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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2018 年 8 月，我国首例非洲猪瘟病例在辽宁省被发现。随后，全国各地区相继发生非洲猪瘟疫情。如

何控制、净化非洲猪瘟，已成为国内整个产业亟需解决的问题。为掌握辽宁省规模猪场生物安全状况，分析生
物安全在非洲猪瘟防控中的作用，开展了相关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对辽宁省部分发生过非洲猪瘟疫情的规模猪
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没有出猪台、饲料进场不消毒、人员与车辆进出管理不严、防疫管理混乱等，是疫
情发生的主要风险因素。对辽宁省 56 个未发生过非洲猪瘟疫情的规模猪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发现，这些猪场的
生物安全水平普遍低下，主要表现为 ：缺乏最基本有效的防护隔离硬件设施，以及相关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
缺少验证消毒灭源等生物安全手段实施效果的经验和方法，没有专业技术人员对饲养场风险点进行评估和分析；
饲养场从业人员的“知信行”水平普遍较低。综合分析认为，辽宁省生猪养殖业的生物安全水平与疫病防控需
要有很大差距，而规模场生物安全水平低下、从业人员缺乏生物安全意识和知识，是当前疫病防控效果不理想
的主要原因。今后需要通过政府扶持、业务部门指导和培训，对饲养场进行科学分析和评估，通过改进硬件、
完善制度、加强宣传培训等措施，全面提高养猪场的生物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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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ugust 2018，China's ﬁrst case of African swine fever（ASF）took place in Liaoning Province，and
subsequently the epidemic spread throughout the whole country. How to control and eliminate ASF has become an
emergency problem to be addressed in the whole industry.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bio-safety status of farms in Liaoning
Province，and to analyze its role i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SF，an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was carried out.
For some infected farms，it was investigated that the outbreaks were caused by major risk factors including lack of
loading platform of pigs，no disinfection against incoming feed，poor movement control of persons and vehicles，
disordered management of disease prevention and so on ；for 56 uninfected farms，it was found that the bio-safety
levels of these uninfected farms were generally low，such as the lack of basic isolation facilities as well as relevant
regulations and operation procedures，short of methods and experience to verify the efﬁciency of disinfection measures
and professional technicians to evaluate the risk point of the farms，
low leve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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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ractitioners in farms，etc. In short，the bio-safety level of pig industry in Liaoning Province was far away from the
needs of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and the main causes for failed or po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diseases in
large-scale farms were the low bio-safety level and lack of related awareness and knowledge by the farms. Therefore，a
series of measures should be adopted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bio-safety level，including conducting scientiﬁc
analysis and assessment for the farms through supporting by government as well as guidance and training by ofﬁcial
technical departments，upgrading hardware，improving systems and strengthening publicity and training，etc.
Key words ：African swine fever ；large-scale swine farm ；bio-safety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2018 年 8 月，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某猪场

软件，对其进行整理、保存和分析。

发生我国首例非洲猪瘟疫情。随后疫情在全国其他

2

地区相继发生。受疫情影响，为恢复生猪养殖产能，

2.1

从 2019 年下半年开始，国家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

2.1.1

鼓励和支持生猪复养。鉴于目前非洲猪瘟防控形势

3 日发现疫情时，该场存栏生猪 336 头，死亡 2 头；

[1]

结果
疫情猪场
辽宁省沈阳市首例疫情猪场 2018 年 8 月

依旧严峻，以及尚无疫苗和有效防治药物 ，政府

该猪场生物安全条件较差，紧临交通流量很大的乡

和养殖主体只能寄希望于生物安全综合防控。因此，

级公路，场区周边没有围栏，运猪车辆和人员均可

如何依靠生物安全手段和措施，控制甚至净化国内

随意进入场区；场内没有无害化处理设施，场区出

的非洲猪瘟疫情，已成为整个产业亟需解决的问题。
本研究就辽宁省发生非洲猪瘟疫情规模饲养场存在
的生物安全问题以及未发生疫情规模饲养场的生物
安全现状进行初步调查，以期对辽宁省乃至全国的
生猪产业发展和政府决策有所帮助。
1

材料与方法

1.1

发病场

选取辽宁省内的有代表性的 2 个

发生非洲猪瘟疫情的猪场。
1.1.2

划分净污道，没有出猪台；该场用废弃酸乳和泔水
喂猪，在场区靠近乡级公路位置有一直径约 3 m 的
大锅，用来盛装废弃酸乳和泔水；场内共有 3 排猪
舍，每排猪舍大约有 10 个猪圈，发生疫情的是第
3 排猪舍，调查时存栏的 47 头猪全部发病死亡。

