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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青岛市非洲猪瘟传入风险评估
马清霞，刘

倩，江强世，台

樱，何宇乾，邴啟政，段笑笑

（青岛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山东青岛
摘

266071）

要：为准确分析当前形势下非洲猪瘟（ASF）传入山东省青岛市的可能性，参照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

风险分析方法，分析生猪及其产品调运、运输车辆和人员消毒、生猪养殖、相关场所生物安全、ASF 实验室检测、
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和餐厨垃圾处理等数据信息，评估 ASF 传入风险、暴露风险和发生后果。结果显示：ASF 传
入青岛市的风险较高，主要传入风险是大量生猪及其产品的调运；主要暴露风险是运输屠宰生猪及其产品的车
辆、屠宰厂及肉制品加工企业冷库储备的猪肉及其产品；ASF 传入后，会对青岛市的生猪养殖业、猪肉制品贸
易和城市形象形成很大影响。因此，山东省青岛市应针对 ASF 传入和传播的高风险点，采取相应防控措施，严
防 ASF 传入和传播，以保障青岛市养猪业的健康发展和猪肉食品供给。本研究为各地非洲猪瘟防控提供了技术
参考。
关键词：非洲猪瘟；风险识别；风险评估；传入风险；暴露风险；青岛
中图分类号：S85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44X（2020）02-0019-05

DOI：10.3969/j.issn.1005-944X.2020.02.005

Risk Assessment on African Swine Fever Introduced
into Qingdao City of Shan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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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possibility of introducing African swine fever（ASF）into Qingdao City of
Shandong Province under current situation，the information，such as movement and distribution of live pigs and pig
products，disinfection towards transport vehicles and persons，pig production，bio-safety of relevant premises，
laboratory testing for ASF，bio-safety disposal of diseased and dead pigs and kitchen wastes，was analyz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risk analysis method that was proposed by OIE，then the risks of ASFV introduction and exposure and
relevant consequences were evalu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troduction risk was relatively high，in which，the
major risk was caused by the movement of a large number of live pigs and pig products；the main exposure risk were
caused by vehicles transporting live pigs for slaughter and pig products，pork and pork products stored in refrigeration
houses of processing enterprises and slaughterhouses；what's worse，pig production industry，pork products trade and
image of Qingdao City would be affected if ASF was introduced. Therefore，for the high risk factors，corresponding
control measur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to prevent any introduction or spreading of ASF，so as to safeguar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pig industry and supply of pork foods in Qingdao City. Some technical references were provided for
AS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other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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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洲 猪 瘟（African swine fever，ASF） 是 由
非洲猪瘟病毒（ASFV）引起的，以家猪、野猪为
[1]

宿主的，传染率和死亡率均较高的动物传染病 ，
被我国列为一类动物疫病。ASFV 具有排毒方式
广、传播途径多、在环境中非常稳定等特点，从而

图1

传入评估与暴露评估综合矩阵

[2]

导致 ASF 难防、难控、难清除 。2018 年 8 月，
ASF 首次传入我国后，呈现多点散发态势 [3-6]。截
至 2019 年 10 月 16 日，官方报道全国 31 个省份共
发生 157 起 ASF 疫情，其中家猪 153 起、野猪 4 起。
山东省青岛市现有 11 496 个生猪养殖场（户），
能繁母猪存栏 20 万头，截至目前尚未发现 ASF 临

