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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兽医系统实验室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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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了解基层兽医系统实验室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通过文献综述分析了其在基础设施建设、检测人员

配备以及检测能力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发现基层兽医系统实验室在建设发展、布局、资源配置、人员及实验室
管理、检测能力等方面存在不足。建议调整优化兽医实验室资源配置，提高实验室检测人员综合素质，积极应
用推广兽医检测技术，以进一步完善基层兽医系统实验室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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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Shortages Found in Grassroots Veterinary Laboratories
and 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Li Bifeng，Zhao Min，Zhang Shaowei，Zhang Hua，Zhao Lulu
（Wenshan Center for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Wenshan，Yunnan 663000，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dentify current status and shortages of grassroots veterinary laboratories，th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staﬃng and detection capacity were analyzed based on relevant literatures，and some shortages in their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layout，resource allocation，staffing，management system，capacity and other
aspects were found. Subsequently，the recommendations on adjusting or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improving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testing staﬀ，and promoting veterinary testing technology were put forward，with a view to
further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veterinary labora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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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疫病的预防与控制日益引起社会各界重
视，因而基层兽医系统实验室（以下简称“兽医实

信息，为实际动物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科学的研判
依据。

验室”）的意义日益凸显。兽医实验室是动物疫病

目前，我国大部分省级兽医实验室建设已经

检测、监测、诊断、流行病学调查、疫情报告、动

比较完善，管理体系运行流畅。按照农业农村部要

物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等工作开展的技术支持机构，

求，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实施全国 32

是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兽

个省级兽医实验室检测能力比对，以提高和评价实

[1]

医行政管理和执法监督的重要技术保障和依托 。

验室管理水平和检测能力，加强兽医实验室的质量

近年来，非洲猪瘟、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的暴发

控制 [2-6]。从全国省级兽医系统实验室检测能力比

给我国经济建设与畜牧业造成了巨大损失。重大动

对结果分析来看，2011—2015 年，持续 5 年来开

物疫病防控实践证明，兽医实验室在动物疫病监测、

展的检测能力比对工作起到了发现问题、促进质量

检测、诊断中提供了比以往更科学、快速、有效的

体系改进的作用 [7]；2016—2018 年省级兽医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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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血凝抑制（HI）、ELISA、试管凝集、RT-P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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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 RT-PCR 的检测准确率保持在 98% 以上 [4-6]。

设、使用、运行、管理日益规范化，基层兽医实验

这体现了全国各省级兽医实验室质量体系比较稳

室硬件和软件配置有了较大提升，基层兽医实验室

定，也表明兽医实验室考核和检测能力比对促进了

生物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受重视 [11]。
参 考 相 关 文 献 [7，12-19] 统 计，2016—2020

省级兽医实验室能力的提升。然而，至今尚未组织
过全国范围内的基层兽医系统实验室检测能力比对。

年我国市级兽医实验室硬件配置相对齐全，大部分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本文综述了我国基层兽

县级兽医实验室的硬件正逐步完善，仅有少部分县

医实验室、实验人员、检测能力以及技术推广应用

级兽医实验室还在不断努力建设和改善中；从各省

等情况，简要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建议，

份县级兽医实验室能开展的检测项目与检测能力比

以期为进一步了解我国基层兽医实验室近些年来建

对结果来看，市、县级兽医实验室还存在一定差距，

设与发展情况，完善基层兽医实验室建设提供参考。

但多数县级兽医实验室的检测能力在逐年提高
（表1）
。

1

1.2

基层兽医实验室现状与存在问题

1.1

基层兽医实验室现状

基层兽医实验室存在的问题
一是兽医实验室建设发展不平衡，结构布局

目前，我国兽医系统实验室主要分为省、市、

不合理。《兽医系统实验室建设标准》规定，县级

县 3 级。大部分省级兽医实验室具有比较完善的软、

兽医实验室总面积不低于 200 m2，布局、选址、

硬件配置以及有效的实验室管理体系，但市、县级

设施环境等应达 BSL-1 要求 [20]。基层兽医实验室

兽 医 实 验 室 情 况 各 异， 差 距 较 大。2013 年 金 萍

是由各县级行政区域组织建立的，即以基层县级动

等

[8]

对 9 个省（自治区）的市、县级兽医实验室

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为依托建立的兽医实验室，不

进行调研，发现部分基层兽医实验室建筑老旧，市、

以当地财政支持条件、养殖规模、人力资源、实验

县两级兽医实验室普遍存在仪器设备老化、人员不

工作量以及政府部门重视程度等因素综合考虑而

调

设置 [21]。部分县级兽医实验室因财政困难，实验

研发现，各地兽医实验室存在工作经费不足、管理

室必需的基本经费得不到保障；有的因机构编制

机制不完善等共性问题。我国基层兽医实验室数量

限制，技术人员配备不足；有的因检测任务少出

多、分布广，从事实验活动多样，投入和运行目标

现资源浪费；边疆、边境地区的县级兽医实验室则

足、检测技术水平低等问题；2019 年李淳等

各异

[9]

