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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猪场生物安全防控是生猪健康养殖的最重要环节。为掌握广西玉林市规模猪场生物安全现状及主要风

险因子，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对玉林市 83 家规模猪场的生物安全状况进行了风险调查与评估。结果显示 ：广
西玉林市规模猪场生物安全高、中、低风险占比分别为 12%、42%、46%，主要风险因子为“围墙外未建立绿

化隔离带”“隔离区在生产区上风向”“与其他畜禽养殖场、主干道或居民区的距离在 500 m 以下”“猪场未实
行自繁自养”“猪场无围墙或防疫沟”“场内运输车辆未执行专用且不出场外”“猪场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原学

PCR 检测阳性”。结果表明，广西玉林市规模猪场应重点从猪场选址、场内布局、设施设备、饲养管理及卫生防疫、
免疫等方面进一步提高猪场生物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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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o-safet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healthy pig farming.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bio-safety status and risk factors in large-scale swine farms in Yulin City of Guangxi，83 farms were investigated

and evaluated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high，medium and low levels of
bio-safety risk accounted for 12%，42% and 46%，respectively，and major risk factors included“no greenbelts
established outside enclosure walls”“a quarantine area located in the upwind of a production area”“less than 500

meters from other farms，main roads or residential areas”“no self-supportive system”“no enclosure walls or ditches
for disease prevention”“vehicles in farms in noncompliance with exclusive use within farms”，and“positive porcine
reproductive and respiratory syndrome（PRRS）as tested by PCR”. In conclusion，the bio-safety level of the farms

should be further improved from the aspects of site selection，layout，facilities and equipment，feeding management，
health and immunization，etc.
Key words ：bio-safety level ；risk assessment ；large-scale swine farm ；Yulin City

在后非洲猪瘟时期，抓好猪场生物安全防控

扫描问卷调查二维码，在线填写调查问卷。共回收

成为公认的猪场生存之道。猪场生物安全是指识别

调查问卷 83 份。将调查数据导入 Microsoft Oﬃce

威胁养猪生产的风险因素，通过科学有效的技术手

2010 Excel 软件进行整理、保存和分析。

段和管理措施加以控制，防止或阻断病原体侵入、

1.3

侵袭猪群，确保养猪生产的健康与稳定 [1]。猪场生

1.3.1

物安全风险评估是指在动物疫病发生前，对规模养

情况之一的，判定为高风险：①限制性关键因子不

殖场诸多方面发生动物疫病的可能程度进行量化评

符合要求；②特别关键因子和 1 个关键因子同时不

估。为了解玉林市规模猪场生物安全防控体系建设

符合要求；③关键因子有 3 个不符合要求；④不符

情况和风险防控能力，提高玉林市规模猪场动物疫

合要求和基本符合要求的一般性因子共达到 10 个

病综合防控技术水平，2020 年通过问卷形式对玉

以上。

林市 83 家规模猪场进行了生物安全调查与风险评估。

1.3.2

1

材料与方法

情况之一的，判定为中风险：①特别关键因子和 1

问卷设计

个关键因子不符合要求或基本符合要求；②不符合

1.1

根据《规模猪场（种猪场）非洲猪瘟防控生
[1]

物安全手册》

和《规模养殖场动物疫病风险评估
[2]

风险判定 [2]
高风险

中风险

风险因子判定结果符合以下 4 种

风险因子判定结果符合以下 3 种

要求或基本符合要求的一般性因子≥ 6 个。
低风险

1.3.3

凡是不符合“高风险”和“中风险”