图2

传入、暴露评估与后果综合评估矩阵

床病例。为防止 ASF 传入，保障青岛市养猪业的

辽宁、山西、湖北、湖南、江西、天津、海南等 7

健康发展和猪肉食品供给，对 ASF 传入青岛市的

个省（直辖市）以及山东省的滨州、烟台、威海等市；

风险进行了定性分析，找出了传入和传播的关键风

调入生猪产品 1.01 万 t，来源于江苏、江西、甘肃、

险点，以期为当前青岛市 ASF 防控提供技术支持。

河南、河北、辽宁、山西、北京、广东、湖北、黑

1

方法

1.1

龙江、湖南等 12 个省（直辖市）以及山东省临沂
市。由此可见，进入青岛市的生猪及其产品数量大、

风险识别
ASF 主要通过接触传播。健康生猪通过接触

来源广。OIE《陆生动物卫生法典》明确 ASFV 潜

感染、发病或耐过猪，以及污染的猪肉及其制品、

伏期为 15 d。ASFV 在冷鲜肉中可存活 15 周，在

野猪、软蜱、受污染的饲料、运输车辆、人员、设

冷冻猪肉中可存活 15 年，在未煮熟的香肠、肉片

施等可感染病毒，还可以通过“蜱—野猪”“蜱—

和干火腿中 3~6 个月后仍具有感染性

家猪”等形式传播；当病毒量足够高时，也可以通

过正规渠道进入青岛市的生猪及其产品均有 ASFV

[7-8]

。虽然通

过空气传播 。青岛市从全国各地调入的生猪、猪

检测为阴性的报告，但是检测都是在起运地抽样进

产品数量较大，2019 年至今共调入活猪 188.12 万

行，存在时间差和漏检风险。根据调入生猪和出栏

头、生猪产品 1.01 万 t，并从外地调入的冷冻猪肉

生猪的数量分析，青岛市还存在通过非法通道逃避

产品中检出 ASFV 核酸阳性，因此存在 ASF 传入

检疫的生猪和生猪产品进入青岛市的情况。因此，

风险。

通过活猪及其产品调运传入 ASFV 的风险为“非

1.2

常高”。

[7]

风险评估
本次评估采用风险矩阵法，对 ASF 发生和流

2.1.2

运输车辆和人员传入 ASF 的风险

青岛市

行状况进行传入评估、暴露评估和后果评估，并以

有备案生猪运输车辆 507 个，生猪经纪人 202 个；

“高”“中”“低”“非常低”和“可忽略”等术

有 15 个生猪屠宰厂（点），年屠宰量 300 万头左右；

语进行综合定性评价（图 1、图 2）。

有猪产品经营店 1 709 个，猪产品加工企业 120 家。

2

2019 年上半年，青岛市调入调出生猪 321 万头，

结果

2.1

调入调出生猪产品 147 万 t。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

传入风险评估
生猪及其产品传入 ASF 的风险

2019 年

进出青岛市运输生猪及其产品的车辆和人员数量

上半年，青岛市共调入生猪 188.12 万头，来源于

大、进出频次高，而且来源范围广，运输车辆和人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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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往返于全国 10 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由

养猪户占全市的 88.5%。这些中小规模专业养猪户

于 ASFV 可以在运输车辆或人员身上的粪便、血

普遍生物安全水平较低，猪只交易频繁，与外界接

水中长期存活，而进出青岛市的国道、省道、高速

触频率较高。因此，ASF 传入后发生疫情的风险

公路等路口的公路收费站、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的

为“高”。

车辆消毒设施简易，不能彻底灭活 ASFV，因此通

2.2.2

过车辆或人员传入 ASF 的风险为“非常高”。

情后，青岛市制定了《非洲猪瘟消毒技术规范》，

旅客携带猪肉制品传入 ASF 的风险

2.1.3

相关场所生物安全措施

国内出现 ASF 疫

未经

规定了在生猪规模场、生猪散养户以及生猪屠宰厂

煮过的猪肉制品或残羹，在机场、海港等地都能成

和无害化处理厂等相关场所需要采取的消毒措施和

为 ASF 传入的污染源

[9-10]

