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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猪场车辆洗消中心建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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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养殖场车辆的清洗消毒是防控非洲猪瘟的关键环节之一，车辆洗消中心承担着对运输车辆及人员、物

品进行清洗、消毒、烘干的功能。当前我国部分猪场存在建设成本高、清洗消毒重视程度低、消毒检疫监管不
严及惩处力度弱等问题，而未做好车辆洗消中心建设工作，难以充分发挥清洗消毒的防控作用。这提示：企业
应承担起防疫的主体责任，充分认识建设洗消中心的积极意义；政府应加大财政补助与技术支持；畜牧兽医主
管部门应制定相关行业标准和增加惩处力度，构建联合执法机制，形成执法监管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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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wine Farms under the New Situ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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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cleaning and disinfection of vehicles in livestock farms is one of the key procedures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frican swine fever（ASF），the functions of cleaning，disinfecting and drying for vehicles，personnel
and relevant materials are undertaken by the cleaning and disinfection centers. At present，the centers failed to fully
play their role in disinfection and cleaning due to the following problems in China：high cost in some swine farms，
paying less attention to disinfection and cleaning，relaxed supervision over disinfection and quarantine，and unsound
penalty system. In view of the above problems，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disease should be undertaken by enterprises that should also fully recognize all positive meaning for building the
centers；ﬁnancial subsidies and technical support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by the government；and relevant industry
standards should be formulated by veterinary authorities that should also be responsible for enforcing penalties and
building a kind of joint enforcement mechanism to form the resultant force for law enforcement and supervision.
Key words：vehicle cleaning and disinfection center；disinfection and cleaning；transportation procedure；African
swine fever；livestock farm

全球非洲猪瘟防控经验表明，该病根除需要

等因素，导致当前非洲猪瘟形势复杂严峻。据调

一个长期过程。当前非洲猪瘟病毒在我国已形成了

查，我国非洲猪瘟的传播途径主要有 3 个方面：生

一定的污染面，我国相对落后的生猪生产消费方式

猪及其产品异地调运、人员车辆携带病毒传播和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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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剩余物喂猪。在现已查明病毒来源的 111 起家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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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人员车辆携带病毒传播占比达到了 41.5%
[1]

[2]

辆必须单向流动 。有条件的猪场还可以在洗消中

（46/111） ，其中猪场车辆带毒传播又是重中之重。

心中建立检测室，对水质、消毒剂等洗消用品进

本文阐述猪场车辆洗消中心的存在意义，分析其建

行监测，同时对消毒效果进行检测评估，确保洗

设不足的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旨在引起业内人

消效果（图 1）。

员的重视，从运输环节降低病毒传播风险，进一步
防控非洲猪瘟。
1
1.1

车辆洗消中心建设的必要性
政策法规要求
《动物防疫法》第四十四条规定，“运载工

具在装载前和卸载后应当及时清洗、消毒。”农业
农村部和交通运输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切实加强生
猪调运监管工作的通知》（农办牧〔2018〕64 号），

图1

要求动物外调必须凭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运输车辆
清洗消毒证明，方可装运外调。由此可见，建设养

2.2

洗消中心的功能划分

科学高效的洗消程序

殖场洗消中心，严格车辆的清洗消毒是积极响应防

洗 消 程 序： 污 区 进 入 — 预 处 理 区 准 备 —

疫政策的明智之举。

进 入 清 洗 区 — 初 次 清 洗 — 泡 沫 浸 润（15 min）

1.2

— 二 次 清 洗 —沥水干燥—进入高温消毒区—消毒

动物防疫工作的需要
携带病毒的运猪（或饲料）车辆在猪场与猪

（30~45 min）—烘干（70 ℃，30 min）—停放净区。

场之间、猪场与屠宰场之间、猪与饲料厂之间流

按照先内后外、先上后下、从前到后的顺序进行，

通，存在交叉传播风险。传统消毒池存在消毒药易

泡沫浸润、消毒剂作用、沥水干燥、高温烘干等程

失效、车辆消毒不彻底等问题，难以满足防疫工作

序均要达到最低作用时间，同时要密切关注冲洗水

的需要。养殖场洗消中心承担着对进入猪场的车辆

压 、水温

进行清洗、消毒和烘干等功能，以及对随车人员和

2.3

[3]

[4]

等细节，确保洗消效果。

智能化的信息管理系统

物品的清洗、消毒功能，既快速、高效杀灭绝大多

在洗消中心各区域安装实时监控系统，值班

数病菌。又因其“单向流动”的洗消模式，形成以

室呈现监控画面，同时链接手机客户端，实现对洗

猪场为中心的多层生物安全防护圈，使得环境载毒

消过程全流程监督。另外，对洗消全过程进行录像

量从外到内层层递减，真正发挥安全防控作用。

备案，做到全程可视化、可追溯，这既能保证车辆

2

洗消程序符合标准，又为车辆洗消检疫提供证明。

洗消中心功能划分
合格的洗消中心需具备划分完善的功能单元，

科学高效的洗消程序和智能化的信息管理系统。
2.1

划分完善的功能单元

3
3.1

洗消中心建设要点
管理模式
建立精细化管理模式，通过明确责任、抓住

洗消中心可划分为预处理区、清洗区、高温

重点、细化制度、强化检查等方式，建立部门间沟

消毒区 3 部分，包括值班室、洗车房、干燥房、

通协调、专人巡查登记等工作机制；健全领导、组

物品消毒通道、人员消毒通道、动力站、硬化路面、

织、执行、检查、奖惩、培训等方面规章制度；制

废水处理区、衣物清洗干燥间、污区停车场及净

定洗消程序和效果验收标准，以达到科学管理、规

区停车场等。洗消中心设置净区、污区，洗消车

范洗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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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选址与设计
洗消中心选址应在猪场 3 km 附近，距离其他