猪场选择

1.1.1

入口等处没有设置消毒池；场区内没有分区，没有

非发病场

选取辽宁省内 56 个规模猪场或

2.1.2

辽宁省某大型规模猪场

2018 年 10 月报

告发生疫情时，该场产房存栏母猪 32 头，死亡 9 头，
妊娠舍存栏母猪 70 头，死亡 2 头；猪场周边以平

饲养大户，其中种猪场 22 个、商品代场 34 个，分

原为主，小丘陵为次，地形起伏不大；场内未严格

布于 14 个地级市 28 个县市 56 个乡镇。饲养模式

划分管理区、生产区和隔离区，场内道路未设置净

大部分为自繁自养，只有个别场从外场购进仔猪进

道、污道；场内饲养员虽有分工，但串舍现象十分

行育肥饲养。

普遍；饲料或兽药销售人员平时每隔 2~3 d 就会进

1.2

场推销产品，车辆和人员进入生产区时没有采取清

调查方法和内容
通过现场访谈与问卷调查，完成辽宁省内发

病和非发病猪场的生物安全情况调查，结合公开发
[2]

洗消毒等措施；疫情发生前，曾有猪贩运人员进育
肥圈挑选收购生猪；猪场外购运输饲料车辆的路线、

表文献资料 开展分析，了解各猪场基本养殖情况、

停留地等信息均不清楚；猪场不饲喂泔水，以商品

生物安全管理情况，具体包括养殖场分区、布局、

饲料为主，配以玉米、豆粕等；猪场采用自繁自养

人员、物料、猪只进出、车辆、风险动物、生产、

方式；经林业部门证实，该区域无野猪活动。

防疫管理等内容。

2.2

1.3

数据处理
将 调 查 数 据 录 入 Microsoft Ofﬁce 2010 Excel

无疫情猪场
对省内 56 个无疫情规模猪场开展了生物安全

现状调查，具体统计见表 1。

29

流 行 病 学

表1

数量 / 个

项目及分类
<50 头
存栏
场区基本
情况

饲养种类

有 46 个场，占 82.14%；在场区、生产区和猪舍入
口均建有消毒设施的有 31 个场，占 55.36%，个别

500~1000 头

8

1001~5000 头

26

≥ 5000 头

2

种猪

22

行净污道划分的有 46 个场，占 82.14%；建有出猪
台并投入使用的有 47 个场，占 83.93%。

场在猪舍入口处也没有建立消毒设施；场内道路进

外购

3

是

46

否

10

是

31

否

25

选生猪，2 个场允许外来人员不经消毒直接进场；

是

46

否

10

养殖人员从场外采购生猪产品食用的有 7 个场，

出猪台是否建设并使用，
使用后是否消毒

是

47

占 12.5%；外来车辆可进入场区的有 6 个场，占

否

9

是

16

10.71%；场区内人员串舍以及工具经常串舍使用

售猪时内外部人员
是否有接触

否

40

场区、生产区和圈舍入口处
是否有消毒设施
场内道路是否按净污划分

2.2.2

人员及车辆管理

调查的 56 个场中，售猪

时内部饲养人员同外部买猪人员有接触的有 16 个
场，占 28.58%，其中有 2 个场允许经纪人进场挑

的有 17 个场，占 30.36%。

是

2

2.2.3 日常饲养管理 所调查的 56 个饲养场大多采

否

54

是

7

取人工授精方式进行配种，个别采用本交方式，也有

养殖人员是否从外采购生猪
产品食用

否

49

外来人员是否不消毒
可进入场区

是

2

否

54

是

6

否

50

要的生物安全环节；在目前非洲猪瘟疫情形势下，所

是

17

有调查饲养场的消毒制度和措施均执行到位，但猪场

场区内人员和工具是否串舍
引猪时是否隔离

母猪配种方式

日常检查制度及执行情况
是否泔水喂猪
是否有灭鼠蚊蝇计划并执行
易感动物
传播途径
感染后临床表现
灭源

30

20

53

外来车辆能否进入场区

对生物安全
知识及非洲
猪瘟知识的
掌握

的 56 个场中，实施生产区、生活区等区划管理的

34

经纪人是否能进场

日常饲养
管理

调查

商品猪

场区建设是否进行区域划分

人员及车辆
管理

