过

3.1.5 企业自主监测方面 企业自主监测是无疫小

生物安全管理领导小组对现行生物安全计划、生物

区监测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企业掌握无疫小区

安全措施、标准控制操作程序等，进行企业内部审

内病原分布及流行趋势、评价免疫效果和验证卫生

核和风险评估，针对评估的高、中、低等风险因素，

措施合理性等的重要手段，也是获得无疫小区国家

调整设立相应的控制关键点，并改进相应的生物安

评估认可的基础。开展有效监测，改进并监测预警

全措施，使无疫小区的各项生物安全控制措施逐步

的生物安全管理体系薄弱环节，以确保无疫小区持

趋于完善，以降低疫病发生风险。

续保持无疫状态。企业的自主监测可以是获得考核

3.2

生物安全措施方面

档案记录方面

档案记录是证明无疫小区

[7]

内部审核和改进方面

内部审核和改进是

动物疫病官方监测方面

认可和资质认证的企业自建实验室开展的规定动物

动物疫病官方监测是无疫小区动物疫病监测

疫病检测，也可以是委托官方认可或取得资质的官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疫小区在评估中需要查

方实验室或第三方检测机构开展的检测。考虑到还

验的重要内容。动物疫病官方监测同样要按照《规

要做其他动物疫病的监测，一般情况下，动物生产

定动物疫病监测准则》 开展；承担官方监测的兽

企业自己投资建设实验室开展检测比较常见。规定

医实验室应符合农业农村部相关规定，既可以是各

[7]

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兽医实验室，也可以委

动物疫病的监测应遵循《规定动物疫病监测准则》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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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实验室；兽医机构应制定科学

安全投入不足，措施落实不到位，就可能导致病原

合理的监测计划和监测方案，采用临床监视、血清

传入从而引发疫情。因此，企业应该在风险管控和

[8]

学监测和病原学监测相结合的监测方法 ，同无疫

成本投入上寻找适合企业自身的平衡点，既要对风

小区内企业共同承担规定动物疫病的监测工作，并

险评估的高风险因素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防止疫

做好档案记录的登记和保存。

病发生，又要避免过度增加企业在生物安全上的投

3.3

入，节约成本。

官方监管方面
实施官方监管能及时发现、制止和纠正动物

4.3

生产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促进无疫小区更好地实

推进无疫小区建设还需多方面共同努力
企业方面，首先要提高建设无疫小区积极性。

施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实施监管的兽医机构应满足

一方面，企业要充分认识建设无疫小区的积极作用，

相关要求，这就需要各级政府加大投入，不断充实

对于出口企业，无疫小区建设可产生无疫品牌效应

兽医机构人员力量，提升监管水平，确保监管效果。

和增加出口创汇；对于那些没有出口需求的养殖企

监管的内容包括对无疫小区内从业人员、养殖场、

业，无疫小区建设能极大提高企业的生物安全管理

屠宰加工厂及流通运输的全方位监管，并做好相关

水平，降低动物疫病发生风险，减少药物、疫苗用

记录，实行“痕迹化”管理。官方监管不是形势上

量，不仅能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而且能减少动物应

的“走一走、看一看、说一说”，而是要积极发现

激，提高动物存活率，增加经济效益。另一方面，

动物生产企业在生物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漏

首先要深入学习无疫小区建设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洞，并督促其及时整改以达到相关规定要求，以降

规范，了解建设无疫小区的内容程序和应注意的问

低疫病发生和传播几率。

题，树立建设无疫小区的自信心；其次要严格按照

4

相关要求，管控好生物安全风险因素，确保各项防

4.1

几点思考
要充分认识“生物安全三要素”在无疫小区

建设中的重要性

控措施真正落到实处，保证质量和效果。政府方面，
一要不断加大投入，保障兽医机构队伍和经费，加

“生物安全三要素”即隔离、清洗和消毒，

强兽医实验室建设和维护，完善官方监测和监管各

是针对消灭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所采取的生物安

项保障；二要出台无疫小区相关扶持倾斜政策，引

全措施。隔离能有效阻断传染源，如患病动物或污

导建立优质优价市场评价机制，进一步推动企业建

染物进入无疫小区；清洗能将附着在进入无疫小区

设无疫小区积极性。兽医机构方面，要制定和完善

外来物品上的病原微生物清除掉，包括车辆、人员

各项相关制度，严格落实，保证动物疫病监测和官

和器械等上面大部分的污垢；消毒能杀灭环境中的

方监管有效运行。

以及经清洗后仍残留在相关物品上的病原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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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疫小区的生物安全措施应该是基于风险分

析和成本分析综合考量的结果
从疫病防控角度看，生物安全措施越严格越

compartment.htm.
[2]

第 2 号 [A]. 北京：农业部，2017.
[3]

好。但是实施生物安全措施需要成本，如果生物安
全设施和管理投入过高，企业无法承受，会得不偿
失；反过来如果企业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使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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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动物检疫，2009，26（7）：1-3.

[4]

OIE. Terrestrial animal health code：Applic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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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序分析发现，检出的 4 株 aHEV 均属于戊
型肝炎 B 种，不属于现已报道的 4 个基因型，为
新亚型。核苷酸同源性比对分析发现，4 株 aHEV

[4]

virology，2008，19（9）：377-383.
[5]

HANDLINGER J H，WILLIAMS W. An egg drop
associated with splenomegaly in broiler breeders[J]. Avian

与已报道的 4 个基因型代表株同源性均较低（＜
84%），4 株分离株之间同源性为 84.55~94.5%。

MENG X J. Hepatitis E virus[J]. Encyclopedia of

disease，1988，32（4）：773-778.
[6]

HAQSHENAS G，SHIVAPRASAD H L，WOOLCOCK

目前尚无关于 aHEV 新亚型的相关报道，本研究为

P R，et al. Genetic i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我国进一步的 aHEV 研究提供了基础和依据。

of a novel virus related to human hepatitis E virus from
chickens with hepatitis splenomegaly syndrome in the

虽 有 报 道 称， 可 采 用 免 疫 亚 单 位 疫 苗 防 控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general virology，2001，

aHEV[11]，但目前尚无商品化疫苗可用，因此养鸡
场只能通过加强生物安全防止本病传入。
4

82（10）：2449-2462.
[7]

of avian hepatitis E virus from chickens，China[J].

结论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2010，16（9）：1469-

本研究确诊了山东、辽宁、吉林、陕西 4 个
地区引起鸡群异常死淘的病因为 aHEV 感染；通过
ORF2 基因序列比较，发现分离株均属于戊型肝炎

ZHAO Q，ZHOU E M，DONG S W，et al. Analysis

1472
[8]

HUANG F F，SUN Z F，EMERSON S U，et al.
Determin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complete genomic

B 种，形成独立的基因分支，为新亚型。本试验为

sequence of avian hepatitis E virus（avian HEV）and

我国的 aHEV 深入研究提供了基础和依据。

attempts to infect rhesus monkeys with avian HEV[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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