。青岛市是旅游城市，

技术要求。频繁的生猪调运和简易的运猪车辆，是

有流亭国际机场和青岛前湾港，每年来青岛市旅游

疫情扩散的主要风险因素 。在 ASF 流行期间，

的游客较多，游客可能会将污染的猪肉或猪肉制品

青岛市已要求所有生猪养殖场暂停生猪调入，因而

从 ASF 疫区携带到青岛市。在机场和港口，青岛

进出屠宰厂的运猪车辆成为 ASF 传入的主要风险。

海关会对旅客携带的猪肉及制品进行没收，高压灭

青岛市共有生猪定点屠宰厂（点）15 家，车辆进

菌后送无害化处理厂集中处理，但是对通过长途汽

屠宰厂时要求进行高压水枪清洗、消毒，出屠宰厂

车、私家车等途径来青游客携带的猪肉制品，无法

时进行整车彻底清洗和消毒。青岛市生猪屠宰量近

有效控制和处理。因此，旅客携带的猪肉制品传入

两年增幅较大，2017 年屠宰 234 万头，2018 年屠

ASFV 风险为“高”。

宰 302 万头，涨幅近 30%。目前，全市日平均屠

野猪及蜱虫传入 ASF 的风险

[3]

据林业部门

宰生猪 8 219 头。屠宰生猪来源于全国各地，日均

提供的数据，青岛市没有野猪分布；青岛市地处

进出屠宰厂车辆有 82 辆。由于屠宰厂车辆的洗消

北方，软蜱分布较少。因此，由野猪或蜱虫传入

毒方式不能保证彻底灭活 ASFV，因而存在运猪车

ASF 风险为“低”。

辆携带 ASFV，继而传播疫情的风险。青岛市中等

2.1.5

综合生猪及其产品、运输车辆和人

规模养猪场猪只交易频繁，平均每周 1 次，而且部

员、旅客携带猪肉制品、野猪及蜱虫等途径传入

分养殖场没有规范的出猪台，养殖场猪群接触屠宰

ASF 的风险评估等级，按照风险矩阵，最终评估

厂运猪车辆污染携带的 ASFV 的概率较高。因此，

传入风险等级为“非常高”（表 1）。

进出屠宰厂的车辆将病毒传播到养殖场的风险为

2.1.4

小结

表1

“高”。青岛市有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企业 5 个，

传入风险估算结果

传入路径

生猪及其
产品

运输车辆
或人员

旅客携带
猪肉制品

野猪及
蜱虫

评估
结论

风险级别

非常高

非常高

高

低

非常高

2.2
2.2.1

暴露风险评估
易感动物数量及分布

配有专用封闭式运输车辆；病死猪暂时存放在养殖
场外的固定地点，运输病死猪的车辆禁止进入养殖
场。无害化处理厂门口均配备高压清洗装置，可以
对运输病死猪的专用车辆进行内部和外部的彻底清

所有家猪和野猪对

洗、 消 毒。2017 年 处 理 病 死 猪 53.17 万 头，2018

FSV 均易感。2018 年，青岛市出栏生猪 311.38 万

年处理 53.57 万头，2019 年 1—7 月处理 19.85 万头，

头，年末存栏 154.79 万头。2019 年，青岛市存栏

病死猪数量与 ASF 发生前变化不大，表明无重大

50~500 头的专业养猪户有 5 392 个，存栏 500 头以

动物疫情发生。因此，无害化处理厂车辆将病毒传

上生猪规模场有 700 个，存栏能繁母猪 20 万头。

入养殖场的风险为“低”。

上述数据可见，青岛市 50~500 头的中小规模专业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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泔水处理

目前我国相当比例的 ASF 疫情

[5]

发生在泔水养猪户 。泔水被证明是危险的 ASF
传染源

表2

[11]

。青岛市现有餐饮经营单位 29 226 个，

每天产生餐厨垃圾 551 t；有 2 家餐厨垃圾处理场，
配备 74 辆餐厨垃圾收运专用车，平均每天处理
240 t；有 130 t 作为生活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还
有 181 t 没有按要求进行无害化处理。在国内出现
ASF 疫情后，经过宣传和督查，青岛市当前已没
有使用泔水饲喂生猪的养殖户。因此，通过泔水饲
喂将 ASFV 传入养殖场的风险为“中”。
2.2.4

