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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依照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陆生动物卫生法典》中的动物及动物产品进境风险分析框架，采用定性评估方法，

对俄罗斯输华牛肉开展牛结节性皮肤病传入风险评估。评估认为，在不采取检疫监管措施的情况下，牛结节性
皮肤病随俄罗斯进口牛肉传入的风险为“中”，暴露风险为“低”，后果风险为“高”，综合风险为“中”。由此，
建议采取产地牛源控制、疫源监测检测以及加强宰前宰后检验和牛肉进口检疫监管等措施，防范牛结节性皮肤
病随俄罗斯牛肉进口传入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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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Assessment on Lumpy Skin Disease Introduced by Imported Russian Beef
Qiu Songyin，Liu Xiaofei，Li Ting，Wang Qin，Wu Shaoqiang
（Animal Quarantine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Beijing 100176，China）
Abstract ：Risk assessment on lumpy skin disease that might be introduced by imported Russian beef was carried out
by use of a qualitative metho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ramework of entry risk analysis on animals and animal products
defined in Terrestrial Animal Health Code of OIE. It was evaluated that，on the conditions that no any quarantine
measures were adopted when the disease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along with Russian beef，the introduction
risk was“medium”，the exposure risk was“low”，the consequence risk was“high”and the comprehensive
risk was“medium”. Therefore，it was suggested to prevent the disease from being introduced via such pathway
by series of measures，including controlling all sources of cattle in their place of origin，monitoring all disease
sources，and strengthening pre-and post-mortem inspection，supervision and quarantine towards imported be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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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

罗斯的农业合作。中俄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中华人

的肉类消费量与日俱增。但目前我国的养殖业水平

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合作共赢、深化全面战略

尚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肉类消费需求，每年需从国

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把农业作为战略合作的

外进口大量肉类供应国内市场，其中牛肉的进口量

重要一环。今后会有更多的俄罗斯肉类产品进入我国

增长最为迅速。2019 年第 1 季度，仅澳大利亚牛

市场。因此，我国应高度重视口岸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肉进口量同比增长了 67%。随着与“一带一路”

严防外来动物疫病随动物产品跨境传入。

沿线国家农业合作的深化，我国正进一步加强与俄
收稿日期 ：2019-09-10 修回日期 ：2019-10-09

牛结节性皮肤病（lumpy skin disease，LSD）
是由结节性皮肤病病毒（lumpy skin disease 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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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DV）引起的牛全身感染性疫病，以全身皮肤

通信作者 ：吴绍强

出现结节病变为显著特征，为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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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E）规定的须通报动物疫病。LSD 于 1929 年

物表现临床症状，其他处于隐性感染状态。绵羊、

首次发现于非洲的赞比亚，并在非洲大陆广泛传播，

山羊，以及一些野生动物，如长角羚羊、长颈鹿、

1989 年传入亚洲中东地区，随后在欧洲和亚洲蔓

黑斑羚等可被人工感染。该病对人没有感染性 。

延传播

[1-2]

。2019 年 8 月 12 日，我国确认在新疆

[5]

LSD 的潜伏期一般为 28 d。

[3]

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州发生首起 LSD 疫情 。
俄罗斯是距离我国最近的 LSD 疫区。2015 年
7 月，俄罗斯联邦达吉斯坦共和国发生首起 LSD
[4]

该病主要通过节肢动物媒介进行机械传
播

[4]

， 也可通过直接接触传播。此外，摄入被感

染动物唾液污染的饲料和饮水也会感染该病。病

疫情 ，随后俄罗斯又向 OIE 报告了多起 LSD 疫

毒通过“牛—虫媒—牛”循环链不断增殖可能是

情。因此，进口来自疫区的牛肉存在传入 LSD 的

该病不断暴发的主要原因。

[5]

风险 ，因而需要评估俄罗斯输华牛肉传入 LSD

1.3

的风险并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防止 LSD 随
进口牛肉及产品传入国内。
本研究对 LSD 的病原学、流行病学、临床症状、

