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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随着贸易和运输物流网络的发展，动物和动物产品的移动更加快速和频繁，因而畜牧业面临的外源和

内源性动物疫病传播风险日渐加剧，使得风险评估在动物疫病防控中的技术支撑地位和作用日益显现。本文概
述了国际、国内和安徽省动物卫生风险分析应用现状，分析了在学科建设、制度建设、监测体系、人才队伍和
经费支持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从构建重大动物疫病风险评估体系，完善动物卫生风险分析制度，加强人才培养，
提升技术能力以及完善监测体系和大数据共享等方面，提出了加强和完善动物疫病风险评估建设的建议，以期
为重大动物疫病风险评估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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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vement of animals and animal products has become more rapid and frequent in pa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and logistics networks，by which，the risk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animal disease transmission
has been increasing in animal husbandry，and risk assessment has played an increasing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nimal diseases. In this paper，the application of animal health risk analysis at home and abroad as
well as in Anhui Province was summarized，some issues related to discipline construction，system development，
monitoring system，talent team and financial support were analyzed，then relevant suggestions on improving risk
assessment of animal diseases were put forward，such as establishing risk assessment system of major animal diseases，
improving risk analysis system of animal health，increasing personnel training to improve their technical ability，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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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 as upgrading monitoring system and sharing of big data，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risk assessment of
major animal diseases.
Key words ：animal disease ；risk assessment ；application ；issues and suggestions ；Anhui

风险分析是研究风险的产生、发展以及对人

步较快。2007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

类的危害和人类如何控制的科学。随着对外贸易和

疫法》确立了动物卫生风险评估的法律地位；2007

运输物流网络的发展，动物和动物产品的移动更加

年 11 月成立了首届全国动物卫生风险评估专家委员

快速和频繁，养殖业面临外源和内源性动物疫病传

会，并于 2010 年和 2019 年进行了两次换届，进一步

播的风险日渐加剧。安徽是畜牧养殖大省，近年来

加强了动物防疫和动物产品安全监管体系建设 。在

高致病性禽流感、非洲猪瘟、小反刍兽疫等疫情多

国家层面，陆续开展了口蹄疫、禽流感、小反刍兽

有发生，不断挑战动物疫病防控、畜牧业生产和动物

疫等风险评估工作 。研究人员多采用《OIE 陆生

源性食品安全。定期有效开展动物疫病风险评估，可

动物卫生法典》中规定的“4 模块”风险分析体

以使动物疫病防控关口前移，变“事后处置”为“

系 ，针对重大动物疫病、人兽共患病和外来病，

事前预防”，从而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控制。

从危害识别、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 4 个

近年来，随着动物疫病科学防控和兽医流行病学的

方面开展程序化分析

发展，决策层对分区分级、差异化、精准化防控有

不断将国际动物卫生风险分析的最新研究成果与国

所思考，风险评估在动物疫病防控中的技术支撑地

内动物卫生现状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应用多学科分

位和作用日益显现。

析研究，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动物卫生风险分析

1

理论和相应的技术方法 。主要应用于两个层面：

[3]

[1]

[2]

[4-6]

。近年来，国内专家学者

[1]

国际情况
20 世纪初，随着动物及动物产品的进出口

在国家层面，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全国无疯牛病、

贸易，动物疫病在一些国家或地区广泛流行和传

牛瘟、牛肺疫监测评估工作，并联合质检、商务等

播。为此，一些贸易进口国开始探索风险评估在

部门开展了有条件恢复进口美国牛肉、松辽平原和

动物及动物产品贸易中的应用，也促使世界贸易

辽东半岛干草对日本出口、熟制禽肉对欧美出口等

组 织（WTO）、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等国

动物卫生风险评估工作

际组织开始制定风险分析框架。从 20 世纪 80 年代

物疫病区评估制度，成功建立了海南岛和辽宁省口

开始，澳大利亚、美国、新西兰、英国、德国、加

蹄疫免疫无疫区及广东从化无马属动物疫病区 。

拿大等畜牧业发达国家相继将风险分析应用于动物

在地方层面，我国部分地区在传染病控制上，建立

卫生领域，使其动物卫生管理决策具有科学性、透

了以风险分析结论为基础的准入制度，以控制内源

[1]

[1，3]

；正式确立了无规定动
[1]

明性和预防性，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1993 年关

性动物疫病的传播，辽宁、山东、福建、浙江、河

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达成了《实施卫生与植物

北、上海等省（市）制定了一系列动物卫生风险评

卫生措施协议》，指导各成员制定、采用、实施措

估标准或开展了大量的动物疫病风险评估探索实

[2]

[7-12]

