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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分析进口鸡肉携带禽伤寒沙门氏菌（salmonella gallinarum）的风险水平，以及不同风险因子的影响

大小，利用定量评估方法，通过场景分析，确定了影响鸡肉传带禽伤寒沙门氏菌风险的 14 个因子，依此构建风
险评估数学模型，并参照 2017 年巴西禽伤寒沙门氏菌流行数据，对进口鸡肉传带禽伤寒沙门氏菌风险进行了定
量评估。结果显示 ：鸡肉传带禽伤寒沙门氏菌的风险主要取决于鸡群病流行率及鸡群数量，其他因素影响很小 ；
当进口鸡肉来源鸡群禽伤寒沙门氏菌流行率维持在 0.05 的水平时，其传带疫病的风险概率在 0.1% 左右。鉴于
该疫病在世界各地多发，为防控禽伤寒沙门氏菌传入，应采取严格措施避免输华鸡肉源自感染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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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risk level of Salmonella gallinarum transmitted by imported chicken and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risk factors，14 relevant factors were determined through scenario analysis and the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method，based on which，a mathematical model for risk assessment was established to quantitatively assess the
potential risk referring to the prevalence data of Salmonella gallinarum in Brazil in 2017.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isk
mainly depended on the prevalence rate in farms and the number of farms rather than other factors. If the herd prevalence
rate of Salmonella gallinarum transmitted by imported chicken remained at the level of 0.05，the risk probability of
transmission of disease would be about 0.1%. Considering frequent occurrence of the disease all around the world，
strict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prevent any introduction of Salmonella gallinarum transmitted by imported chicken
int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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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伤寒沙门氏菌（Salmonella gallinarum）以

宰的鸡带菌或鸡肉在生产过程中被病菌污染，可能

禽类为专一性寄主，可引起禽败血症，造成重大经

导致进口鸡肉产品传带病菌。进口鸡肉传带禽伤寒

济损失，因此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将其列为

沙门氏菌的风险场景见图 1。

须通报动物疫病，我国在《一、二、三类动物疫病

1.2

风险参数确定
以每批次进口鸡肉为评估单元。在特定批次

名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物检疫疫病名录》
中将其列为二类动物疫病。禽伤寒在亚洲、欧洲及

鸡肉中，只要任何组分携带有禽伤寒沙门氏菌，则

南美洲时有发生，其中巴西、乌拉圭、阿根廷等南

将该批次鸡肉传带疫病风险概率视为 100%。各风

美国家多年来疫情持续存在，仅 2017 年巴西就暴

险因子参数见表 1。

[1]

发禽伤寒疫情 81 起，发病鸡 75.2 万只 。鸡肉是

1.3

计算模型与分析方法

我国重要的进口肉类产品之一，2018 年进口量达

（1）在本研究中，鸡群数量为 n，鸡的平均

50.2 万 t，2019 年达 80 万 t，其中南美是最主要的

质量为 m，每批鸡肉质量为 mt，则在每个鸡群选

进口来源地

[2-3]

，因此进口鸡肉传带禽伤寒沙门氏

菌的风险不容忽视。为此，本研究分析了进口鸡肉
传带禽伤寒沙门氏菌的各类风险因子，以此建立数

择屠宰鸡的数量为
nk=Round[mt（
/ nm）]

（1）

式中 k=1，2，…，n。

学模型，并基于 2017 年巴西禽伤寒沙门氏菌流行

（2）鸡群疫病流行率为 p1，从感染鸡群随机

数据，对进口鸡肉传带禽伤寒沙门氏菌的风险进行

选择鸡制成的鸡肉产品传带禽伤寒沙门氏菌的概率

定量评估。

为 q0，则该批鸡肉携带疫病的概率为

1

p=1-{1-p1 [1-（1-q0）nk]}n

1.1

材料与方法
场景分析

（2）

（3）定义：

鸡肉生产要经过鸡群选择、宰前检测、屠宰、
宰后检测、分割、冷冻、包装、运输等过程。被屠

图1

X1=1 表示从感染鸡群选择某只鸡携带病菌，0
表示未携带病菌；

进口鸡肉传带禽伤寒沙门氏菌的风险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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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进口鸡肉传带禽伤寒沙门氏菌的风险参数