临床表现
感染动物表现为以下典型症状：高烧（41 ℃），

持续 1 周左右；厌食、精神委顿、不愿行走，泌乳
奶牛产奶量显著减少；全身皮肤出现结节，以头、

流行情况、公共卫生学意义以及诊断与防控技术等

颈、乳房、会阴、眼睑、耳梢以及腿部、背部、胸

进行简要综述，根据 OIE《陆生动物卫生法典》
（2019

部、尾部皮肤尤为突出；结节大小不等，可聚成不

年）中的动物及动物产品进境风险分析框架，对俄

规则的肿块，可波及全身皮肤、皮下组织以及肌肉

罗斯输华牛肉开展风险评估，同时提出一系列风险

组织；口腔黏膜表面可以形成丘疹，也可导致肺炎；

管理措施，以期为我国进口牛肉贸易政策的制定和

全身体表淋巴结肿大；眼、鼻、口、直肠等部位的

LSD 防范提供依据。

黏膜表面形成结节，生殖器溃疡；母牛流产与临时

1

性不孕，公牛罹患睾丸炎和附睾炎

1.1

危害确认
病原学

1.4

[1，4，7]

。

实验室诊断

LSDV 属痘病毒科羊痘病毒属，只有 1 个血清

LSD 的实验室诊断方法主要包括：病毒分离

型，即血清 1 型（1 Serotype）。电镜观察，病毒

培养、透射电镜观察、免疫扩散试验、间接荧光抗

粒子呈砖块状或短管状，是唯一可在细胞浆内复制

体试验、病毒中和试验、免疫印迹、酶联免疫吸附

[6]

的有囊膜的双股 DNA 病毒 。
LSDV 对外界环境以及物理和化学因素具有较强

试验（ELISA）和荧光 PCR 等方法。
1.5

预防与控制

的抵抗力，55 ℃ 2 h 或 65 ℃ 30 min 方可灭活；在 -80 ℃

LSD 尚无特定的治疗手段，大剂量抗生素治

条件下，可在动物皮肤结节中存活 10 年；在 4 ℃条

疗可以避免继发感染。卫生防疫措施包括：限制

件下，可在感染组织培养液中存活 6 个月。LSDV

来自疫区进口活家畜、胴体、兽皮和精液；感染

可从患病动物皮肤损伤部位、结痂、肌肉、肺脏、

国应严格检疫，加强疫病监测，防止引入病畜；

脾脏、淋巴结等处以及血液、唾液、牛乳、精液中

在疫病暴发时，隔离并限制动物移动，尽量扑杀

[6]

分离到 。精液中的排毒期较长，有些公牛在感染

所有患病和感染动物，合理处置病死动物（如焚

5 个月后，仍能在其精液中检出病毒的 DNA。在

烧），并对畜舍和工具进行清洁与消毒；在疫区

试验条件下，可以在感染后 11 d 的唾液、22 d 的

养殖场和周边开展虫媒控制、疫苗接种等。目前

精液和 33 d 的皮肤结节中检出病毒。

免疫接种主要采用两类弱毒疫苗：同种弱毒疫苗

1.2

Neethling 株，免疫保护期可长达 3 年；异种弱毒

流行病学
牛是该病的自然宿主，无性别、品种差异。该

病发病率为 5%~45%，但只有 45%~50% 的感染动

疫苗，包括绵羊或山羊痘病毒疫苗，接种后有时会
产生局部严重反应

[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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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 LSD 疫情（表 1）。从俄罗斯境内的疫点分布看，

