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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全球非洲猪瘟疫情形势十分严峻，2019 年以来共 29 个国家 / 地区报告了新发或正在流行的疫情，非洲

猪瘟的防控备受全世界关注。为全面了解非洲猪瘟病毒（ASFV）特性，概述了近年来对 ASFV 病原学特性和
流行病学特点的一些新认识：ASFV 对外界抵抗力较强，但怕干燥、高温、强酸和强碱；除家猪、野猪、软蜱外，
苍蝇也可能扮演着储存宿主的角色 ；污染的饲料、饮用水也是 ASFV 的重要传染源，其中饮水造成 ASFV 感染
的剂量更低，二者的风险点相差 1 万倍，防控时要高度重视饮用水 ；非洲猪瘟传播途径较多，但肉制品、环境、
设备或车辆、人员是传播的重要风险因素，管理好其流动是防控的关键。本文对于识别非洲猪瘟的所有潜在传
染源和传播途径，以便采取更有效的防控措施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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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erging or prevalent outbreaks of African swine fever（ASF）have been reported in 29 countries/
territories since 2019，it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has been concerned around the world due to the serious threats. In
order to make clea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ASFV），some new knowledge about the etiology
and epidemiology found in recent years was summarized，that was，the virus was with strong resistance to outside
conditions，except dryness，high temperature，strong acid and strong alkaline ；its reservoir hosts might include ﬂies
in addition to domestic pigs，wild boars and soft ticks ；the virus might spread via polluted feed and drinking water，
especially the latter that needed to be highly concerned due to its risk level which was 10 000 times higher than that of
polluted feed ；in spite of various transmission pathways，it was the key to manage the movements of meat products，
equipment or vehicles and personnel as well as environmental changes that were the major risk factors. As a conclusion，
the study might contribut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through identifying all
potential sources and transmission pathways of ASF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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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猪瘟（African swine fever，ASF）是由非

1

病毒特性
ASFV 是双链 DNA 病毒，属于非洲猪瘟病毒

洲猪瘟病毒（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ASFV）引
起猪的一种急性、烈性传染病。ASFV 可感染家猪、

科非洲猪瘟病毒属，是该科中唯一一种病毒，通常

野猪和蜱类，无明显的品种、性别和年龄差异，是

认为只有一个血清型、24 个基因型 ，对外界抵

唯一一种虫媒传播的 DNA 病毒。广泛分布的蜱类

抗力较强。

是重要的储存宿主和传播媒介。接触传播、经食物

1.1

[3]

ASFV 在各种环境中的存活力

传播和软蜱吸血传播是本病的主要传播途径，病毒

ASFV 可以在血液、各种组织、分泌物和环境

在野猪之间、野猪与家猪之间以及在家猪之间循环

污染物（粪便、土壤、树木、金属和砖的表面等）

传播使得该病难以根除。该病病程短、死亡率高，

中长期保持感染性。血清中的 ASFV 在室温下至

家猪和欧洲野猪的病死率最高达 100%，对养猪业

少可存活 18 个月，在骨髓中能存活达 6 个月，在

危害巨大，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

[1-2]

。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将其列为须通报动物疫
病，我国将其列为一类动物疫病。目前 ASF 缺乏
有效的疫苗，预防要依靠严格的边境检疫、养殖场
良好的生物安全措施以及野猪的跨境移动，而一旦
暴发则需要采取紧急根除和净化以及区域化管理等
措施以控制疫情，恢复生产。
非洲猪瘟原发于非洲，1957 年蔓延至欧洲，
随后又传到了加勒比和巴西

[3-5]

。进入 21 世纪后，

该病传播范围再次扩大，2007 年传入东欧的格鲁
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俄罗斯地区。在过去
几年里，该病又向西蔓延，进入乌克兰（2012）、
白俄罗斯（2013）、欧盟（立陶宛、波兰、拉脱维
亚、爱 沙 尼 亚，2014； 希 腊 2020） 以 及 摩 尔 多
瓦（2016）。2018 年 8 月我国沈阳发生了第一例
ASF，此后全国蔓延（包括香港、台湾）。目前亚
洲地区中韩国、菲律宾、越南、柬埔寨、印度尼
西亚等国家均有疫情发生

[3-4]

，2019 年以来共有 29

个国家 / 地区报告了新的或正在流行的疫情。

腐败血清中能存活 15 周。由于病毒在血液中的含
量高，且对外界抵抗力强，含有病毒的血液是该病
发生传播的重要因素。ASFV 在冷冻猪肉中可以存
活数年，在冷却肉中可以存活 110 d，在鲜肉和腌
制的干肉制品中可以存活 140 d，在未经煮熟或高
温熏制的火腿和香肠中可存活 3~6 个月

