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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疫病防控净化新型监测模式
—— 现场快速诊断检测与远程监测云平台的构建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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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当前，我国动物疫病防控领域实验室存在现场实时快速诊断技术落后、检测工作滞后、疫病监测数据

不能实时共享分析、重大动物疫病预警不及时、应急处置协调复杂困难等问题。探索建立重大动物疫病远程实
时监测预警大数据云平台等新型监测模式是当前动物疫病防控信息化的当务之急。本文介绍了目前动物疫病防
控净化的新型监测模式 —— 现场快速诊断检测与远程监测云平台的构建与实际应用情况。上述平台的构建与应
用，在创新推动我国重大动物疫病净化工作的同时，重点解决了当前动物疫病防控净化过程中传统实验室检测
效率较低、检测数据不能够互联互通等问题，为创新我国动物疫病防控净化新型监测模式提供了借鉴，同时也
为我国动物疫病防控净化提供了强而有力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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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a number of problems are present in the laboratories responsible for animal disease control in

China，including backward ﬁeld diagnostic technologies，delayed detection，surveillance data that cannot be shared
or analyzed in real time，slow early warning system for major animal diseases，and complex and diﬃcult emergency
response and coordination，etc. It is an urgent task to establish new monitoring modes such as a remote real-time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big-data cloud platform. In the paper，such a new mode was introduced. By the mode，
the puriﬁcation of major animal diseases was promoted，and such problems as low eﬃciency of traditional laboratory
test，non-interoperability of test data and others during current process of prevention，control and purification of
animal disease were solved，which provided a reference for innovating a new monitoring mode，and strong tech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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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for the prevention，control and puriﬁcation of animal diseases in China.
Key words ：prevention，control and puriﬁcation of animal diseases ；new monitoring mode ；ﬁeld rapid diagnosis ；
remote monitoring ；cloud platform

2012 年我国出台了《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

平台管理。其中检测管理模块功能包括检测数据列

治规划（2012—2020 年）》，其目的是控制重大

表、综合查询和统计报表；数据字典模块功能包括

动物传染病和主要人兽共患病。该规划的主要内容

项目管理和设备管理；统计分析模块功能包括各地

包括消灭马鼻疽和马传染性贫血，净化种畜禽重点

区检测量与占比统计、不同病种检测量与占比统计、

疫病，防范外来动物疫病，完善种畜禽场净化策略

不同病种检测阳性率统计、设备地理分布与设备检

和养殖场动物疫病风险管理。其中强化动物疫病综

测统计；平台管理模块作为核心组成部分，其主要

合防治能力、加强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和提高动

功能是为用户提供数据管理、角色管理和菜单管理。

物疫病监测预警处置能力是该防治规划的重中之

上述各部分通过可视化数据统计，针对常用、核心

重。但是，当前重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领域还存在

的检测数据，采用多元化图表进行展现，让检测者

相关实验室检测数据互联互通程度较低、现场实时

可以通过软件平台视图了解检测信息。云平台核心

快速诊断检测技术装备落后、检测记录原始数据处

构架功能模块基于地图服务，对一级监测点、二级

理效率较低、检测工作滞后、疫病监测数据不能实

监测点、三级监测点、检测关卡、动物疫情监测数

时共享分析、重大动物疫病预警不及时、信息化建

据等进行管理，在地图中标注精确位置，显示场点

设应用滞后、应急处置协调复杂困难等问题。因此，

名称、负责人等基础信息；可结合疫情需求，智能

加快推动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系统以及边境口岸跨境

绘制动物疫病疫区和感染区，并分析疫区和感染区

动物疫病现场快速诊断检测与溯源云平台建设，实

内存在的监测点、检测关卡以及监测动物的基本

现互联网 +、物联网、检测大数据处理、系统人工

信息。

智能等相结合，探索建立重大动物疫病远程实时监
测预警大数据云平台等新型监测模式，是当前动物
疫病防控信息化的当务之急 [1-5]。
以建设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领域全利用、全覆
盖的“大平台、大系统、大数据”为目标，实时接
入监测数据互联共享平台，建成数据互联互通、物
理相对分散、数据处理逻辑集中、网络资源共享的
现场检测与远程监测云平台管理系统，是当前我国
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种畜禽场净化与疫病监测信息
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和应用趋势 [6-10]。
1
1.1