风险评估
本风险评估中的牛肉指冷却或冷冻牛肉，从

LSD 传入可能性、暴露可能性和传入后果 3 个方
面进行评估，分析俄罗斯输华牛肉中传带 LSDV
的风险等级。

LSD 疫情呈现逐渐向东部蔓延的趋势（图 1）。
表1
年度

2015—2019 年俄罗斯 LSD 疫情数据统计
疫情数 / 起

病例数 / 个

2015

17

164

2016

246

6 700

2017

33

173

据 OIE 疫情通报，2015 年 7

2018

65

251

月俄罗斯联邦达吉斯坦共和国首次发生 LSD 疫情。

2019

8

26

2.1

传入评估
LSD 流行风险

2.1.1
2.1.1.1

疫病状况

2016 年 1 月—2019 年 8 月，俄罗斯境内又多次发

图1

注：疫情数据源自 FAO，日期截止到 2019 年 8 月 31 日。

俄罗斯 2015—2019 年 LSD 疫情分布（源自 OIE）

为提升 LSD 防控

内所有动物加带标签。（2）加强畜牧业生态安全

能力，俄罗斯联邦农业部制定了“通过预防、诊

控制，特 别 是 奶 牛 场， 对 指 定 的 养 殖 厂 进 行 消

断、限制及其他措施预防及消除 LSD 传播的兽医

毒处理。（3）对养殖牛群预防性接种绵羊痘病毒

规范”。目前俄罗斯在《联邦法》和俄罗斯联邦农

弱毒株疫苗，对 6 月龄以上牛，使用剂量为绵羊

业部指令的框架下正在进行 LSD 防控工作，主要

剂量的 10 倍；对犊牛，建议从 3 个月开始接种疫

做法包括：（1）对牛群逐头清点、辨认，给辖区

苗，为 5 倍免疫剂量。（4）疫情稳定前，在北高

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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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索地区和南部联邦管区，牛群、动物饲料和动物

斯境内的 LSD 流行风险等级为“中”。

养殖用具在养殖场和居民点间的转移，须由俄罗斯

2.1.2

联邦相关主体国家兽医机构批准，批准依据为隔离

2.1.2.1

30 d 后的被转移动物临床检查情况。（5）在动物

通过宰前兽医检验发现，但症状不典型的病牛或者

转移过程中，对牛群进行消毒处理。（6）对所属

处于潜伏期的牛可能漏过宰前检验。不表现临床症

地区所有养殖牛进行阶段性检查，以便及时发现有

状或处于潜伏期的牛，其组织器官可能尚未发生明

LSD 临床症状的牛。
（7）LSD 的实验室诊断及确认，

显的病理变化，进而漏过宰后兽医检验。LSD 毒

由俄罗斯农业监督部门——联邦动物健康保护中心

血症约持续 1~2 周。肺、脾和淋巴结是病毒的主要

免费实施。（8）疫情被实验室诊断确认后，对牛

来源。病毒在低温条件下存活良好，对强酸、强碱

群进行检疫隔离，对已感染动物对症治疗；牛奶须

敏感。在 37 ℃、pH6.6~8.6 条件下，5 d 内病毒滴

经消毒灭菌（温度 132 ℃，15 min）后，方可运出

度无显著下降；4 ℃条件下、6 个月后，保存在感

检疫隔离区；对养殖牛，根据本建议的第 3 条进

染组织培养液中的病毒仍可复制。牛肉在生产过程

行计划外的绵羊痘和山羊痘接种；在 LSD 流行地

中，通常经过至少 24 h 的冷却过程，其间肌肉的

区，建议在第 1 次免疫后的 30~45 d，再次以 5 倍

pH 会下降到 6.0 以下。pH 下降不能降低肌肉中病

剂量接种。（9）在最后 1 例病畜病愈、病死或被

毒含量，因此牛肉的冷冻过程不会影响病毒含量，

强制宰杀 30 d 后，方可解除检疫隔离措施；在解

但会影响病毒的繁殖力。

除检疫隔离措施 1 年内，疫区范围内禁止销售和出

2.1.2.2

口养殖牛，但将送去屠宰的情况除外（在牲畜屠宰

典》

加工企业，在该传染病媒介节肢动物，如壁虱、白

蹄和角进口或过境时，无论输出国家的 LSD 流行

蛉、苍蝇等的高活动期后，可以将牲畜送去屠宰）；

状况如何，兽医管理机构不应提出与 LSD 相关的

在疾病已经消除的无疫区，LSD 媒介节肢动物高

条件，说明骨骼肌带毒风险极低，可以忽略。但是

活动期来临前 1 个月，根据本建议第 3 条对全部养

干燥结痂中的病毒在正常环境温度下保持稳定，若

殖牛进行接种。（10）未经批准，禁止转移和销售

感染动物漏过宰前检验，干燥结痂中的 LSDV 污

活动物、畜产品。

染胴体的可能性就不能排除；而且 LSDV 可在肺

2.1.1.3

或脾等内脏器官中存在，所以包括牛下水在内的

小结

根据俄罗斯兽医官方提供的资料，

[10]