[4-5]

。最早

认为室温下 ASFV 可以在粪便中存活 11 d，后来有
报道室温下黑暗环境中粪便中的病毒可以存活长达
160 d。最近研究则指出，粪便中 ASFV 活性主要
依赖于温度，4 ℃可以保持活性 8 d，37 ℃可以保
[5]
持 3~4 d 。而对于尿液中的 ASFV，在 4℃条件下
[5]

可以存活 15 d，21℃存活 5 d，37 ℃存活 2~3 d 。
ASFV 在被污染的猪圈可以存活 1 个月，土壤中可
[4]
存活 190 d 。因此，病毒在血液、肉制品、分泌

物和泔水中的耐受力值得关注，使用未经煮熟、风
干及烟熏的猪肉、内脏和组织饲喂猪，具有传播
ASFV 的巨大风险。
1.2

ASFV 对温度的耐受力
ASFV 对热敏感，通常认为 56 ℃ 70 min 或者

60 ℃ 20 min 可以使其热灭活

[4-5]

；但在低温环境下

由于 ASFV 难以根除、病死率高、危害大、

可长期存活，实验室 -70 ℃保存的病毒可以长期保

缺乏有效疫苗，因此了解其病原特性和流行病学

持感染性，但在 -20 ℃保存可能逐渐失去活性，不

特点，对于疫病防控至关重要。本文概述了 ASFV

过至少可存活 2 年；在 -70 ℃条件下，组织中的病

的病原学特性和流行病学特点的一些新认识，这有

毒感染力可以保持很多年。在 4 ℃时，病毒在培养

利于识别其潜在传染源和传播途径，为采取更有效

基中也非常稳定，至少在 61 周（1 年零 2 个月）

的防控措施提供依据。

内仍保持传染性。在较高温度下，ASFV 失活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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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快。在 37 ℃ 22 d 或者 56 ℃ 1 h 后仍可发现活病
[5]

毒，但在 60 ℃下，病毒活性不会超过 15 min 。
ASFV 对酸碱的耐受性

1.3

煮熟或熏制的被感染猪肉、猪肉制品及其厨房残余
物是 ASFV 的重要传染源。
4

传播途径

ASFV 有较强的酸碱耐受性，在无血清培养基
上，可耐受 pH3.9~11.5 的酸碱范围

[4-6]

，而在有血
[5]

清培养基上，对酸碱耐受力更强（pH3.9~13.4） 。

ASFV 的传播途径有直接传播、间接传播和生
物媒介传播 3 种。
4.1

直接传播

病毒粒子表面有囊膜，对乙醚、氯酚等有机溶剂敏

主要是病猪与健康猪的直接接触。在急性病

感，常规消毒剂氢氧化钠、次氯酸盐、福尔马林

例中，感染猪的分泌物和排泄物中含有大量病毒，

等均可使病毒灭活。0.8% 氢氧化钠（30 min）、

易感猪与发病猪经口、鼻接触后极易发生感染。有

0.03%~0.5% 的 次 氯 酸 盐（30 min）、0.3% 福 尔

研究

马 林（30 min）、3% 邻 苯 酚（30 min） 和 碘 化

可以被感染，如果加了围栏避免直接接触则感染发

合 物 均 可 灭 活 病 毒。 无 血 清 培 养 基 pH<3.9 或

生在暴露后 6~15 d。在直接接触情况下，病毒在血

pH>11.5 的条件可以灭活病毒。

液中出现之前已经在鼻液中能检测到 。

2

4.2

[6]

报道，易感猪和感染猪直接接触后 1~9 d 就

[5]