现场快速检测与远程监测云平台设计框架
云平台核心构架功能模块组成与功能
重大动物疫病现场快速检测与远程实时预警

监测云平台核心构架主要由 4 个功能模块（图 1）
组成，分别是检测管理、数据字典、统计分析以及

图1

重大动物疫病现场快速检测云平台设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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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现场快速检测设备与远程监测云平台对接
可移动式高敏荧光微球检测仪、高敏荧光微

球试纸条与数据溯源云平台实时对接构成了重大动
物疫病现场快速检测与远程实时预警监测云平台的
运行模式流程（图 2）。高敏荧光微球试纸条插入
可移动式高敏荧光微球检测仪进行定量读值并记录

图2

现场快速诊断检测与远程监测云平台对接示意图

检测数据，读取的数据可通过仪器上的无线网卡实

云平台将动物传染病现场实时诊断检测与物联网、

时上传并保存至远程实时预警监测云平台中。云平

互联网 +、数据溯源云平台、大数据处理、人工智

台的“运行模式流程”具体包括：（1）采样单登记：

能等功能进行了有机组合，具有以下特征。

通过 APP 录入，不需要填写纸质采样单，监测点

2.1

人员现场录入采样单信息，实时更新到系统中，可

现场快速检测
检测者可携带可移动式高敏荧光微球检测仪，

自动导出纸质采样单；（2）现场快速检测：高敏

在现场通过高敏荧光微球试纸条对样品进行快速检

荧光微球试纸条插入可移动式高敏荧光微球检测仪

测，实时记录检测结果，提升了检测效率。

进行定量读值并记录检测数据；
（3）检测信息录入：

2.1.1

对接检测设备数据，系统自动计算检测值和判定结

化工作中的优势

果，并填充到对应位置，可自动生成原始记录表。

年开始在兽医领域推广使用。本方法相较于胶体金

（4）数据统计：可视化模式进行数据统计，设置

试纸条检测方法更敏感，灵敏度比胶体金检测方法

多元化的统计条件，例如检测时间、地理位置、检

高 2~3 个数量级；检测方法更特异，检测本底值

测人员、检测病种、免疫统计、用药信息、检测阳

更低、信噪比更优，并且示踪物稳定不受检测环境

性率、检测标准等要素均可以组合进行数据查询，

干扰，稳定性更高；在结果的准确性方面，高敏快

查询结果可生成报表；（5）报告生成：根据报告

速荧光定量检测方法使用仪器判读，可依据标准曲

模板自动生成报告，并可根据用户所在地区自动切

线获得待测物浓度值实现定量分析，可降低胶体

换模板，报告中需要签名位置可自动填充电子签名；

金试纸条检测方法肉眼判读的误差。该方法操作比

（6）检测评估报告：根据月份选择，自动生成检

ELISA 检测方法更简便，适用于大量样品的快速

测评估报告，报告中包括免疫统计、疫情监测统计、

检测，且无需专业人员操作，结果相对更准确，检

流行病调查统计等，且统计结果可导出。该监测模

测时间短，5~20 min 获得检测结果，可真正实现

式具有方便携带，易操作，可使用无线网卡、物联

现场、野外快速检测，更适合基层实验室对相关动

网卡或蓝牙连接无线通讯，检测用 APP/PC 端软件

物疫病的诊断检测。综上所述，高敏快速荧光定量

连接使用等特征。现场快速检测的主要技术指标为

检测方法相对于传统的胶体金试纸条与 ELISA 检测

检测精密性误差控制在 2% 以内、快速检测时间小

方法等技术更适用于基层动物疫病净化防控工作。

于 5 s、检测结果计算的线性范围可达 4 个数量级、

2.1.2

便携式检测仪器可以自动计算处理数据并实时上传

法标记物为镧系荧光微球，对于样本的定量处理需

保存至云平台，从而实现现场快速检测与远程实时

要更为精确的定量标准曲线。曲线的精确标定决定

监测预警功能。

其检测的敏感性、特异性等多方面指标。在实际应

2

用工作过程中，不同批次的荧光微球检测方法曲线

现场快速诊断检测与远程监测云平台特征
重大动物疫病现场快速诊断检测与远程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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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敏快速荧光定量检测方法在动物疫病净
高敏荧光微球检测试纸条于近几

高敏快速荧光定量检测方法的改进

本方

标定仍存在一些误差，因此应尽量将每一批次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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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要动物疫病临床检测方面，以新疆、广