。近年来，在 H7N9 流感和非洲猪瘟疫情发

施，力求将动植物卫生对贸易的影响降到最低 。

践

自协议签署后，风险分析已成为动物卫生管理领域

生后，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在风险评估方面出台

重要的决策支持工具，WTO、OIE 等国际组织力

了较为宽松灵活的指导性意见，支持地方在疫区解

也促使各成员广泛应用风险分析技术。

除封锁、恢复屠宰场生产、重新开放活禽交易市场，

2

以及新建养殖场（户）、养殖小区、动物隔离场、

国内概况
我国动物疫病风险评估研究起步较晚，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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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

。随着我国动物卫生风险分析研究的逐步深

控机构培养了 4 名基础班学员、2 名核心班学员和

入，风险分析已开始对我国动物卫生决策发挥技术

1 名师资。同时，各学员通过参加“2013 年人感染

支持作用，改变了以行政命令为主的动物卫生决策

H7N9 流感、2014 年小反刍兽疫和 2018 年非洲猪

模式，使决策更加科学合理。

瘟”等国家级兽医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活动，提高了

3

安徽省情况

运用流行病学知识的能力。特别是在 2013 年后，

起步阶段

安徽省动物疫病控制中心每年参与中国动物卫生与

宜

3.1

安徽省从 2007 年开始，探索性开展高致病性禽

流行病学中心在安徽境内开展的家禽 H7N9 流感、

流感、口蹄疫在场内和区域传播的风险评估，制定

布鲁氏菌病、小反刍兽疫、非洲猪瘟等疫病的风险

下发了《规模水禽场禽流感风险评估技术规范》《规

评估工作，不断丰富了实践经验。

模猪场口蹄疫风险评估技术规范》两个地方标准。

3.3

应用阶段

通过设定若干关键项和非关键项，运用专家评分法

2013 年家禽 H7N9 流感疫情发生后，各地关

进行风险等级判定，进而给决策层、养殖主体等利

于关闭活禽交易市场的呼声不断。决策部门为了照

益相关者提出建议。这个阶段，并未完全按照《OIE

顾老百姓消费活禽的习惯，一方面在大城市推行活

陆生动物卫生法典》推荐的“4 步法”进行程序化

禽冰鲜上市，另一方面在中小城市推行“1110”制

的风险评估，但在关键项和非关键项的设定、专家

度

评分、提出建议等过程中，还是能找到有关危害识

缓解动物疫病防控和消费者需求之间的矛盾。在这

别、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方面的内容，也是“头脑

个时期，地方将活禽市场的风险评估工作交由各地

风暴”、德尔菲法等风险分析方法的试用。2010—

市县级兽医主管部门自主决定，并出台了较为宽松

2012 年，安徽省依托“世界银行赠款高致病性禽

的指导性意见，这为风险评估工作的本土化以及方

流感防控能力建设项目二期”，分批为全省市县级

法论的普及提供了政策支持。2018 年，安徽省动物

动物疫病控制机构人员进行了流行病学基础知识培

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开展了家禽 H7N9 流感专项监

训。目前全省各市县至少有 1 名知晓动物疫病风险

测和风险评估工作，首次以德尔菲法和综合分析法

评估理论的专业技术人员。

为基础，对人感染病例发生后，家禽发生高致病性

3.2

禽流感疫情的风险建立了定量评估方法，并制定了

发展阶段
2008 年兽医体制改革以来，安徽省建立了省、

[15]

，实行分区域、分级别、精准化防控策略，以

《家禽 H7N9 流感风险评估和应急处置技术规程》
[16]

市、县、乡、村 5 级动物防疫网络，以兽医系统实

地方标准

验室考核和比对试验为抓手，推动了兽医实验室基

安徽省根据农业农村部有关文件

础设施建设和检测设备升级，提升了检测能力，动

了生猪养殖、屠宰和流通环节非洲猪瘟传播风险的

物疫病监测体系取得了长足进步；以兽医流行病学

流行病学调查和评估工作，制定了《非洲猪瘟疫区

培训为抓手，推动了动物疫病流行病学调查、风险

解除封锁技术规程》《安徽省种猪场动物疫病风险

评估和预警预报体系建设。为提高全省动物疫病风

评估方案》《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兴办动物饲养

险评估质量并与国际接轨，在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

场等场所选址风险评估暂行办法》等，在指导基层

病学中心的支持下，依托联合国粮农组织 - 中国兽

分级防控和有序恢复生猪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技术

医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CFETPV），选拔优秀

支撑作用。此外，基层开展风险评估的积极性也在逐

人才对其进行风险分析技术方面的系统理论学习，

渐提高，阜阳、宿州、宣城等畜牧业生产大市，还开

共为省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省和市级动物疫病防

展了本土化重大动物疫病风险评估工作，并向当地

。2018—2019 年非洲猪瘟疫情期间，
[13-14]

