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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自 2018 年非洲猪瘟疫情在我国首次发生以来，我国生猪养殖产业遭受了巨大经济损失。自然变异弱毒

株等的出现给非洲猪瘟早期诊断带来了全新挑战，生物安全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成为防控非洲猪瘟有效的技术
手段，因此从猪场生物安全管理角度建立有效的风险评估方法对非洲猪瘟风险管理决策具有重大意义。本研究
以天津市某规模化生猪养殖企业为模型，从建模系统确立、风险因素分析、风险指标变量确定、指标数据收集、
风险评估专家组组建、风险估计体系建立和风险评估报告撰写等方面系统阐述了规模化猪场非洲猪瘟风险评估
模型的构建过程，以期为规模化猪场防控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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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first case of African swine fever（ASF）occurred in China in 2018，the pig farming industry
has suffered from huge economic losses in China. Especially，early diagnosis of ASF has been greatly challenged by
the occurrence of naturally mutated attenuated strains and other strains，bio-safety measures will remain the effective
technical means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disease for a long time，so it will be of great signiﬁcance to establish
an effective risk assessment method for decision-making concerning ASF risk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o-safety management in the farms. In the paper，taking an intensive swine farm in Tianjin City as a model，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an ASF risk assessment model in the farm was systematically described from the aspects of
establishment of modeling system，analysis on risk factors，determination of risk indicator variables，collection of
indicators，organization of expert team on risk assessment，establishment of risk estimation system and preparation
of risk assessment report，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SF and other major
animal diseases in intensive fa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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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8 年非洲猪瘟传入我国以来，我国生猪
养殖产业遭受了巨大冲击

[1-2]

。非洲猪瘟一度成为

严重影响我国生猪生产的最大风险因素。近期研
究

[3-5]

表明：非洲猪瘟病毒已在我国猪群定殖，短

时间内难以清除，疫情点状发生难以避免；弱毒株
等的出现使得感染猪群呈现临床症状不典型、发病
较晚、病程较长等特点，给非洲猪瘟早期诊断带来
了全新挑战。面对复杂的病毒特性和疫情常态化防
控需要，针对目前尚无合法疫苗和治疗药物的现
状，强化生物安全措施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成为防

控非洲猪瘟的有效技术手段 [6-7]。因此，从猪场生
物安全管理角度，全面识别风险因素，建立有效的
风险评估方法，将对非洲猪瘟风险管理决策具有重
要参考意义。本文以天津市某规模化生猪养殖企业
为模型，从建模系统确立、风险因素分析、风险指
标变量确定、指标数据收集、风险评估专家组组建、
风险估计体系建立和风险评估报告撰写等方面系统
阐述了规模化猪场非洲猪瘟风险评估模型的构建过
程，对规模化猪场开展非洲猪瘟风险评估具有一定
参考意义。
1
1.1

方法

建模系统确立
本研究建模的系统是以同一生物安全管理体

系下的一个或几个规模化生猪养殖场（一般单个规
模化猪场年出栏生猪 5 000 头以上）为界限的非洲
猪瘟病毒传入和场内循环传播的各种风险因素组成
的总体风险系统。通过输入风险指标的采集数据，
估计输出规模猪场非洲猪瘟外部风险值和内部风险
值，以及各级风险指标风险值和单一因素风险值，构
建非洲猪瘟风险评估模型，报告非洲猪瘟风险水平。
1.2

风险因素分析
依据非洲猪瘟流行的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

感动物 3 个环节，结合 10 个规模猪场的实地调研
和生产管理实际分析，采用风险列举法系统分析了
可导致猪场非洲猪瘟传入和场内循环传播的相关风

因素以及非洲猪瘟感染历史、场内管理、猪只流动、
设施条件、猪舍布局等内部风险因素。
1.3

风险指标变量确定
根据规模化猪场非洲猪瘟的风险因素，采用

层次分析思路，确定了二级指标体系，包括周边环
境、选址布局、设施设备、防疫管理、人员管理、
投入品管理和运输管理等 7 个一级指标和 40 个二
级指标（表 1）。
1.4