场内区划管理及生物安全设施建设

自繁自养

饲养模式

猪场区划管
理及基本生
物安全设施
建设情况

2.2.1

辽宁省内没有发生非洲猪瘟疫情规模猪场
生物安全现状调查统计

否
39
基本是自繁自养，个别
有引进，没有隔离措施
本交
4
人工

49

人工 + 本交

3

有

49

无

7

个别猪场仅从场外购进仔猪育肥，但购进时没有采取
隔离措施；有 6~7 个场没有建立日常检查制度和灭鼠、
灭蚊、灭蝇计划，即使有简单的制度，也不能覆盖重

饮用水大部分为深井水，没有采取一定的消毒措施；
所调查的猪场均没有使用泔水喂猪。
2.2.4

防疫管理及疫病控制

调查的 56 个场均对

口蹄疫和猪瘟进行了免疫，约 90% 的猪场进行了
圆环病毒病免疫，约 65% 的场进行了伪狂犬病和

是

0

流行性腹泻免疫，约 40% 的场进行了高致病性猪

否

56

有

50

繁殖与呼吸综合征免疫，约 30% 的场进行了猪肺

无

6

疫、猪丹毒和猪肺炎支原体免疫，约 10% 的场进
行了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猪细小病毒、仔猪副伤寒

知道

52

不知道

4

知道

50

不知道

6

知道

44

不知道

12

知道

42

殖与呼吸综合征、副猪嗜血杆菌病；大部分猪场

不知道

14

（83.93%）开展了疫病检测，其中 32 个猪场（68.09%）

和副猪嗜血杆菌病的免疫；饲养场认为，近几年
猪群死亡与疫病的相关性从高到低依次为猪流行性
腹泻、猪瘟、口蹄疫、圆环病毒病、高致病性猪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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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疫病控制机构完成，仅有 1 个猪场自建有实验

养、放养等生物安全管理水平低下的养猪模式仍

室，其他的均由第三方或疫苗生产厂家负责检测；

然存在 ，有的几乎没有生物安全防护可言。在当

大部分饲养场的病死猪由当地无害化处理中心负责

前一段时期内，这些猪场的数量还会占有很大的比

处理，个别小型猪场自行采取深理的处理方式。

例。调查表明，辽宁省未发生疫情猪场在生物安全

2.2.5

建设上也存在以下问题：

生物安全及非洲猪瘟知识掌握

从重点调

[3]

查的易感动物、感染途径、临床症状、灭源方式的

一是缺乏最基本的防护隔离硬件设施。有近

掌握情况来看，饲养场对易感动物和传播途径的相

20% 的规模饲养场没有进行区域划分，净道和污

关知识掌握较好，但对临床症状和有效的灭源方式

道没有分开，没有建立出猪台。严格来说，拉猪需

相关知识掌握较差。

设置二次转运台，外部拉猪车辆禁止靠近猪舍 。

3

约 45% 的猪场在场区入口处未设置消毒设施。

[4]

分析与讨论
有研究

[2]

分析表明，我国各类生猪养殖场户

二是日常管理制度执行不严或缺乏有效的规

40% 以上的疫情，以及 2 000 头以上规模猪场几乎

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在目前的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形

100% 的疫情，是由人员或车辆携带病毒传入引起

势下，仍然有 16% 以上的猪场存在人员和车辆的

的；统计表明，非洲猪瘟病毒传入风险随猪场规模

内外接触，外来人员和车辆进场进舍等情况；30%

的增大而提高，运输淘汰母猪的外部车辆与场内车

的场仍有场内人员串舍和工具串舍使用现象；还有

辆和人员反复接触，是多数超大型猪场传入病毒的

一部分猪场的生物安全日常检查制度覆盖不全，执

主要原因。综合各方信息分析发现，早期发生疫情

行不到位。

[2]