精神，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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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出了防控建议，取得了一定成效
4
4.1

[17]

。

存在的主要问题
动物疫病风险评估工作复杂，难度大
动物疫病风险评估是兽医流行病学学科的主

行，或借调到其他部门等原因，致使基层风险评估
工作队伍不稳定，开展风险评估工作明显感到力不
从心。
4.5

动物疫病风险评估没有专项经费

要内容之一，专业性很强，涉及兽医学、生物学、

风险评估工作是动物疫病监测和流行病学调

数学、统计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特别

查的重要内容之一。每年国家和省级财政有专项监

是在半定量风险分析和定量风险分析中，用到的专

测经费，但在风险评估方面没有设置专门资金。

业知识更加复杂，需要评估人员有一定的专业素养

1996—2009 年，西方发达国家在动物卫生风险评

和实践经验

[18-19]

。此外，动物疫病种类繁多，分布

[1]

估领域共发表了近 2.5 万篇文章 ，这从侧面反映

广泛，加之病原入侵的反复性和混合感染的复杂性，

出西方发达国家对动物疫病风险评估的投入和重

使动物疫病风险评估在遵循风险分析普遍规律的同

视。目前，我国虽然每年都在开展动物疫病风险评

时，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估工作，但提交的报告并没有引起主管部门的重视，

4.2

因而也就没有采取有效的应对防范措施。

动物疫病风险评估制度建设不完善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国开始针对动物及动

5

讨论与建议

物产品进出口开展了一系列风险评估活动，但相对

当前，安徽省动物疫病防控事后处置的状态

于欧洲国家来说起步较晚，特别是在风险评估制度

仍然很被动，决策层需要提高对动物疫病风险评估

建设上，有待完善。在省市级层面，虽然有动物防

重要性的认识，主动定期开展系统的动物疫病风险

疫法作为法律依据，但缺少系统的、完整的具体实

评估，只有居安思危，才能掌握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施办法；而基层开展的风险评估多数是配合国家层

的主动权。建议省级层面构建重大动物疫病风险评

面的工作。虽然安徽省制定了几项风险评估的地方

估体系，成立专门的专家队伍或机构，适时掌握疫

标准，但疫病种类单一、不系统，动物疫病风险评

情动态，定期对省内重大动物疫情的发生和扩散风

估工作还不规范、不科学，缺少实践印证。

险、境外或省外的输入性风险进行系统评估，提出

4.3

预警和防范措施。在制度方面，加大对风险评估法

动物疫病风险评估基础数据不够科学
风险评估只有结合动物传染病的相关流行病

律地位的宣贯，出台以保护公共卫生安全和食品安

学特征、监测数据、统计数据、试验方法和试剂敏

全为目标的动物卫生风险分析管理制度，完善风险

感性资料等内容，开展的动物疫病风险评估才具有

识别、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机制，提高多部门的协

科学性

[20]

。目前，安徽省乃至全国缺少具有实用

同度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度。在信息管理方面，提

价值的大数据，部分基层兽医系统的监测数据受制

高以实验室检测和临床排查为主要手段的监测系统

于招标试剂敏感性和特异性、网报系统敏感性、兽

的运转效率，保障监测数据的可靠性，结合国家监

医实验室质量管理、人才队伍等因素，数据科学性

测计划，设计地方主动监测方案，保证采样的代表

大打折扣。

性并符合地方实际；做好国家监测平台大数据收集，

4.4

采集第三方检测机构、高校和科研院所、诊疗机构、

动物疫病风险评估队伍力量薄弱
当前，安徽全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专职

动物无害化处理场所、畜禽屠宰和交易市场等的基

人员不足 1 000 人，其中本科以上学历仅占 40%。

础信息和关键信息，提高监测体系的敏感性。在人

基层兽医人员老龄化、知识更新不够以及新进人员

才培养方面，建议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在高等教育

数量不足等问题，加上部分优秀人才因待遇低而转

阶段设置兽医流行病学相关课程，为兽医系统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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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人才。省级层面，在本系统内，遴选一批综合
业务水平高和实践经验丰富的兽医技术骨干，邀请
专家对他们进行风险评估等相关知识的系统培训。
在业务指导方面，业务部门要加强风险评估指南工
具书的开发，对制定的地方标准等技术规范加强宣
传贯彻，指导基层风险评估人员使用，在实践中提
高业务人员的风险评估认知和业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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