符号 取值范围 / 参考值 参数分布

风险因子

参数确定依据

每批鸡肉质量 /t

mt

30

固定值

基于历史贸易数据，由研究者指定

每批鸡肉来自的鸡群数量

n

（1~4）/2

均匀分布

由研究者指定

每只鸡产肉量 /kg

m

三角分布

基于生产实践，由研究者指定

鸡群疫病流行率

p1

（0~100）/0.05

Beta 分布 以疫病发生次数 / 鸡群总数概算参考值，参照巴西 2017 年疫病发生数据 [4]

鸡群感染率 /%

p2

（0~100）/75

三角分布

以病例数 / 易感数概算，参照巴西 2017 年疫病发生数据

宰前抽检率 /%

p3

（0~5.0）/2.5

三角分布

参考《家禽屠宰检疫规程》

宰前检出率 /%

P4

（0~5.0）/2.5

三角分布

由研究者指定，基于禽伤寒发病眼观症状特点

屠宰场感染率 /%

p5

（0~5）/2

三角分布

宰后抽检率 /%

p6

（0~10）/5

三角分布

参考《家禽屠宰检疫规程》

宰后检出率 /%

p7

（0~1.0）/0.5

三角分布

由研究者指定，基于禽伤寒发病可眼观症状特点

假阳性概率 /%

pf

（0~2）/1

三角分布

感染鸡的鸡肉带病率 /%

p8

（0~100）/50

三角分布

分割中的鸡肉污染率 /%

p9

（0~10）/5

三角分布

冷冻灭活率 /%

p10

（1.2~1.8）/1.5

（0~5）/2.5

[5]

[5]
[6]

由研究者指定
基于禽伤寒沙门氏菌在鸡肉中的分布特点

[7]

由研究者指定
基于禽伤寒沙门氏菌生物学特点

X2=1 表示该鸡在屠宰后携带病菌，0 表示未

[8]

将式（4）（5）（6）带入式（3），并化简，
即得

X3=1 表示分割后的鸡肉携带病菌，0 表示未

q0=(1-p10){p8(1-p6 p7)[p2(1-p3 p4)+p5(1-p2)(1-p6 pf)]+

携带病菌；

p9(1-p2)(1-p3 pf)p5(1-p6 pf)}

X4=1 表示鸡肉在冷冻后携带病菌，0 表示未
携带病菌；
Y1=1 表示该鸡在宰前检验中被认为是病鸡，0
表示不被认为是病鸡；
Y1=1 表示该鸡在宰后检验中被认为是病鸡，0
表示不被认为是病鸡。

1

i=0

式中：P(X4=1，Y2=0|X2=1，Y2=0)=p8(1-p10)
P(X4=1，Y2=0|X2=1，
Y2=0)=p9(1-p10)

用固定参考值和蒙特卡洛方法，模拟分析进口鸡肉
携带禽伤寒沙门氏菌的风险水平，以及不同风险因
子对进口鸡肉携带禽伤寒沙门氏菌风险的影响。
2

结果
固定参考值分析
将表 1 中的参考值带入式（2）和式（8），

q0=P(X4=1，Y=0)
= ∑ P(X4=1，Y2=0|X2=i，Y2=0)P(X2=i，Y2=0)

（8）

利用上述数学模型及确定的风险参数值，采

2.1

根据全概率公式
（3）

得 q0=0.367 4，p=0.001 0， 即 在 设 定 的 参 考 值 条

（4）

件 下， 进 口 鸡 肉 携 带 禽 伤 寒 沙 门 氏 菌 的 概 率 为

（5）

0.1%，也即每 1 000 批次进口产品中携带该病菌的
批次数期望值为 1。

利用全概率公式
1

P(X2=1，Y2=0)= ∑ P(X2=1，Y2=0|X1=i，Y1=0)P(X1=i，Y1=0)
i=0

=(1-p6p7)p2(1-p3p4)+p5(1-p6p7)(1-p2)(1-p3pf)（6）
1

P(X2=0，Y2=0)= ∑ P(X2=0，Y2=0|X1=i，Y1=0)P(X1=i，Y1=0)
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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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由研究者指定

三角分布

携带病菌；

[4]