病毒宿主

间接传播

猪的所有变种（家养和野生）都对 ASFV 敏

感染猪的血液、各种组织及排泄物均含有大

感，特别是家猪和欧洲野猪高度易感，不同品种、

量病毒，可能对车辆、工具、圈舍和环境等造成污

年龄和性别的家猪都对 ASFV 易感。非洲野生疣猪、

染，而健康猪接触这些污染物或者食入了被污染的

丛林猪和巨型森林猪对病毒具有一定的抵抗力，感

饲料、泔水以及未经煮熟的感染肉制品或残羹都很

染 ASFV 后很少甚至不表现临床症状，但可作为

容易感染 ASFV。

ASFV 的储存宿主。软蜱是病毒唯一已知的天然节

4.2.1

肢动物宿主，并起着储存宿主和生物载体的作用。

肉、冷藏肉、鲜肉及未经煮熟或高温熏制的腌制肉、

近来有研究报道，苍蝇吸食被 ASFV 感染的猪血液

火腿、香肠及干肉中都可以存活一定的时间，它们

后，病毒至少可以在其体内存在并保留 24 h 时活力，

可以作为病原体越境甚至跨大陆传播的媒介，这些

并且猪口服饲喂吸食了 ASFV 感染血液的苍蝇后

带毒肉产品的流通是 ASFV 进入未暴发地区的最常

[5]

通过被污染的肉制品传播 ASFV 在冷冻

可以发生感染 ，表明苍蝇在机械传播过程中也可

见途径之一。2007 年格鲁吉亚 ASF 的暴发就是由

能扮演了储存宿主的角色。

于在 Poti 码头处理污染猪肉造成的，历史上也曾发

目前未见 ASFV 感染反刍动物、犬、猫和禽

生过类似的事件，如葡萄牙（1957 年）、古巴（1971

类等生物的报道，兔接种 ASFV 后表现出类似于

年）、 巴 西（1978 年） 和 比 利 时（1985 年） 。

猪感染后的出血性病变，而小鼠和仓鼠接种后不表

2009 年俄罗斯 ASF 扩散的主要原因被认为是从南部

现任何临床症状。

输入肉类或肉制品所致。因此从 ASF 流行地区进口

3

猪肉和肉制品高度危险，同时从高风险地区进口生

传染源
发病猪、隐性感染猪及康复带毒猪是主要传

[5]

物学产品，如血清、精液和腺体产品也非常危险。

染源。病猪的组织和体液中含有高滴度的病毒，经

4.2.2

唾液、泪水、鼻腔分泌物、尿液、粪便和生殖道分

于感染性 ASFV 能够被分泌和排泄，因此很容易

[6]

通过受污染的环境、设备或车辆传播

由

泌物排出体外，而被其污染的饲料、饮用水 、圈

污染环境，随后可能成为病毒来源。大量流行病学

舍、车辆、器具和衣物也可成为传染源。未经充分

研究证明，ASFV 可通过受污染的污染物，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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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车辆、设备、垫料以及饲养员所穿衣服、鞋和
[5]

[5]
在饲料中可存活 1 d，在水中可存活 50 d 。在罗

床上用品等间接传播 。室温下 ASFV 在被污染的

马尼亚，曾发生 ASFV 感染一个高生物安全育种

猪圈可以存活 1 个月，土壤中可存活 190 d，因此

农场的案例，该病的确切来源尚未确定，但推测可

暴发 ASF 后对环境彻底消毒非常重要。如果猪群

能来自附近多瑙河的污染水源

处于带毒不发病状态，那么注射药物时消毒不严格

4.2.6

或者用同一针头给不同猪注射或治疗都有可能造成

接触，就足以产生感染 ，不过这种空气传播的距

ASF 的间接传播。如果运输过病猪的污染车辆未

离有限，一般不超过 2 m。但在实验感染期间采集

经充分消毒，则有将病毒传播到更远地方的风险。

的空气样本，在感染后的前 25~30 d 内，始终呈分

目前还未证实病毒可通过人工授精传播。

子和病毒阳性 。

4.2.3 通过与人接触传播 人虽然不感染 ASFV，

4.2.7 农场啮齿动物或其他动物传播的可能性 曾

但在 ASFV 传播中所起的作用却不容小觑。除人为

采集立陶宛和俄罗斯 ASF 感染农场的动物（如啮齿

携带、运输受污染材料外，人在不同地区、不同农

动物和鸟类）血液进行 ASFV 检测，结果为阴性 。

场、不同猪舍之间流动，特别是从发病地区、农场

目前还未见 ASFV 可通过啮齿类动物或其他农场动

和猪舍向未发病地区、农场和猪舍流动时，很有可

物传播的报道，但农场啮齿类动物的控制对于疫病

能将衣服、头发等携带的病毒机械性带入，因此暴

防控也很重要，其可能扮演着机械传播者的角色。

发 ASF 后生物安全管理中限制人员出入至关重要，

4.3

通过受污染的饲料传播

泔水饲喂在将

。

病猪与易感猪之间只要有空气
[5]

[5]

[7]