技术规范》（DB34/T 2586—2016） 设计腾讯电

判定条件的，均判定为低风险。

子问卷，生成“玉林市规模猪场动物疫病风险评估

2

调查问卷”二维码用于调查。问卷涵盖养殖场选址、

2.1

结果与分析
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结果（表 2）显示：83 个规模猪场中，

场内布局、设施设备、饲养管理及卫生防疫、免疫
和疫情发生史等 6 个方面 45 项风险因子。根据风

生 物 安 全 高、 中、 低 风 险 的 猪 场 数 分 别 为 10、

险因子对规模猪场的危害程度，由高到低依次设定

35、38 个，占比分别为 12%、42%、46%。其中：

为限制性关键因子、特别关键因子、关键因子和一

高风险猪场中，限制性关键因子不符合要求的占

般性因子，其中限制性关键因子 4 个、特别关键因

6%；中风险猪场中，特别关键因子或 1 个关键因

子 1 个、关键因子 5 个、一般性因子 35 个（表 1）。

子不符合要求或基本符合要求的最多，占 37%。

1.2

问卷调查和数据处理
2020 年 11 月，利用开展玉林市非洲猪瘟专项

结果表明，广西玉林市规模猪场生物安全风险偏高。
2.2

主要风险因子

监测工作中到规模猪场采样的机会，选择年出栏在

规模猪场生物安全风险因子统计结果（表 3）

500 头以上的规模猪场，让猪场管理人员通过手机

显示：限制性关键因子不符合要求的是“本场猪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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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一级风险
[2]
因子
1 选址

2 场内
布局

3 设施
设备

表2

猪场生物安全风险评估设计的风险因子
风险
类别

二级风险因子
1.1 与屠宰厂或肉品加工厂的距离
1.2 与其他畜禽养殖场的距离
1.3 与主干道或居民区的距离
2.1 有围墙或防疫沟
2.2 围墙外建立绿化隔离带
2.3 管理区、生产区和隔离区分设且界限分明 *
2.4 隔离区在生产区下风向
2.5 净道和污道分开且互不交叉
2.6 猪舍间距：主风向与猪舍长轴垂直，间距为 5 个房高，
平行为 2 个房高，30˚~60˚ 为 3 个房高
2.7 场内道路硬化
2.8 展示厅和装猪台在生产区边，有专用出口
3.1 猪场入口处设消毒池，且消毒池长度和消毒液深度
能保证入场车轮外沿全部浸没在消毒液中
3.2 猪舍地面、墙面便于清洗消毒
3.3 有废弃物（粪便、污水、垫料等）无害化处理设施
3.4 场内运输车辆专用且不出场外 *
3.5 有引种隔离圈舍和患病动物隔离舍
3.6 各功能区之间交通口设消毒设施，且有专用衣、帽、
鞋等存放处
3.7 有必要的防鼠、防鸟、防虫设施或设备
4.1 本场实行自繁自养 *
4.2 建立场外人员禁入生产区等防疫制度 *

玉林市规模猪场定性风险评估结果
判定条件

总场数

符合判定条件
场数 占比 /%

限制性关键因子不符合要求

83

5

6

特别关键因子和 1 个关键因子同
时不符合要求

83

0

0

高风险 关键因子有 3 个不符合要求

83

0

0

一般性因子不符合要求或基本符
合要求达 10 个以上

83

5

6

合计 / 平均

83

10

12

83

31

37

83

4

5

83

35

42

83

38

46

特别关键因子或 1 个关键因子不
符合要求或基本符合要求
中风险 一般性因子不符合要求或基本符
合要求≥ 6 个
合计 / 平均
不符合“高风险”和“中风险”
低风险
条件

殖与呼吸综合征病原学检测结果”，占 6%；特别
关键因子基本符合要求的是“整个猪群口蹄疫免疫
抗体合格率”，占 7%；关键因子不符合要求的是“管
理区、生产区和隔离区分设且界限分明”“场内运
输车辆专用且不出场外”和“本场实行自繁自养”，

4.3 建立场内、舍内环境定期消毒制度
4 饲养管 4.4 建立污染物无害化处理制度
理及卫 4.5 建立工作人员自身消毒制度
生防疫 4.6 完善投入品、药品使用记录
4.7 工作人员进入各功能区穿专用服装并按规定消毒
4.8 猪场兽医人员不对外诊疗，种公猪不对外配种 *

分别占 4%、6% 和 12%；一般性因子不符合要求

4.9 场内不饲养其他动物
5.1 有固定而适用的免疫程序
5.2 按免疫程序及时免疫
5.3 免疫方法、剂量符合要求
5 免疫
5.4 有存放疫苗的冷藏设备
5.5 猪群口蹄疫免疫抗体水平合格率 **
5.6 其他重点疫病免疫抗体水平保持在有效范围内
6.1 本场猪瘟病原学检测结果 ***
6.2 本场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原学检测结果 ***
6.3 本场口蹄疫病原学检测结果 ***
6.4 本场非洲猪瘟病原学检测结果 ***
6.5 本场猪瘟发病史
6 疫情发 6.6 本地区猪瘟发病史
6.7 本场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发病史
生史
6.8 本地区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发病史
6.9 本场口蹄疫发病史
6.10 本地区口蹄疫发病史
6.11 本场非洲猪瘟发病史
6.12 本地区非洲猪瘟发病史
注：二级风险因子 6.4、6.11 和 6.12 参考文献 [1] 自设，其他
引自文献 [2]。“***”为限制性关键因子；“**”为特别关键因子；
“*”为关键因子；其他为一般性因子。