定，但对消毒效果评估未作明文规定。这造成官方
兽医在检疫出证时，对车辆是否消毒仅凭询问，而

动物养殖场 / 户大于 500 m。设计符合“单向流动”

没有凭证；发现运输车辆有明显的粪便等污物残留

原则，保证污区和净区分离，避免交叉污染。考虑

时，由于没有消毒效果评估标准，导致行政处罚缺

风向、排水等具体细节，保证污区处于下风向，外

乏有力证据；在法律惩处方面，《动物防疫法》第

部排水由净区排向污区，并设置污水处理区。

七十三条规定，“运载工具在装载前和卸载后没有

3.3

及时清洗、消毒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

基础建设
基础建设要具备冬季保温能力以及自动排空

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可以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防冻、防腐蚀功能。清洗车间内置防腐铝塑板或

因违法成本过低，难以起到法律震慑作用。

其他耐腐蚀材料，设置清洗斜坡（5% 坡度）便于

5

车厢内部排水；烘干车间要做好保温及密封，保

5.1

证高效烘干。烘干车间两侧建耳房，便于热风流

有关思考

通循环。

完善顶层设计，建立行业标准
一是明确车辆消毒检疫的评估标准和处罚标

准，以做到评估和处罚有据可依。二是建议将车辆

清洗车间和烘干车间，要结合车辆尺寸建设。

洗消证明补充到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中，由动物卫生

清洗车间与烘干车间间距一般在 20 m 以上，中间

监督机构备案过的洗消中心开具洗消证明，官方兽

设置车辆沥水区，减少污区与净区的交叉污染。

医在出检疫合格证时回收洗消证明，做到不消毒不

4

出证，建立长效机制，实行全链条监管，以达到消

4.1

建设推广中存在问题
洗消中心建设综合成本高
一是建设经济成本高。洗消中心的功能单元

毒灭病的目的。
5.2

做好政令宣贯，强化责任主体的消毒意识

多，设施设备要求高，智能化系统维护烦琐，加上

针对养殖场车辆清洗消毒措施落实不严等问

基础建设等一系列工程，建设成本多为数百万元，

题，需要从根本上提高其对消毒工作的认识。一是

对养殖企业造成较大负担。二是选址困难。场外选

政府要加强宣传教育，通过报刊、横幅等纸媒及微

址因土地性质和用途等问题，须经国土部门批准建

信、官网、影音等新媒体，多形式、多渠道提升养

设，而场内选址要结合现有厂区环境，综合考虑实

殖场消毒意识。二是养殖企业自身要承担起防疫主

用、安全、环保等多方面因素。三是污水处理复杂。

体责任，充分认识到清洗消毒的关键作用，主动发

洗消完成后涉及污水处理工作，存在环境污染隐患。

挥防控功能。三是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搞好科

4.2

学研究，加大对洗消剂种类与作用时间、冲洗水压

对清洗消毒认识不足
在对非洲猪瘟疫情处置督导中发现，发病猪

与水温、检测方法与效果评估、监控管理系统等细

场均存在人员车辆消毒不规范、不彻底的问题，半

节的实践研究，对洗消关键环节进行完善，提升洗

数以上的发病猪场不进行车辆清洗，车厢、轮胎还

消效果。

残留着动物粪便等污物即进行消毒程序。简言之，

5.3

养殖企业对清洗消毒的防控作用不明晰，对清洗消

政府加大财政补助和技术支持
各地农业主管部门可为建设洗消中心争取政府

毒认识不足，难以高效落实防控措施。

财政支持，对符合标准建设的洗消中心提供财政补助；

4.3

组织权威专家对洗消中心的建设进行技术指导和效果

消毒检疫的监管不严，惩处作用不明显
在检疫监管方面，洗消中心建设缺乏相关检

疫标准，即只对运输车辆的消毒与否作了强制规

评估，为洗消中心建设提供智力支撑和技术支持。
（下转第 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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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办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依法应当检

销毁，并依照《动物防疫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进

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依照本

行处罚：……”对该行为因补检结果的合格与否规

条第二款规定补检，并依照《动物防疫法》处理处

定了两种不同的法律后果。但《办法》第四十条、

罚。”第二款“符合下列条件的，由动物卫生监督

四十一条、四十二条却没有类似规定，类推适用第

机构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不符合的，按照

四十三条的规定根据补检结果合格与否分别处理显

农业部有关规定进行处理。……”，规定了补检的

然不恰当，不论补检合格与否一概按《动物防疫法》

两种结果，应当是认同补检存在合格与不合格两种

第七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处罚又与第四十三条所体现

可能的。

的行政管理理念不一致。文意表达不明确，令执法

笔者认为，对《动物防疫法》第五十九条第

者和管理相对人感到困惑，应予以明确。

一款第三项和第四项的合理解释应该是：对依法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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