生物媒介传播
ASFV 能在钝缘软蜱中水平传播和垂直传播，

进入和离开农场时都要进行彻底消毒。
4.2.4

空气传播

[5-6]

可以在蜱体内存活长达 8 周，被感染 ASFV 的钝缘
[5]

ASFV 传播给家猪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也可以解释

蜱叮咬可发生虫媒传播 。某些吸血昆虫（如苍蝇）

为什么俄罗斯大多数 ASF 暴发都是先在散养和庭

被证明能在吸取病猪血液后至少 24 h 之内保留并

[7]

[5]

院农场中被发现 。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流行病学

传播 ASFV ，这与 ASFV 在猪群内传播息息相关。

调查还表明，被野猪污染的新鲜草和种子可能是庭

有研究证实，猪口服饲喂吸食了 ASFV 感染血液

[7]

[5]

院农场的传染源 。最近在我国暴发的大多数疫情

的苍蝇后可以发生感染 。因此，吸食了感染猪血

相隔数千公里，推测这种传播可能与受污染的饲料

液的苍蝇可能会机械地将病毒传播给易感宿主。然

有关。现在已经在猪饲料和饲料成分如猪血浆粉中

而苍蝇传播媒介的空间分离性可能会限制在一个群

[5]

检测到 ASFV 的 DNA ，经证实受污染的饲料产
[3]

体内的传播，在农场间传播的可能性较小，通过受

品至少在 30 d 内可以间接传播 ASFV 。通过受污

ASFV 污染的苍蝇在遥远的农场之间间接传播几乎

染的饲料传播也许是 ASFV 无疫区猪群被感染的

不可能。

途径之一。

5

传播方式

自然饲喂被 ASFV 污染的

ASFV 在野猪之间、野猪与家猪之间以及在家

饲料和饮水的最小感染剂量研究表明，流质饮食比

猪之间的传播各有特点，对这些传播方式的研究有

干饲料有更高的感染概率，直接饮水的最小感染剂

助于对 ASF 进行风险分析和疫病防控。

量是饲喂固体饲料万分之一，因此饮水比饲喂固体

5.1

4.2.5

通过饮水传播

[6]

在野猪之间传播

饲料感染 ASFV 的概率更高 。被 ASFV 血液污染

野猪间的传播循环也即森林传播。ASFV 可在

的饲料和水在 4 ℃条件下可以分别保持 30 d 和至

软蜱体内长期存在，并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在非

少 60 d 的生存能力；如果放在室温条件下，ASFV

洲，非洲钝缘蜱常寄居于疣猪洞穴中，是疣猪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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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传播的重要媒介动物。疣猪在迁移时也可将身

火腿等高盐环境中也能存活，但是怕干燥、高温、

上寄生的软蜱带入其他地区，导致 ASF 的远距离

强酸和强碱，防控可以从此寻求突破。ASFV 主要

传播

[4，8]

。ASFV 在欧洲野猪之间的传播是野猪圈

通过接触传播的特点非常有利于疫病的区域化管理

内 ASF 流行非常重要的原因。欧洲野猪的排毒量

和净化。人为因素如人员流动、病猪贩运、产品调

与家猪相似，虽然其平时并不迁移，但如果气候恶

运等都是传播 ASF 的重要因素，因此管理好人员

劣或在交配季节，也会迁移到其他地区。欧洲野猪

活动是防控的关键。此外，据报道 ，饲料中造成

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流动无法控制，很容易将

ASFV 感染的剂量是 104 TCID50，但饮水的感染剂

病毒远距离传播给其他野猪。ASFV 在野猪之间的

量只有 1 TCID50，二者的风险点相差 1 万倍，防控

传播增加了该病根除的难度。

时要高度重视饮用水。由于某些猪对 ASFV 感染

5.2

有一定抗性，感染后外周血中检测不到病毒，但

在家猪和野猪之间传播
在非洲，疣猪与家猪之间的病毒传播通常需

要软蜱作为传播媒介，当疣猪接近家猪猪舍时，
体表的蜱脱落可传播病毒

[4，8]

。家猪采食感染了

ASFV 的疣猪内脏，也能间接被传染。在意大利撒
丁岛和俄罗斯，欧洲野猪感染和死于 ASF 的病例
时有发生，一旦感染后再与其他野猪或家猪接触，
就很容易散播病毒。因此，欧洲野猪在野猪之间和
野猪与家猪之间的 ASF 流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5.3

[6]

一些组织中（如脾脏、扁桃体）可能已经存在病
毒

，这点在种用猪群中要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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