[10]

。随着农业农村部一系列关于兽医实验室考

因地理位置偏远、经费紧张、防控范围点多面广等

核与管理制度的出台，大部分基层兽医实验室的建

导致实验室建设发展落后。基层兽医实验室结构

表1
年份

省份 市级 / 个 县级 / 个

2016—2020 年部分省份市、县级兽医实验室情况
市、县级兽医实验室情况

文献
来源

2016 辽

宁

14

58

从 2012—2016 年考核结果看，市、县级兽医实验室检测能力逐年提升

[12]

2017 浙

江

13

42

各级兽医实验室检测准确性仍有较大差异

[13]

2018 河

南

18

127

市、县两级兽医实验室检测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县级兽医实验室检测诊断能力和水平有待提高

[14]

2019 江

苏

12

65

个别县级实验室的个别比对项目检测值出现较大偏差

[15]

2019 安

徽

13

74

部分市、县级兽医实验室存在检测工作与体系文件不符、管理职责不清、记录不完整等问题

[16]

2019 黑龙江

13

67

仅部分市、县级兽医实验室检测正确率达 100%

[17]

2019 青

海

8

39

市、县级兽医实验室检测能力有一定差距

[7]

2019 辽

宁

14

57

地市级兽医实验室整体水平要高于县级实验室

[18]

2020 吉

林

9

43

市、县级监测水平逐渐拉平，监测能力从血清学监测逐步向病原学监测转变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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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不合理 [22]，有一些实验室由老旧房屋改造、

占用、人员借用以及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无引进

扩建而成，兽医实验室人员只能在同一个实验台上

专业技术人员自主权等影响，导致兽医实验室技

完成所有日常试验工作；部分实验室功能区分不明

术人才稀缺 [9，22]。随着人兽共患病、非洲猪瘟等

显，缺乏应有的物理屏障；还有一些实验室因机构

重大动物疫病的发生以及畜牧业的不断地壮大与发

所处位置（县中心或居民住宅区），无法处于一个

展，基层兽医实验室检测、监测任务量剧增，兽医

独立区域；大多兽医实验室没有门禁系统，人员自

实验室技术人员不足的问题愈来愈严重。实验室人

由出入，生物安全风险高。

员综合业务素质较低，学历普遍不高，人员老龄

二是基层兽医实验室仪器设备配备、管理与

化 [12，16]，检测基础知识掌握不扎实，检测技术更

利用不科学。《县级兽医实验室建设标准》规定，

新缓慢，缺乏与时俱进、创新运用“互联网 +”技

要求配有酶标仪、生物安全柜、高压灭菌器、普通

术和新科学检测技术的能力。实验室人员培养与继

离心机、电子天平、移液器、生物显微镜等开展日

续教育机制缺乏。通过以老带新的方式培养下一代

常试验所需的基本仪器设备

[20]

。然而一部分兽医

兽医技术人员，不能满足目前的动物疫病防控需求。

实验室并没有配全必需的仪器设备，或配有的仪器

大部分实验室人员对现代专业的分子生物学检测技

设备老化无法达到试验要求；或配有的仪器设备规

术不熟悉，进入实验室工作前未经过系统专业的技

格仅能满足检验检测工作的最低要求，与实际检测

术培训与考核，这制约了基层动物疫病防控水平的

工作的标准需求不匹配。重要仪器设备无专人管理，

提高与发展。基层兽医实验室人员培训机会少，继

新购置仪器设备后期无资金维护、保养以及计量检

续教育机制缺乏，导致学历水平偏低的实验室人员

定。仪器设备管理、维护、保养不科学，使用人员

对检测工作相关的知识越来越生疏；同时，他们对

未经正规培训，导致仪器设备的利用效率低下或仪

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学习和运用不足，也间接影响

器功能受限（损）。

了兽医实验室的有效运转。

三是基层兽医实验室配置的资源未被充分利
用。在实际工作中，县级兽医实验室仅做重大动物

2

基层兽医实验室检测技术能力
兽医实验室检测能力比对是农业农村部加强

疫病免疫抗体检测，其承担的辖区内动物疫病监测、

兽医系统实验室管理，提高兽医实验室检测能力与

诊断、流行病学调查等职能未得到发挥，实验室功

水平的有效手段。全国除开展省级兽医实验室检测

能未被充分发掘与利用。兽医实验室中仪器闲置情

能力比对外，也在不断探索和开展各地（市）、县

[21]

