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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2018 年 11 月 29 日，天津市某猪场报告发生疑似非洲猪瘟疫情，病猪出现食欲不振、体温升高等症状

并发生急性死亡。经国家外来动物病研究中心实验室确诊，判定为非洲猪瘟疫情暴发。接到报告后，流行病学
调查组专家立即进行紧急流行病学调查，通过现场问卷调查、座谈交流、实验室检测和数据分析等方法，描述
疫情的三间分布，找出风险因素，推断暴发原因，并提出防控建议。根据非洲猪瘟病毒传播特性，结合现场调查、
实验室检测和数据分析结果，推断饲喂含有猪肉香肠制品的厨余垃圾是引发本次疫情的重要风险因素，但也不
能完全排除人员、车辆带毒传播的可能性。本次疫情处置得当，未发生病原扩散，并得到有效控制。本次疫情
调查确证了严禁饲喂厨余垃圾，加强运猪车辆管理与消毒对于非洲猪瘟防控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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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 November 29，2018，an outbreak of suspected African swine fever（ASF）took place in a swine farm
in Tianjin City，and the infected pigs suffered from anorexia，increasing body temperature，acute death and other
symptoms，which was ﬁnally conﬁrmed as ASF by National Laboratory of Exotic Animal Diseases Research Center.
Immediately，an emergency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was carried out by means of ﬁeld questionnaire survey，
informal discussion，sampling for laboratory test and data analysis by the experts from an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team，subsequently，the distribution of time，regional and population of the epidemic was described to identify all
risk factors，infer all causes of the outbreak and to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spreading
characteristics of ASFV and the results of field investigation，laboratory test and data analysis，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outbreak was caused by the major risk factor that kitchen wastes containing pork sausage products were fed to
the pigs，however，the possibility of spreading via persons and vehicles carrying the virus should not be ruled out.
The outbreak was effectively controlled by appropriate measures，and no any spread of pathogens was observed. In
addition，the importance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SF through implementing the ban on feeding with kitchen
wastes and strengthening management and disinfection for vehicles transporting pigs was veriﬁed by this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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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猪瘟（African swine fever，ASF）是由非

1.2.3

现场采样

当地兽医站工作人员第一时间

洲猪瘟病毒（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ASFV）引

解剖病死猪 4 头，采集组织样品，送天津市动物疫

起的一种急性、热性、高度接触性猪传染病，发病

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进行诊断，最后送国家外来

率和死亡率可高达 100%。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

动物疫病研究中心确诊。同时采集环境、饲料、饮

将其列为须通报动物疫病，我国将其列为一类动物

水、垃圾等样品送实验室检测。

疫病。2018 年 8 月我国确诊第一起 ASF 疫情。随

1.2.4

后疫情在全国散播，给我国养猪业造成巨大经济损

绘制疫情流行曲线，采用流行病学方法进行描述

失

[1-2]