指标数据收集方法
通过现场和视频查看方式，查验相关文件、

资料和记录，与猪场生产管理人员进行交流等，收
集不同指标数据。
1.5

风险评估专家组组建
选择对风险评估程序、养猪管理、疫病防控等

各方面精通的专家 5~7 人组成风险评估专家组，开
展风险评估工作。本次风险评估企业生物安全管理
小组另请企业外部行业专家 3 人，均为省级农业农
村主管部门聘任的动物卫生风险评估专家组成员。
另外，为了保证科学合理地了解企业的真实情况，
安排了养殖企业中的兽医部门和生产部门负责人担
任专家组成员。为使风险评估结果能够发挥科学作
用，防止在执行阶段发生意外，特别邀请了企业负
责人和主管技术工作的负责人参与评估工作（表 2）。
1.6

风险估计体系建立
风险评估实行专家组组长负责制，具体采用

专家组会议讨论的形式进行，遇见意见不统一或难
以达成一致的情况时，采用专家组“背靠背”打分
形式进行。
风险评估专家组根据国家相关法规、标准，
结合非洲猪瘟等猪主要疫病的病原学和流行病学特
征及企业生产管理特点，首先对 40 个二级指标的
危害程度和发生频率进行逐项判定，危害程度分为
低、中、高、极高 4 个档次，发生频率分为极小、
偶尔、经常、频繁 4 个档次。然后，根据危害程度
和发生频率，经风险评估专家组协商同意，确定了
风险等级评定估算矩阵（图 1）。风险也确定了 4

险源和风险途径，包括猪场选址、引种、用品工具

个等级，即可忽略、低、中、高。最后，根据危害

进入、员工访客进入、活猪运输、饲料运输、死猪

程度和发生频率，按照风险等级评定估算矩阵核算

处理、粪便管理、猪舍条件、生物媒介等外部风险

风险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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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表2

风险评估模型指标体系
序号

专家

机构

职称 / 职务

专业

A1

1

省级动物卫生风险评估专家组

研究员

疫病防控

1.2 非洲猪瘟的历史发生情况 ；

A2

2

省级动物卫生风险评估专家组

研究员

动物病原学

1.3 野生动物存在及迁徙情况

A3

3

省级动物卫生风险评估专家组

高级兽医师

畜牧兽医

4

养殖企业

企业总经理

全面工作

5

养殖企业

技术副总经理

技术工作

A5

6

养殖企业

兽医部副经理

主管防疫

2.3 缓冲区建立情况 ；

A6

7

养殖企业

生产部副经理

饲养管理

2.4 围墙等物理屏障 ；

A7

2.5 场区大门车辆、人员、物品出入管理 ；

A8

二级指标

2.1 与屠宰场、集贸市场、饲养场、
A4
动物隔离场所、无害化处理场等的距离；
2.2 周边生猪养殖情况 ；
2. 选址布局

3. 设施设备

4. 防疫管理

5. 人员管理

6. 投入品管理

7. 运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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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专家组组成

1.1 气候气象条件是否适合常见病毒存活、
繁殖或传播 ；

一级指标

1. 周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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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生产区和生活区是否分开 ；

