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诊断技术在生猪检疫中的应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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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生猪检疫工作是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分析了现阶段生猪检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介绍

了快速诊断技术如何从技术层面和实践层面为生猪检疫提供借鉴，建议在生猪检疫中将快速诊断技术进行制度
化，并提出了其在生猪检疫中的应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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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Application of Rapid Diagnostic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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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ve swine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food safety work. In this article，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esent stage were analyzed. From both technology and practical level，introduction on how the rapid
diagnostic technique offered reference for swine quarantine was given. Based on the introduction，institutionalization of
rapid diagnostic technique applied in swine quarantine was proposed，and the application pattern was also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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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事关

生猪检疫分为生猪产地检疫和生猪屠宰检疫，

人体健康，关系到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而生猪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承

食用安全是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是

担。其中，生猪屠宰检疫又分为宰前检疫和同步检

猪肉消费大国，生猪从养殖环节进入到市场，检疫

疫。按照《生猪产地检疫规程》《生猪屠宰检疫规

工作就是把好生猪食用安全的最后一道关口。自农

程》规定，生猪产地检疫的对象为口蹄疫、猪瘟、

业部制定生猪检疫规程以来，生猪检疫工作取得了

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炭疽、猪丹毒、猪肺疫等 6 种

显著进步，充分保障了人民身体健康。但现行的生

疫病；生猪屠宰检疫除了上述 6 种疫病外，还增加

猪检疫工作也存在不足，如检疫手段落后、检疫方

了猪副伤寒、猪旋毛虫、猪囊尾蚴病等 7 种疫病。

法繁琐、不能满足现场实时检疫的要求等。

两种检疫合格的标准都要求生猪临床检查健康以及

1

需要进行实验室检测时，检测结果合格。法定检疫

1.1

现行生猪检疫工作现状
生猪检疫基数大

对象多，涉及产地检疫、屠宰检疫、瘦肉精、兽药

据统计，“十二五”期间，我国猪肉、牛肉、
羊肉和禽肉累计消费 3.31 亿吨。其中，猪肉消费
[1]

残留检测等。
1.3

生猪检疫机制落后

2.73 亿吨，占比 82.5% ，是我国肉类食品消费的

1.3.1

主要来源。因此，我国生猪检疫工作任务繁重，检

生猪检疫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技术工作。当前，

疫数量大。

无论是产地检疫还是屠宰检疫，诊断疫病主要是通

1.2

过肉眼观察其临床症状，而实验室检测只是辅助手

法定检测对象多

临床检查多以肉眼观察为主，潜在隐患多。

79

段，甚至有很多地方根本不具备实验室诊断的条件。

的检测试剂盒。这些试剂盒可同时处理大量样品，

很多生猪疫病的临床症状相似，表现出来相似症状

取样量少，特异性好，灵敏度高，使用方便。

的不同病种的处理方法也不尽相同。此外，虽然屠

2.2

实践层面

宰检疫中增加了对猪肉胴体、内脏、头部的检疫，

目前，快速诊断技术已十分成熟，被广泛应用

但也可能会出现误诊，比如正常猪腰肌中的肌腱、

于各类动物疫病的诊断，在生猪检疫中的应用也取

结缔组织很容易和猪囊尾蚴病导致的“米猪肉”混

得了比较好的效果。1998 年，四川省动物防疫监

淆，使检疫人员产生误判。

督总站与华中农业大学合作，研制出适用于生猪

1.3.2

检疫的快速检疫箱，在四川省推广使用 2 200 台。

产地检疫与屠宰检疫范围的不同，不利于

动物疫病的可追溯管理。由于受生猪检疫临床检查
方法的限制，像猪囊尾蚴病、旋毛虫病以及临床症
状不明显的隐性感染疫病只能在屠宰检疫中进行检
查，而在产地检疫中无法检出，即使产地检疫合格
的生猪也可能患有疫病。现实中，养殖场为了节约
运输成本，运输到屠宰场的生猪可能不只来源一家
养殖场，很多中小型屠宰场只从场地和管理成本的
角度考虑，并没有按制度将不同来源的生猪放在不