。ASF 因目前无批准上市的疫苗及有效治疗

数据整理分析

使用 Excel 软件录入数据，

分析。

药物，并严重影响我国养猪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2

调查结果

益，因此通过紧急流行病学调查，制定并采取行之

2.1

有效的防控措施，事关我国养猪业健康持续发展，

2.1.1

意义重大。

王 庄 村 西 的 养 殖 小 区 内（ 东 经 117˚22'25''、 北 纬

养殖场情况
饲养情况

发病猪场位于宁河区潘庄镇

2018 年 11 月 29 日，天津市宁河区报告出现

39˚18'4''），紧邻村庄，存栏育肥猪 361 头，体质

一起疑似 ASF 疫情，急性死亡生猪 67 头。为查明

量约 200 kg/ 头。该养殖小区建于 2015 年，包括 2

疫情来源及扩散风险并及时采取控制措施，农业农

家生猪育肥户、2 家肉鸡户，3 家蛋鸡户。发病场

村部、天津市联合流行病学调查组在宁河区畜牧局

由夫妇俩人经营管理，无外聘人员。调查时相邻生

等有关部门协助下，开展了紧急流行病学调查。

猪养殖户未见发病。该养殖小区生物安全水平较低，

1

养殖环境差，没有围墙，缺少基本的生物安全防护

材料与方法

1.1
1.1.1

病例定义

措施、消毒设施及无害化处理设备。该养殖小区地
2018 年 11 月在天津市范围内

疑似病例

理地形图及分布示意图分别见图 1、图 2。

出现疑似 ASFV 感染症状之一，如高热、厌食、扎堆、
呕吐、腹泻、便血以及皮肤发红或急性死亡的生猪，
临床判定为疑似病例。
1.1.2

确诊病例

经国家外来动物疫病研究中心

实验室确诊的疑似病例。
1.2
1.2.1

调查方法
填写调查表

流行病学调查专家到现场调

查并填写“非洲猪瘟紧急流行病学调查表”，掌握
该猪场的发病过程，以及生产管理、饲喂、免疫用

图1

药、调运、生物安全管理及疫情处置等基本情况，

（黄色五角星位置为发病场）

发病养殖小区地形图

2.1.2

1.2.2

在当地公安人员协助下与养殖

现精神沉郁，当日全群免疫古典猪瘟疫苗（中牧集

户及疫情相关方座谈，调查了解发病原因、发病经

团产品）。夫妇二人在免疫时，一针免疫多头猪且

过、采取的措施。根据座谈记录，追溯本次疫情来

针头重复使用。免疫后次日（11 月 26 日），猪群

源，了解近期车辆往来及生猪调运情况，并进行针

又出现腹泻、高烧等症状；当晚 8 点，外区某兽医

对性追踪。

入户诊断为猪流感，遂进行全群猪流感疫苗免疫，

11

座谈交流

免疫用药情况

11 月 25 日，发病猪群出

收集疫情暴发的背景信息。

图2

养殖小区布局示意图

（红色五角星表示发病场）

同样一针免疫多头猪且针头重复使用。11 月 27 日

图3

非洲猪瘟发病猪和病死猪体表特征

早上，本区兽医再次对发病猪进行诊断，并对多圈
舍的多头发病猪注射退烧针。
2.1.3

饲喂情况

该场主定期从市区某豆腐坊采

购豆渣，然后与玉米面搅拌作为主要饲料喂猪。11
月 20 日，场主在拉豆渣途中带回蛋糕房当日销售
剩余的厨余垃圾喂猪。现场紧急流行病学调查发现，
厨余垃圾中含有大量三明治、热狗、披萨等食品，
内含猪肉香肠制品。现场收集到该蛋糕房的香肠采
购小票及食品销售票据。因厨余垃圾量少，只饲喂
中门对面的几个猪圈。
2.1.4

调入和调出情况

猪场育肥猪主要销往南

方省份。2018 年 3 月该场最后 1 次从本区种猪场
购买生猪进行育肥。经调查，发病前后没有生猪调

图4

2.2.2

发病猪场非洲猪瘟流行曲线

空间分布

发病养殖户仅有 1 栋猪舍，内

部有东西两排共 50 个圈舍，圈舍中间有 1 个中门，
发病猪场内外照片见图 5。发病猪场存栏 361 头，

入和调出。

调查时死亡 67 头，死亡率为 18.56%（67/361 头）。

2.2

疫情具有明显的场内传播规律。首发病例位于猪舍

2.2.1

发病和死亡情况
时间分布

2018 年 11 月 25 日，猪舍中部

猪群陆续发病，表现食欲不振、精神沉郁，未见死

中部，与饲喂蛋糕房餐厨垃圾的圈舍位置一致，后
由中部发病圈舍向猪舍两侧扩散。

亡。次日，部分育肥猪群表现皮肤发红、体温升高、
腹泻；27 日症状加重，全群精神不振、扎堆聚集、
食欲减退、皮肤发红、体温升高；28 日凌晨死亡
15 头，到傍晚时，共死亡 49 头；至 11 月 29 日早，
共死亡 67 头，此时场主报告当地兽医站；同日，
图5