标定检验误差值缩减到最小，以达到最优检测效果。
2.2

数据实时查看和导出

西、云南等地区检测数据为例，牛、羊布鲁氏菌抗

现场快速检测数据可实时上传至云平台，并

体荧光微球检测方法与试管凝集方法的符合率为

自动根据检测时间、检测地区、检测设备型号等因

98.0%；羊小反刍兽疫病毒抗体的荧光微球检测方

素进行数据存档，用户可通过平台后台实时查看和

法与指定试剂盒的符合率可达 90.7%；猪、牛、羊

导出数据报表。

口蹄疫病毒非结构蛋白 3ABC 抗体荧光微球检测

物联网通讯

2.3

方法与指定试剂盒的符合率可达 87.1%；猪繁殖与

云平台整合现场检测设备，同时配备物联网

呼吸综合征病毒抗体荧光微球检测方法与指定试剂

卡与云平台进行实时连接。不同型号的高敏荧光微

盒的符合率可达 88.1%，证明比对效果良好。初步

球检测仪端口通过与物联网卡对接均可连接入云平

试点开启了我国规模化养殖场与种畜禽场动物疫情

台。云平台可通过物联网卡实时定位检测设备所在

远程在线监测新模式，为我国动物疫病防控净化示

位置，保证了云平台和设备实时通讯，真正实现了

范场与创建场建设以及净化机制建设提供了创新技

物联网通讯功能与检测数据实时传输功能。

术支撑与相应技术支持。

可视化大数据分析

2.4

检测数据同步传输到云平台后，云平台根据

3.2

重大边境动物疫病净化检测分析示范推广应

用场点建立
为配合推进与创新我国规模化养殖场主要动

数据参数、计算模型对原始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
最后以可视化图表形式展现，为用户提供决策参考。

物疫病净化工作，本研究依托“十三五国家重点

该远程监测云平台实现了远程实时同步、数据互联

研发计划—禽病检测标准物质与计量技术方法研

互通、检测数据共享等要求，可对重大动物传染病

究”“牛羊重要动物疫病新型诊断检测技术研究”

检测进行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管理与可视化分

等项目，创建了动物疫病现场快速诊断检测与远程

析，为我国动物疫病防控科学管理与研究提供了重

监测云平台，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

要依据。

治区、云南省等跨境地区的规模化养殖场示范点尝

3

试建立了禽白血病、家畜口蹄疫、布鲁氏菌病、细

3.1

现场快速检测与远程监测云平台应用
重要动物疫病净化检测项目建立及检测

粒棘球蚴病、结核分枝杆菌病跨境动物疫病净化检

动物疫病现场快速诊断检测与远程监测云平

测分析示范推广应用场点。该项工作实时远程预警

台创新试点在重要动物疫病诊断防控等工作项目中

监测分析各个重大畜禽传染病流行规律及传入风险

取得了重要进展与突破。目前课题研究组初步建立

因子，为研究我国跨境地区规模化养殖场的重大动

了禽白血病病毒 P27 抗原、家畜口蹄疫病毒 3ABC

物疫情预警监测与净化新模式，完善制定适合我国

蛋白抗体、小反刍兽疫病毒 N 蛋白抗体、猪瘟病

国情的有效防控边境地区规模化养殖场重大跨境动

毒 E2 蛋白抗体、高致病性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

物疫病的防控机制新措施提供一定依据。

毒 N 蛋白抗体、布鲁氏菌脂多糖抗体、包虫病抗体、

4

小结及展望

A 型塞内卡病毒 VP1 抗体等多种重大动物传染病

本次重大动物疫病现场快速检测与远程实时

的现场快速诊断检测与远程在线监测预警防控工作

预警监测云平台建立试点工作，实时监测与分析了

模式，实时在线监测预警上述重大动物传染病传入

边境地区动物疫病流行规律及传入风险，以信息化

规模化养殖场与种畜禽场的关键风险因素，并分析

手段助力动物疫病防控，有机整合了现场快速检测

相关流行规律。

仪器、高敏荧光微球定量检测试纸条、物联网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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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实时定位系统、溯源云平台、大数据处理分

繁琐、人工成本较高、不能实时现场快速分析检测

析系统等因素，让疫病检测离开固定实验室，将现

数据、风险因素等问题，为创新我国动物疫病防控

场快速检测方法带进了基层农户、山区牧场、疆区

净化新型监测模式提供借鉴，同时也期望通过上述

草原、藏区野外等地区，实现了动物疫病现场检测

措施的实施为我国动物疫病防控净化提供强而有力

和远程监测的对接。重大动物疫病现场快速检测与

的技术支撑。

远程监测云平台系统通过远程监测、数据实时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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