A9

2.7 场区出入口消毒池的设置及管理

A10

3.1 养殖区和隔离舍出入口消毒池、
消毒通道、更衣室 ；

A11

3.2 场区内净道和污道是否分开 ；

A12

3.3 场区排水设施 ；

A13

3.4 消毒设备是否符合要求 ；

A14

3.5 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 ；

A15

3.6 完整的通风、温度控制系统 ；

A16

3.7 是否建立兽医室

A17

4.1 畜禽引入管理 ；

A18

估对象、范围）、前言（评估目的、时间、地点、

4.2 饮水管理 ；

A19

对象、范围等）、报告主体、附录等内容。风险评

4.3 饲料管理 ；

A20

4.4 免疫 ；

A21

估结果的展示可包括风险评估、风险交流和风险管

4.5 车辆等运输工具 ；

A22

4.6 全进全出饲养管理模式 ；

A23

个二级指标的专家组综合评定情况，风险交流则对

4.7 空舍期 ；

A24

企业好的做法和不到位的做法进行阐述，风险管理

4.8 兽药、消毒剂等 ；

A25

4.9 无害化处理制度 ；

A26

则针对风险等级为中和高的因素提出综合防控建议。

4.10 疫情报告制度 ；

A27

4.11 日常消毒制度

A28

5.1 人员生物安全培训情况 ；

A29

风险评估专家组对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中所规

5.2 外来人员进入管理 ；

A30

5.3 养殖场工作人员进出管理 ；

A31

定的 7 个方面 40 项风险因素开展了全面系统的评

5.4 专岗专责制度、严禁走动串岗 ；

A32

5.5 健康证明

A33

设施设备因素 7 项、防疫管理因素 11 项、人员管

6.1 兽药、疫苗、消毒剂等的来源 ；

A34

理因素 5 项、投入品管理因素 3 项、运输管理因素

6.2 兽药、疫苗、消毒剂等的使用 ；

A35

6.3 兽药、疫苗、消毒剂等的储存

A36

4 项。

7.1 无关车辆的管理 ；

A37

7.2 进入生产区的是否是专车，并指定路线；A38

图1

风险等级评定估算矩阵

风险评估报告撰写

1.7

风险评估专家组在风险评估结束后 10 个工作
日内完成风险评估报告。风险评估报告包括题目（评

理 3 个部分。风险评估要阐明对 7 个一级指标、40

2
2.1

结果

评估结果

估，包括周边环境因素 3 项、选址布局因素 7 项、

评估专家组对 40 项风险因素的危害等级和发
生频率进行了综合评定，确定了高风险因素 5 项、

7.3 车辆严格洗消 ；

A39

中风险因素 8 项、低风险因素 21 项、可忽略风险

7.4 运输病死畜禽车的洗消管理

A40

因素 6 项（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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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二级指标

风险
等级

1.1 气候气象条件是否适合常见病毒存活、
繁殖或传播 ；

中

1.2 非洲猪瘟的历史发生情况 ；

低

一级指标

1. 周边环境

评估专家组一致认为，该公司生物安全管理

风险评估报告

1.3 野生动物存在及迁徙情况

3. 设施设备

洲猪瘟等主要动物疫病传入、发生风险较低。
2.2

风险交流
评估专家组对该公司生产管理体系完善、消

可忽略

2.1 与屠宰场、集贸市场、饲养场、
低
动物隔离场所、无害化处理场等的距离；

2. 选址布局

体系比较完整，制度比较完善，记录比较详实，非

毒设施设备齐全等多项做法予以肯定，具体如下：

2.2 周边生猪养殖情况 ；

低

（1）该公司根据生产实际情况定期开展引种，只

2.3 缓冲区建立情况 ；

低

从集团内部种猪场引进二元母猪，且在调入前均已

2.4 围墙等物理屏障 ；

可忽略

进行非洲猪瘟病毒核酸检测，全部合格再调入隔离

2.5 场区大门车辆、人员、物品出入管理 ；

低

2.6 生产区和生活区是否分开 ；

低

2.7 场区出入口消毒池的设置及管理

低

3.1 养殖区和隔离舍出入口消毒池、
消毒通道、更衣室 ；

低

3.2 场区内净道和污道是否分开 ；

低

舍，并且，隔离 6~8 周后需再次进行核酸检测；（2）
该公司所有入场人员须在规定日期内到达隔离点进
行采样检测，并进行淋浴，更换隔离点工作服，入
住隔离点 48 h 后，再次采样检测，到达养殖场门口，