国家外来动物疫病研究中心实验室确诊为 ASF，
并开展全群扑杀和无害化深埋处理。11 月 28 日至
29 日的发病猪和病死猪体表特征见图 3，疫情流行
曲线见图 4。

2.2.3

群间分布

发病猪场内外照片

发病场生猪均为育肥猪。发病

猪未见性别、年龄差别，无明显的群间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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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肉制品样品 20 份进行检测，发现均为阴性。自疫

剖检情况
当地镇兽医站接到报告后，立即派人赶赴现

场对病死猪进行解剖。剖检可见，病死猪脾脏异常

情暴发以来，持续在受威胁区开展疫情排查及采样
检测，共采集样品 1 617 份，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

肿大、易碎，下颌淋巴结及腹腔淋巴结肿大、出血，
肠道出血、水肿，腹腔积水。脾脏病理变化见图 6。

图7

3

发病猪舍环境样品检测为阳性的猪圈示意图

3.1

病因假设与分析
厨余垃圾喂猪
基于上述情况，综合考虑实验室检测结果、

饲喂餐厨垃圾时间、疫情暴发时间、首发病例位置
及疫点周边情况，认为饲喂餐厨垃圾是引起本次疫
情主要原因。此外，猪群感染后的 2 次全面免疫、
1 次药物注射加速了病毒在发病场内的扩散。
3.2