输华牛肉带毒风险
感染牛漏检风险

典型的 LSD 病例可以

牛肉污染风险 OIE《陆生动物卫生法

建议，在骨骼肌、肠衣、明胶、胶原、油脂、

[11]

LSD 是俄方重点防控的动物疫病之一，2011 年被

肉类带毒风险尚不能排除。澳大利亚兽医计划

列入俄罗斯联邦农业部“关于确定动物传染病和其

也明确提出，虽然没有证据表明牛肉及肉制品能

他疾病清单”中，并建立了相对健全的动物卫生防

够传播 LSDV，但不能忽略冻肉中病毒存活和传

控体系。在 LSD 疫情发生后，俄罗斯联邦及各级

播的风险。

政府均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疫情应对和防控措

2.1.2.3

施。虽然 LSD 主要通过节肢动物机械传播、扩散，

的主要释放路径是“有临床症状表现牛或处于潜伏

但未有资料提及节肢动物媒介监测开展情况和采取

期的牛漏过了宰前宰后兽医检验及入境时的口岸检

的控制措施。在 2016 年发生的疫情中，出现了远

疫监测”。如果养殖环境中最近 1 年以上没有本病

离其他疫点的疫情。由此可认为，俄方采取的措施

发生，调入牛确保健康无疫，即使有突发的 LSD

尚未有效阻止其境内的非法动物移动。综上，俄罗

发生，鉴于该病为群发病，按照易感动物发病率最

小结

从 LSD 疫区进口牛肉传入 LS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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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为 5%，约有最少 45% 的感染牛表现临床症状计

2.3

后果评估

算，虽然存在隐性感染牛，但至少有 2.25% 的牛

LSD 发病率为 5%~45%，死亡率可达 10%。

发病并表现临床症状，可在宰前兽医检验中被发

LSD 的危害主要体现在：（1）动物死亡以及动物

现。单批次屠宰来自同一养殖场的牛，如果数量小

生产能力下降，导致动物生殖能力和产奶量下降，

于 50 头，则从 LSD 疫区进口牛肉传入 LSDV 的风

使养殖户失去收入来源，也会影响当地及周边地区

险为“中”
；如果大于 50 头，则传入风险级别为“低”。

的市场供应；（2）政府需要组织大量人力、物力和

综上，屠宰牛经有效地宰前检疫，剔除阳性动物后，

财力扑杀患病动物，同时要给养殖户补偿；（3）从

即使未采取任何口岸检疫监管措施，LSDV 随进口

本病的流行历史看，其控制传播和根除难度较大。

牛肉传入的可能性也很小。

综上，LSD 传入我国的后果评估风险等级为“高”。

2.2

2.4

暴露评估

综合评估

牛和水牛对本病易感，野生动物对人工感染高

综合分析认为，目前 LSD 在俄罗斯境内的流

度敏感，但野生动物在本病传播中的作用尚不清

行风险为“中”，在不采取任何检疫监管措施的条

楚。通过节肢动物传播是本病的主要传播方式。
蚊子、苍蝇对病毒传播扮演了重要角色。动物食
入被带毒唾液污染的饲料或饮水，也可感染本病。
带毒牛肉可能暴露给 LSD 易感动物的生物学路径
主要有 3 种：

件下，牛肉带毒风险为“中”，综合判断传入风险
为“中”，暴露评估结果为“低”。依据综合评价
矩阵 1（图 2），判定 LSDV 随俄罗斯进口牛肉传
入并暴露的风险为“低”；依据综合评价矩阵 2（图
3），最终判定从 LSD 疫区进口牛肉的风险为“中”。