，其原因有的是无人会使用或是实

级兽医实验室检测能力比对工作。但地（市）、县

验室技术人员对仪器的用途不清楚，又或是与仪器

级兽医实验室建设、运转以及实验室体系管理等方

匹配的试剂及耗材不能满足。一些实验室还存在专

面各异，县级兽医实验室检测技术能力与国家和基

业技术人员和仪器设备被另做“他用”的现象，无

层实际动物疫病检测要求还有一定距离。目前大部

法充分发挥实验室的基本职能。大部分基层兽医实

分地（市）级、县级兽医实验室的条件仅满足于做

验室几乎很少做重大动物疫病抗体检测以外的社会

好重大动物疫病免疫抗体检测，县级兽医实验室以

委托检测，从而无法开展被动监测，不能履行实验

血清学检测为主，部分市级兽医实验室在此基础上

室的诊断职能，不能及时主动发现动物疫病（疫情），

建设了分子生物学兽医实验室 [12，16]，能开展少量

无法充分体现兽医实验室的技术支撑作用。

病原学检测。从近些年来部分省份的兽医系统实验

况普遍存在

四是兽医技术人员短缺，技术素质低。多数

室检测能力比对结果分析来看，市、县两级实验室

县级兽医实验室都存在人员不足现象，主要受编制

检测水平与省级存在一定差距，主要是受到硬件基

57

兽 医 管 理

础设施、人员技能与管理体系等因素影响 [14-15，17-18]。

验室各类检验检测项目，提高综合检测技术能力。

在新冠肺炎、非洲猪瘟疫情等严峻挑战下，我国大

目前，实验室人员可利用高速发展的网络信

部分县级兽医实验室核酸检测技术得到较大应用及

息化平台，创新应用“互联网 +”兽医工作模式 [23]，

推广，但检测能力仍需提高。

采取线上教育方式开展兽医实验室检测技术及其理

3

论知识、实验室管理体系等学习；以上级主管部门

相关建议

3.1

调整优化基层兽医实验室资源配置

及业务指导部门的专项培训指导为契机，积极主动

我国基层兽医实验室体系庞大、数量多，存

开展自我综合素质能力提升学习，不断提高兽医实

在的问题与缺点也多，需要基层兽医管理部门能与

验室专业检测技术及能力；主动通过各种渠道自主

实际相结合，因地制宜，调整优化辖区内基层兽医

学习，查缺补漏，强化技术能力以便能胜任当前的

实验室的规划与定位；优化兽医实验室的建设与布

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局，增强对基层兽医实验室的投资力度；优化调整

3.3

积极应用推广兽医检测技术

物力、人力资源配置，使当地兽医实验室能够集中

一是加强血清学检测技术的推广与应用。省

承担辖区内检验检测、诊断等工作。此外，还应结

级兽医实验室及上级主管部门应对市、县级兽医实

合现代畜牧业的发展、生产与社会的需求，整合兽

验室加强培训指导，对具有血清学检测条件的兽医

医实验室拥有的软、硬件资源，加强血清学、病原

实验室积极推广运用血清学检测技术，市、县级兽

学检测技术培训，了解本辖区常见病原分布变化趋

医实验室也要积极主动参与各级部门组织的血清学

势；主动开展监测诊断，接受社会委托检测，服务

检测能力比对，不断总结经验，提高血清学检测能

于养殖企业的同时实施被动监测，掌握临床疫病流

力。二是促进病原学检测技术的推广与运用。目前，

行情况，充分履行职责，切实发挥基层兽医实验室

省、市级兽医实验室已基本普及病原学检测技术，

的技术支撑作用。

从全国省级兽医实验室检测能力比对试验方法来

3.2

提高基层兽医实验室技术人员综合素质

看，病原学检测技术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县级兽医

省、市级兽医实验室检测能力之所以高于基

运用病原学检测技术诊断动物疫病打破了过去以临

层兽医实验室，除软、硬件设施设备差距外，还受

床经验诊断动物疫病的传统，是我国动物疫病检测

实验室技术人员综合素质的影响。基层兽医实验室

诊断新技术逐步在基层落地实施、与国际接轨新时

普遍存在技术人员综合素质偏低的问题，且兽医技

代的开启。随着仪器设备价格的降低、相关动物疫

术人员多处于信息闭塞与技术落后的工作生活圈

病检测配套试剂的研发，PCR 等一系列病原学技

内，因此培养和建立一支实力强、技术高的实验室

术在动物疫病检测中得到广泛应用 [24]。未来，随

团队非常重要。基层兽医实验室技术人员需要具备

着我国农业的不断发展与科技水平的提高，标准化

一定的理论基础知识和检测技术能力，各级主管人

的动物疫病病原学检测诊断技术将被不断推广与应

员应重视并加强对技术人员理论知识与检测技术的

用，实验人员在掌握基本血清学检测技术的同时也

培训及继续教育。现如今，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迅速，

应学习和应用病原学检测技术，以期更好地对人畜

新发动物疫病的新概念、新知识、新检测方法与技

共患传染病、重大动物疫病等进行诊断与防控。各

术以及检测标准层出不穷，因此各级主管人员应有

级兽医管理部门及业务指导部门应与时俱进，结合

计划地对技术人员进行定期专业检测技术与兽医实

当地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现状，积极采取多途径争取

验室管理培训，让兽医实验室技术人员积极主动参

专项动物疫病防控资金，为基层兽医实验室应用、

与学习，提升技术人员基础知识储备，充分掌握实

推广动物疫病检测技术提供保障，从而促进兽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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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检测技术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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