3.3 场区排水设施 ；

可忽略

进行第 3 次采样检测，再次进行淋浴，更换养殖场

3.4 消毒设备是否符合要求 ；

可忽略

工作服，进行第 4 次采样检测，入住隔离宿舍 24 h，

3.5 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 ；
3.6 完整的通风、温度控制系统 ；

中

方可在生活区活动；（3）该公司采用全进全出饲

可忽略

养模式，实施批次化管理，29 d 为一个生产批次。

3.7 是否建立兽医室

低

4.1 畜禽引入管理 ；

中

4.2 饮水管理 ；

低

估，发现以下问题：（1）运输沼渣沼液车辆存在

4.3 饲料管理 ；

低

较大疫情传播风险；（2）消毒液配制记录填写不

4.4 免疫 ；

低

规范；（3）对非洲猪瘟等主要猪病的监测计划执
行不到位。评估专家组对风险等级为高、中的 13

评估专家组对 40 项风险因素进行系统风险评

4.5 车辆等运输工具 ；

高

4.6 全进全出饲养管理模式 ；

低

4.7 空舍期 ；

低

4.8 兽药、消毒剂等 ；

低

4.9 无害化处理制度 ；

中

养殖企业针对专家组提出的建议，采取了以

4.10 疫情报告制度 ；

低

下控制措施：（1）加强对运输沼渣沼液车辆的管

4.11 日常消毒制度

高

5.1 人员生物安全培训情况 ；

低

控和采样监测；（2）每次运输结束后，对出猪台

5.2 外来人员进入管理 ；

中

5.3 养殖场工作人员进出管理 ；

中

进行必要的洗消烘和采样监测；（3）加强病死猪

5.4 专岗专责制度、严禁走动串岗 ；

低

收集、运输、处理等各个环节的管控；（4）加大

5.5 健康证明

低

对规定动物疫病监测计划的执行力度。

6.1 兽药、疫苗、消毒剂等的来源 ；

低

3

6. 投入品管理 6.2 兽药、疫苗、消毒剂等的使用 ；

中

4. 防疫管理

5. 人员管理

6.3 兽药、疫苗、消毒剂等的储存

2.3

风险管理

和转猪台进行必要的采样监测，运输车辆使用后，

讨论
风险评估是指对某种动物疫病传入、定殖和

高

扩散的可能性及其后果进行系统地评估和管理。本

7.2 进入生产区的是否是专车，并指定路线； 中

质上说，它是把风险因素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说明

7.3 车辆严格洗消 ；

高

危害随各种风险因素发生、发展和消亡而变化的规

7.4 运输病死畜禽车的洗消管理

高

律，评估由各风险因素导致不利事件发生的概率和

7.1 无关车辆的管理 ；
7. 运输管理

可忽略

条风险因素，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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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成的的损害程度，从而为决策者制定法律、法

交叉；三是稳定性，即对于不同的猪场样本，选取

规、条款提供科学依据，使决策更有科学性、透明

的各级风险指标相对稳定且具有代表性。

性和可防御性

[8-9]

。风险评估在动物疫病防控领域

当然，每个养殖企业的条件和管理方式各不

的应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动物及动物产

相同，养殖企业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从“猪、人、

品进出口管理；②暴发动物疫情时的形势预判；③

料、运输工具、物资、环境”六个关键环节把好关，

动物疫病防治规划制定；④防控措施的制定、实施

做好引种、监测、隔离、消毒等环节的控制措施，

及效果评价等

[10]

。

对猪场的硬件、软件有科学、理性的认识，成立有

根据生物安全基本原则，对猪场内外进行生

效的生物安全管理团队，建立符合猪场实际情况的

物安全风险评估，是现代养猪生产经常要做的一

风险评估模型，经常性开展猪场生物安全评估、监

项重要工作。生物安全管理水平较高，具有一定

督和管理工作，及时补漏洞和短板，从而防止或

规模的养猪场，应成立企业生物安全管理小组，全

阻断病原体侵入或侵袭猪群，从而将生物安全风

面负责风险评估工作。尤其拟申报和已获批非洲猪

险降至最低，维护自身养殖生产安全。

瘟生物安全隔离区（无疫小区）的养猪企业更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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