ASF 监测

青岛市制定了《非洲猪瘟采样

技术规范》，已在生猪养殖场、屠宰厂、无害化处

暴露风险估算结果
ASF

暴露因素

易感动物
分 布

生物安全
措 施

泔水
处理

监测

评估
结果

风险级别

高

中

中

中

中

2.3

后果评估
ASFV 传染率、死亡率高，播途径多，在环境

中非常稳定，且目前尚无有效疫苗进行预防，因此
一旦发生 ASF 疫情，将给青岛市的生猪养殖业带
来毁灭性打击，同时影响猪肉市场供给，导致猪肉
价格飙升，同时也会带动其他品种肉类价格升高，
扰乱市场秩序；同时，ASF 疫情将对青岛市的城
市形象、投资者的信心、猪肉制品出口等方面均有

理厂、食品加工企业等场所抽检 1 066 个场（次）、

非常大的影响。因此，后果评估的风险水平为“高”。

样品 19 744 份，样品来源及分布见图 3。结果显示，

2.4

综合评估

在青岛市生猪养殖场中未检测出 ASFV 阳性样品，

综合传入评估、暴露评估和后果评估的风险

但在 6 个食品加工企业的猪肉产品和 3 个屠宰厂的

水平，采用风险评估矩阵分析，认为青岛市发生

环境样品中检出 ASFV 核酸阳性（经追踪调查，

ASF 的风险水平为“高”（表 3）。

生猪及产品均来源于青岛市外）。青岛市现有大型

表3

冷库、农贸市场和猪肉专卖店等 1 709 个、猪肉食

评估类别

品加工企业 120 家，贮存有大量来源于全国各地的

风险评估综合评价结果
传入评估

暴露评估

非常高

中

后果评估
高

猪肉制品，但对流通领域仓库中冻肉的抽检频率却

风险级别

较低。因此，这些冻肉在加工、销售、消费过程中

高
高

引发 ASF 疫情的风险为“中”。
3

风险管理

3.1

严格产地检疫，打击非法调运和私屠滥宰
评估认为，从外地大量调入生猪及其产品是

ASFV 传入青岛市的主要风险因素。因此，应严格
执行产地检疫，阻断发病动物或携带 ASFV 的动
物及其产品进入青岛市。同时，通过电视、网络等
媒体加强宣传，调动市民积极性，通过多渠道、便
图3

ASF 监测场点和样品分布

捷的群众举报，打击非法调运和私屠滥宰行为。
3.2

2.2.5

小结

综合分析青岛市生猪养殖及分布情

建立车辆洗消中心，降低车辆传播 ASFV 的

风险

况、相关场所采取的生物安全措施、ASF 监测情

运输生猪或猪产品的车辆扩大了 ASF 疫情的

况和青岛市泔水处理情况，依据风险评估矩阵，认

传播速度和范围。因此，在大型养殖场、无害化处

为 ASF 在青岛市的暴露风险为“中”（表 2）。

理厂、生猪屠宰厂以及养殖密集区域等车辆进出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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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的场所，需要建立车辆洗消中心，对车辆进行彻
底消毒，降低车辆传播 ASFV 的风险。
3.3

加强生猪养殖场生物安全，推进无疫小区

[2]

2010.
[3]

ZHOU X T，LI N，LUO Y Z，et al. Emergence of
African swine fever in China，2018[J]. Transboundary

建设

and emerging diseases，2018. DOI：10.1111/tbed.12989.

生物安全是防止 ASFV 进入养殖场的关键屏

[4]

不同的生物安全措施和管理模式，建立有效的生物

infectious diseases，2018，24（11）：2131-2133.
[5]

安全防护屏障。针对管理规范、生物安全高的大型

Infectious diseases of poverty，2018，7（1）：111.
[6]

针对当前养殖场的 ASF 检测情况，着重提高
检测敏感性。重点对养殖场环境、健康猪口腔拭子

1831-1832.
[7]

输车辆上的环境样品和猪唾液样品进行快速检测，
及时发现发病猪并进行无害化处理，降低屠宰厂的

王君玮，张玲，王志亮，等 . 非洲猪瘟传入我国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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