2.1.1

各风险因子对感染鸡群生产鸡肉带菌率的

影响

通过固定其他参数值，分析表 1 中相关参数

对感染鸡群生产的鸡肉产品传带禽伤寒沙门氏菌概

=P(X2=0，Y2=0|X1=0，Y1=0)P(X1=0，Y1=0)

率 [ 式（8）中 q0] 的影响。结果显示，在设定的风

=(1-p5)(1-p6pf)(1-p2)(1-p3pf)

险参数取值范围内，q0 值随病菌感染率和鸡肉带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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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上升而线性上升（图 2~3）。当鸡群感染率达
100% 时，产品携带病菌的概率为 48.6%；当感染
鸡鸡肉带菌率为 100% 时，产品携带病菌的概率达
73.4%。其余风险参数对 q0 值影响很小。

图4

图2

每批鸡肉来源鸡群数量对 p 值的影响

鸡群感染率对 q0 值的影响

图5

鸡群疫病流行率对 p 值的影响趋势

结果可以计算得到进口鸡肉携带禽伤寒沙门氏菌的
风险概率均值为 0.001 2，标准差为 0.001 4。
图3

2.1.2

感染鸡的鸡肉带菌率对 q0 值的影响

各风险因子对随机挑选鸡群生产鸡肉产品

带菌率的影响

利用式（2），进一步分析各参数

对来自随机挑选鸡群每批次鸡肉产品携带禽伤寒沙
门氏菌概率（p）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本研究设
定的条件下，仅来源鸡群数量、鸡群疫病流行率对
p 值有较大影响（图 4~5），其余参数影响很小。
当每批次鸡肉来源鸡群数量从 1 增加至 4 时，p 值
从 0.000 5 增加至 0.002 0。当鸡群疫病流行率从 0
增加至 1 时，其 p 值从 0 增加至 1。
2.2

蒙特卡洛模拟
通过蒙特卡洛方法，从表 1 各分布中抽样出

图6

从概率分布范围看，进口鸡肉携带禽伤寒沙
门 氏 菌 的 风 险 概 率 25% 在 0.000 3 以 下，50% 在
0.000 8 以下，95% 在 0.003 8 以下（表 2）。

参数组合，并利用全概率公式计算鸡肉携带禽伤寒

表2

沙门氏菌的风险概率。在进行 1 000 次抽样后，得

分位数

到的风险概率频数直方图如图 6 所示。根据该模拟

鸡肉携带禽伤寒沙门氏菌的风险概率直方图

进口鸡肉携带禽伤寒沙门氏菌的风险概率分位数
5%

风险概率 4.7×10

-5

25%

50%

75%

95%

0.000 3

0.000 8

0.001 7

0.00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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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4

结论

本研究建立了进口鸡肉传带禽伤寒沙门氏菌

禽伤寒沙门氏菌是较严重的禽类传染病病原，

风险的定量评估模型，并以进口批次为分析单元，

其随进口鸡肉的传入风险主要受来源鸡群数量及鸡

分析了各种风险因子对进口鸡肉传带禽伤寒沙门氏

群疫病流行率影响，尤其是鸡群疫病流行率。当进

菌风险的影响，发现生产每批鸡肉所用的鸡只来源

口鸡肉来源鸡群禽伤寒沙门氏菌流行率在 0.05 的水

鸡群越多、鸡群疫病（禽伤寒）流行率越高，其传

平时，其传带病菌的风险概率在 0.1% 左右。鉴于

带禽伤寒沙门氏菌的概率就越高，特别是鸡群疫病

该疫病在世界各地多发，禽伤寒沙门氏菌随进口鸡

流行率对传带概率的影响幅度非常大。其他风险因

肉传入我国的风险不容忽视。为此，建议通过与输

子如鸡群感染率、屠宰场感染率、冷冻灭活率、宰

出方监管部门合作，加强对输华鸡肉来源养殖场的

前抽检率、宰后抽检率等对进口鸡肉传带禽伤寒沙

疫病防控与监测，避免输华鸡肉来源鸡群受到感染。

门氏菌的总体风险基本无影响。分析原因，主要在
于生产每批次鸡肉所用的鸡只数量很大，即在风险
概率计算模型 p=1-{1-p1[1-（1-q0）nk]}n 中，nk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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