的省外大型养殖企业具有诸多相似病因 。这些疫

三是缺少验证消毒灭源效果的经验和方法。

情猪场都没有专门的淘汰母猪出猪设施，集中淘汰

调查发现，各饲养场采取生物安全措施后，对效果

母猪时，内部运转车不得不反复与外部车辆接触，

仅凭经验和效仿判断。

导致外部病毒进入场内，再加上内部清洗消毒设施

四是疫病防控管理不到位。被调查的 56 个场

未能有效运行，最终导致病毒进入母猪舍；病毒进

中，仅猪瘟和口蹄疫的免疫覆盖率达到 100%，而

入场内后，随场内运转车（可检出病毒核酸）、兽

对目前影响生猪产业较严重的疾病，如腹泻、伪狂

医和饲养人员不断扩散，待最终确诊时，疫情已在

犬病、圆环病毒病、高致病性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

场内全面暴发。随着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养殖主体

等，免疫覆盖率仍然不高。疫病主动监测没有开展，

对生物安全的认识也有所提高。但是，非洲猪瘟疫

仅仅参与当地兽医部门的被动抽样检测。

情能在 9 个月时间内在传至全国各省份，证明我国

五是对非洲猪瘟等疫病的知识掌握不全，缺

猪场的生物安全水平没能经受住考验。对有非洲猪

乏专业的风险分析和评估等技术人员。由于辽宁省

瘟疫情史的养猪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分析发现，人

生猪保险工作开展较好，对病死猪的处理比较到位。

员流动、饲料等物资进出、运输车辆管控、蚊虫消

调查发现，相关从业人员对生物安全知识的

杀、病死猪处理等是这些养猪场发生疫情的主要风

掌握和理解还处于初级水平。本次调查问卷设计了

[3]

险因素 。在上述调查的规模场中，即便是存栏近

一个关于灭源方法的问题，反馈结果显示，答卷人

十万头猪的超大规模猪场，也存在内外车辆接触、

普遍都知道消毒能有效消除病源，但对高温也能消

外来人员进场、场内生物安全制度执行不严等生物

除病源的认知还不是很清楚；他们在执行消毒时没

安全措施落实不严的情况。

有理解消毒的必要性，对消毒药物的选择与配制、

调查发现，辽宁省生猪养殖业的生物安全水

消毒原理、消毒效果的验证等问题知之甚少，所以

平与疫病防控需要仍然有很大差距。我国传统散

现实中就出现了的流于形式的消毒、频繁消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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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液消毒、酸碱性消毒液同时使用、使用无效消毒

养人员及其他辅助人员等相关从业人员，学习掌握

药等问题。当被问及消毒药性质、消毒程序、作用

生物安全和风险评估知识，增强他们的生物安全意

时间、工作浓度、温度等技术细节时，他们知之甚

识，要让他们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在实际中要不

少，甚至一无所知。因此，消毒流于形式的现象归

打折扣地执行，这样才会让生物安全措施发挥最大

因于操作者的“知信行”水平低。在实际中，这种

的效果。

情况还表现在免疫、日常管理、病死动物处理等方

四是基于非洲猪瘟疫情的发展，以及对非洲猪

面。所以，相关从业人员缺乏生物安全意识和知识

瘟病原认识的加深和对非洲猪瘟防控的需要，应不

是生物安全防控效果不理想的主要原因。

断调整生物安全措施。生物安全是一个持续改进的

4

过程，没有一成不变的措施和制度，生物安全相关

建议
针对上述存在的生物安全问题，建议努力做

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各级政府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进行深

的措施、制度、程序等需要在执行中进行评估和评
审，不断寻找风险点，并要逐步去改进和完善；同时，
生物安全也不是万能的，通过生物安全措施只能降

入调研，科学规划养殖及屠宰产能布局，调整优化

低风险，但却永远无法消除风险。对于生物安全管理，

生猪的养殖模式和能力，加大宣传力度，并给予一

发现问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如何高质量解决

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补助，引导规模饲养场着力提

问题，使生物安全获得持续性改善才是关键 。

高生物安全水平。

5

[6]

结论
调查认为，辽宁省生猪养殖业的生物安全水

二是相关职能部门应制定一系列的标准规范，
指导猪场加强生物安全硬件设施改建，并对其进行

平与疫病防控需要仍然有很大差距，而规模饲养场

必要的培训，完善相关的生物安全措施和制度，切

生物安全水平低下、相关从业人员缺乏生物安全意

实提高猪场的生物安全水平。生猪饲养场要结合本
场实际和疫病防控需要，进行科学风险评估，全面
分析场区规划、人员流动、车辆管理、饲料饮水等
物资管理、病死猪处理、疫病免疫及日常饲养管理、
制度执行等各个环节存在的短板，并采取切实可行
的措施补齐短板。对现有的饲养大户或散养户，如
果生物安全很难提高到一定的水平，或无法实现生

识和知识是当前疫病防控失败或防控效果不理想的
主要原因。今后需健全生物安全标准规范，加强生
物安全培训与宣传，建立安全措施效果评估和持续
改进机制，指导和扶持规模猪场加强生物安全建设，
提高其生物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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