2004 年，周哲学 [2] 利用快速 ELISA 和常规压片镜
检方法对 1 343 头猪进行猪旋毛虫病检测，结果显
示采用快速 ELISA 法检出旋毛虫阳性率明显高于
压片镜检法。云南曲靖市兽医卫生监督所曾引进
50 多台肉品卫生快速检疫检验箱，将其分配到辖
区县乡屠宰场、检验点以及肉品市场，4 年时间共
检验猪肉 50 万吨，其中检查出病害猪肉 1 688.77 吨，

同的待宰圈。因此，对在产地检疫中未被发现的、

应用效果良好 [3]。

而在屠宰环节中被发现动物疫病难以进行追溯管

2.3

问题与不足
快速诊断技术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目前市场上

理，带来疫病传播风险，不利于发病养殖场进行动
物疫病的净化、扑灭。

的快速诊断产品大多没有统一的标准，使用过程中

1.3.3

对周围的环境、样品以及操作步骤没有具体要求，

生猪检疫全覆盖的难度较大。按照规定，

所有进入屠宰场的生猪都要进行头部、蹄、胴体、

容易导致假阳性或假阴性出现。此外，在免疫反应

内脏的检疫工作，对检疫合格的生猪加盖验讫印章，

过程中，可能存在交叉反应，导致检测结果不准确。

开具检疫合格证明。因检疫的环节多、过程要求严

3

快速诊断技术在生猪检疫中应用模式的思考

格、工作量大，需要向屠宰场派出大量官方兽医。

利用快速诊断技术进行生猪产地检疫和宰前检

同时，机械化的屠宰场屠宰效率高，要求官方兽医

疫时，由于生猪为大家畜，采集生猪血样或者尿

操作熟练、诊断无误，这对检疫人员的技术能力有

液不是很方便，每头都进行检疫，既不现实，又没

较高的要求，因此实现生猪检疫全覆盖的难度较大。
2
2.1

快速诊断技术的发展为实验室检测提供可行性
技术层面
用快速诊断技术进行生猪检疫。根据不同疫病

的病原学特征，通过采集待检生猪的尿液、血液、
组织等样品，利用事先准备好的快速诊断试纸或者
便捷的诊断方法对生猪进行快速的、定性的判断。

有必要。可以在产地检疫中，对同一批次的猪按照
2% 的比例进行抽检，在宰前检疫中按照 5% 的比
例进行抽检。在产地检疫中一旦发现阳性，扩大抽
检比例，并对生猪所在养殖场采取相应的防疫措施。
在宰前检疫中一旦发现阳性，可以对出现阳性批次
的生猪有针对性地进行重点检查，结合对生猪胴体、

此外，快速诊断技术也已广泛应用于猪肉中的兽药

内脏、头部等部位的检疫来综合判断，必要时可以

残留和“瘦肉精”检测。针对不同的激素及抗生素

进行实验室诊断，对于确诊病猪应该按照国家有关

类药残，市场上已有各种类型 ELISA 商业化检测

规定处理。这样不仅能够提高检疫的准确度，还能

试剂盒，包括磺胺类及硫胺类药物以及“瘦肉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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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快速诊断技术能够大幅度提高生猪检疫工作

提高检疫效率，节省人力成本。对于在生猪检疫中，

效率。在国家层面，应该加大对快速诊断技术的研

用快速诊断技术检疫呈阳性的，不可轻易下结论。

发和应用，加快制定快速诊断标准，将快速诊断技

首先要确保快速诊断试剂或设备在有效使用期内并

术纳入到生猪检疫规程中，将快速诊断技术进行全

且严格按照相关操作规程进行，必要时可让多人进

国范围内的制度化应用，提高生猪检疫的技术水平。

行检测，对结果进行对比；其次，进行必要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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