别占 16%、13%、20% 和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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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与其他畜禽养殖场的距离在 500 m 以下”
“与
主干道或居民区的距离在 500 m 以下”“围墙外建
立绿化隔离带”和“隔离区在生产区下风向”，分
3

讨论
猪场生物安全管理是生猪养殖管理的重要环

节，是猪场动物疫病防控的基础。研究 [3] 表明，
我国各类养殖场户 40% 以上的疫情以及 2 000 头
以上规模猪场几乎 100% 的疫情是由人员或车辆携
带病毒传入引起的。2018 年非洲猪瘟疫情在我国
首次发现后短时间内迅速蔓延，生猪养殖生物安全
水平低是主要原因之一。
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后，我国各猪场的生物安
全防护意识普遍提高。此次对玉林市规模猪场开展
生物安全风险调查时，绝大部分猪场出于非洲猪瘟
防疫考虑，不允许调查人员进场采集样品进行病原
检测，使得本研究获得的数据较少，仅对猪场生物
安全风险因子进行了定性风险评估，较为精确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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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玉林市 83 个规模猪场生物安全风险因子不符合或基本符合要求的统计结果

项目

主要风险因子

判定标准

限制性关键因子 本场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原学检测结果
特别关键因子

整个猪群口蹄疫免疫抗体合格率
管理区、生产区和隔离区分设且界限分明

关键因子

场内运输车辆专用且不出场外
本场实行自繁自养
与其他畜禽养殖场的距离
与主干道或居民区的距离
有围墙或防疫沟
围墙外建立绿化隔离带

一般性因子

隔离区在生产区下风向
净道和污道分开且互不交叉

[2]

场数 / 个 占比 /%

PCR 检测阳性

不符合

5

6

70%~80%

基本符合

6

7

否

不符合

3

4

执行不严

基本符合

3

4

否

不符合

5

6

部分自繁自养

基本符合

9

11

否

不符合

10

12

500~1 500 m

基本符合

15

18

500 m 以下

不符合

13

16

500~1 000 m

基本符合

14

17

500 m 以下

不符合

11

13

有但不完整

基本符合

8

10

无

不符合

6

7

无

不符合

17

20

上风向

不符合

14

17

分开但有交叉

基本符合

9

11

否

不符合

4

5

基本符合

30

36

不符合

2

2

基本符合

18

22

不符合

2

2

基本符合

6

7

猪舍间距：主风向与猪舍长轴垂直，间距为 5 个房高，
平行为 2 个房高，30˚~60˚ 为 3 个房高
展示厅和装猪台在生产区边，有专用出口
有必要的防鼠、防鸟、防虫设施或设备

判定结果

不完善

量风险评估有待进一步研究。此次调查发现，后非

题，建议各相关部门和养殖主体按照规范要求进行

洲猪瘟时期，玉林市生物安全高风险和中风险规模

改进或加强。

猪场占比仍然很高。

4

结论

这些风险较高猪场存在的生物安全问题主要

调查分析认为，在后非洲猪瘟时期，广西玉

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猪场选址不科学，有 13%

林市规模猪场生物安全方面仍然存在较大风险，主

的规模猪场与其他畜禽养殖场和主干道或居民区的

要风险因子存在于猪场选址、场内布局、设施设备、

距离均在 500 m 以内；二是场内布局不合理，主要

饲养管理及卫生防疫免疫等方面。今后需针对存在

问题是猪场无围墙或防疫沟，围墙外没有建立绿化

的主要生物安全风险因子，督促和指导规模猪场加

隔离带，管理区、生产区和隔离区没有分开，净道

强和完善生物安全建设，提高其生物安全水平。

和污道没有分开或有交叉，猪舍间距不够宽，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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