（1）将未处理的带毒牛肉废弃物（如淋巴结、
内脏）加工成牛饲料，而饲料加工工艺未能灭活病毒。
（2）带毒牛肉加工过程未能灭活病毒，而用
含有这种牛肉的泔水或者残羹喂牛。
（3）在节肢动物（如苍蝇）活动的季节，节

图2

传入评估与暴露评估综合评价矩阵

肢动物接触到带毒牛肉，或者接触到含有带毒牛肉
的泔水或残羹而成为病毒携带者，进而暴露给易感
动物。
我国禁止给反刍动物饲喂动物蛋白。按照日常
养殖方式，给牛喂泔水或残羹的情况极少见，虽
然不能完全排除上述（1）和（2）的情况，但发生

图3

传入、暴露评估与后果评估综合评价矩阵

风险都很低。在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下，如果牛肉
生产和加工环境的卫生以及牛养殖环境的卫生均较
差，则不排除上述（3）情况发生的可能。

3

风险管理
根 据 上 述 评 估 结 果， 俄 罗 斯 输 华 牛 肉 传 入

综上，节肢动物可通过带毒牛肉、带毒污血或

LSD 的风险不能排除。基于 OIE 相关原则，在科

者泔水接触到病毒，但其携带病毒污染牛饲料，继

学的风险分析基础上，需制定适于我国可接受风险

而感染牛，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实际情况发生

水平的管理措施，因此应以控制牛肉带毒为关键控

的可能性很低，因此暴露风险等级为“低”。

制点，通过采取产地牛源控制、疫源监测检测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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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状况分析 [J]. 中国动物检疫，2017，34（9）：19-22.

加强宰前宰后检验及进口牛肉检疫监管等措施，控
制进口俄罗斯牛肉传入 LSD 的风险。
3.1

[3]

急 通 知： 农 牧 发 [2019] 26 号 [A/OL].（2019-08-19）

进口前管理

[2019-08-30]. http://jnny.jinan.gov.cn/module/download/

要求俄罗斯联邦农业部严格执行“通过预防、

downﬁle.jsp?classid=0&ﬁlename=b14f13de602e4b1a9dc

诊断、限制及其他措施预防及消除 LSD 传播的兽
医规范”，根据贸易情况和疫病发生情况，定期对
该病的管控情况进行书面评估或实地审查。

657d664d730ab.pdf.
[4]

EFSA. Lumpy skin disease：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J]. EFSA journal，2017，15（4）. DOI：

要求肉牛养殖场有主动的 LSD 监测计划，要
求屠宰场加强宰前和宰后管理，宰前或宰后检验发

农业农村部 . 关于做好牛结节性皮肤病防控工作的紧

10.2903/j.efsa.2017.4773.
[5]

孙映雪，TSVIATKO A，宋建德，等 . 牛结节性皮肤

现阳性病例的，全群（养殖场）屠宰牛肉不得出口。

病预警信息与风险管理 [J]. 中国动物检疫，2019，

3.2

36（4）：44-48.

进口后管理
制定从俄罗斯进口牛肉的 LSD 监测计划，选

[6]

周雪梅，李应国，聂奎，等 . 牛结节性皮肤病及其病

择荧光 PCR 等方法检测病毒核酸。在对进口肉类

原检测方法研究进展 [J]. 动物医学进展，2011，32（10）
：

实施入境口岸检验检疫措施的基础上，针对俄罗

99-102.

斯输入我国的牛肉，可以采取加强病原监测频率

[7]

学，2014，35（6）：103-104.

的措施，降低带毒牛肉暴露给国内易感动物的风
险。入境检疫一旦发现阳性，则退运或销毁本批

[8]

管理评价
若俄罗斯对华出口牛肉的养殖场、屠宰场执行

以上风险管理措施，则进口来源于符合要求养殖场
的牛肉传入 LSD 的风险“很低”。结合暴露评估，
从该国进口牛肉传入和发生 LSD 的风险“极低”。
结合后果评估，进口牛肉传入 LSD 的风险“很低”，
能够达到我国可接受的风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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