人员流动
发病后，有 2 位兽医进入猪舍诊断：外区某

兽医协助场主给猪群进行猪流感疫苗免疫，本区某
图6

2.4

病死猪剖检脾脏病理变化

2.4.1

实验室检测
采集样品

兽医为发病猪注射退烧药。2 位兽医人员随后未出
入其他猪场。鉴于本地区及周边近期无疫情出现，

采集病死猪脾、淋巴结以及部

推测由当地兽医直接传入的可能性较低。已告知

分发病猪 EDTA 抗凝血样品，送国家外来动物疫

2 名兽医停止猪场的诊疗活动，扩散疫情风险较低。

病研究中心实验室确诊。流行病学调查过程中，采

场主夫妇自猪群发病后未离开过养殖场，疫情扩散

集疫点内外环境样品 200 余份；在餐厨垃圾来源的

风险为中等。

蛋糕房，采集香肠制品并送检。

3.3

2.4.2

检测结果

车辆流动

样品经国家外来动物疫病研究

该养殖场主要用豆渣和玉米面喂猪。发病场

中心实验室检测确诊为 ASFV 阳性。天津市动物

主定期驾驶自家货车到天津市某菜市场的 3 家豆腐

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病死猪组

坊拉豆渣，而与其搅拌饲喂的玉米面采购于潘庄盛

织样品 ASFV 检测阳性，发病猪抗凝血检测阳性。

旺饲料厂。疫情发生后，拉料车已被警方控制在疫

疫点 50 个猪圈的环境样品中有 18 个检测为 ASFV

点内。该车样品和饲料样品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推

阳性（18/50），且分布情况与病死猪的圈内分布

测由饲料及车辆带入病毒的风险较低。另外一辆场

相吻合（图 7）。疫点发现的餐厨垃圾中香肠制品

内拉病死猪的车辆样品检测为阳性，但监控显示，

的检测结果为 ASFV 阳性。疫点内共有 3 辆车，

近 1 个月内，该拉猪车未曾离开过猪场。因此，车

其中一辆污染物样品检测为 ASFV 阳性。猪场饲

辆带毒传入及扩散 ASFV 的风险较低。

喂的玉米面、豆腐渣、猪群饮水、疫点内苍蝇的检

3.4

生猪调入调出

测结果均为阴性；猪场外道路、河流，以及疫区排

发病场饲养的育肥猪近 3 个月内没有调入、

查的环境样品都呈阴性。采集蛋糕和厨房中未开封

调出情况，也没有屠宰外售，因此可基本排除疫情

13

扩散的可能。

20 份蛋糕房香肠样品都呈阴性，但因香肠批次不

3.5

同，无法排除香肠制品携带 ASFV 在全国范围内

分析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认为饲喂餐厨垃圾是引起本

扩散的风险。

次疫情主要原因，因车辆和生猪调运导致疫情扩散

通过本次紧急流行病学调查总结以下经验：

的风险较低。对本次疫情可能的来源及风险因素分

首先，出现疫情后，流行病学调查专家要第一时间

析结果见表 1。

进入现场进行调查，在疫情处置之前采集样品并收

表1

集第一手证据，第一时间掌握发病、死亡情况，查

疫情可能的来源及风险因素分析情况

可能的风险

分析

风险程度

饲喂厨余垃圾

厨余垃圾检测病毒阳性

高

人员流动

2 名外来兽医入场，未出入其他
猪场，且周边无疫情报告

中

车辆流动

拉料车样品检测阴性

低

生猪调运

近 3 个月无生猪调入调出

低

找风险因素；其次，出现疫情后应及时梳理疫情可
能扩散的途径并进行疫情追踪，及时采取封锁措施，
严防疫情扩散；最后，需在公安部门协助下，与疫
情相关的各方相关人分别进行单独谈话，认真记录
谈话内容并核实，以减低信息偏倚。
针对本次调查提出以下建议：一是严格执行
泔水和餐厨垃圾饲喂禁令，全面禁止泔水或餐厨饲

4

干预措施

喂生猪，并加大宣传和排查力度，落实属地管理责

为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按照“早快严小”

任追究制；二是落实生猪运输车辆消毒管理制度，

的原则，在接到报告的第一时间进行了疑似疫点的

加强生猪运输车辆管理，制定车辆消毒技术规程，

管控。疫情确诊后，立即划分疫点、疫区、受威胁区，

明确运输车辆消毒操作要求，解决运输过程中生物

封锁交通要道并设立消毒检查站。在疫点、疫区内，

安全防控薄弱的问题；三是强化基层动物防疫体系

开展扑杀并进行深埋等无害化处理，同时开展全面

建设，开展兽医体系效能评估，加强基层人财物保

系统的消毒工作。第一时间开展紧急流行病学调查，

障，切实提高基层动物疫病防控能力。

控制疫情相关方人员并与其进行座谈，进行疫情追

6

结论

溯、追踪。在受威胁区及全市开展紧急疫情排查。

根据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室诊断，确定

全区暂停生猪屠宰活动；在相邻县（区）设置临时

本次疫情为 ASF 疫情暴发。紧急流行病学调查结

防疫检查站 61 个，对过往运输生猪及其产品的车
辆逐个检查登记。对有形市场进行全面排查，对屠
宰场进行持续巡查，对生猪及其产品严格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实施监督管理。对受威胁区内 52 个自然
村的 16 个规模场、350 个散养户的 5.76 万头存栏
生猪进行全面排查，采集 1 617 份样品进行病原学
检测。该项工作持续进行到终末评估结束。
5

讨论
本次 ASF 疫情与本市第一起 ASF 疫情无流行

病学关联。现场调查和实验室检测结果提示，病
原最大可能来自某蛋糕房含猪肉香肠制品的厨余
垃圾。虽然在追踪蛋糕房所用香肠制品时，发现

果表明，饲喂蛋糕房含有猪肉香肠制品的厨余垃圾
是引起本次疫情暴发的主要原因，但也不排除人员、
车辆带毒传播的可能性。本次疫情处置得当，未发
生病原扩散，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本次疫情提示，
要严禁饲喂厨余垃圾，加强运猪车辆管理与消毒，
强化基层动物防疫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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