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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动物疫情测报站的作用与管理
朱春霞，黄建龙，刘道新，汪洪冰
（湖南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南长沙
摘

410014）

要 ：湖南省根据地理区域和养殖业结构情况，合理布局建立了 18 个省级动物疫情测报站，通过对测报站辖

区内及定点养殖场户的生产、免疫、疫病等情况进行持续跟踪调查和监测采样，评估动物群体免疫状态及疫情
发生风险。管理上通过优化网络布局，提高诊断监测能力，通过强化培训和责任管理，提升动物疫情测报水平，
确保了动物疫情测报质量。动物疫情测报站在发现新发重大动物疫病，评价强制免疫病种免疫效果，提供疫情
预警预报基础数据以及指导养殖业生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需持续增加投入和监测科技含量，改善设
施设备，稳定技术队伍，这是提高动物疫情测报监测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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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Functions and Management of
Animal Disease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Stations in Hu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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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18 animal disease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stations at province level were reasonably distributed and
established in Hunan Province according to its geographical regions and structure of breeding industry，to evaluate the

status of population immunity and the risk of animal diseases outbreaks through continuous follow-up investigation and
monitoring sampling for production，immunization and diseases in the areas under the stations and designated farms/
households. The capacity of diagnosis and monitoring was improved through optimizing the layout of network，and
the level of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animal diseases was improved through strengthening training and responsibility
management，by which，the quality of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animal diseases were safeguarded. The stations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detecting new major animal diseases，evaluating the immune effect against compulsory
immunization diseases，providing basic data for early warning and forecasting，and guiding the production of breeding
industry. It was thus necessary to continue to increase investment and monitoring technology，improve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and stabilize technical team，which served a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improving the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of animal diseases.
Key words ：animal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animal diseases ；monitoring system ；risk assessment ；early warning
and forecast

动物疫情监测是动物疫病防控的基础性工作，

省 18 个动物疫情测报站是动物疫病监测体系的重

是预防和控制动物疫病的主要技术手段，而疫情测

要组成部分，主要承担农业农村部和省级下达的动

报网络体系是实施动物疫情监测的硬件基础。湖南

物疫情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任务，并采取按月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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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实地调查、询问座谈和采样检测相结合的方式，
重点对动物疫情测报站所辖区域内 37 个生猪养殖
场、36 个规模禽场、18 个牛羊场以及 18 个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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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物生产、免疫、疫病发生等情况进行持续跟踪

情测报站先后发现异常发病猪只，经采样送检确诊

调查，对辖区内动物疫病发生、病原分布实时监控，

为湖南省首例非洲猪瘟疫情 [3]（农业农村部同日公

评估群体免疫状态，定期开展动物疫情发生风险分

布两地疫情）。

析评估。动物疫情测报站建立以来，对湖南省动物

1.2

评价强制免疫病种免疫效果
18 个动物疫情测报站定期对定点及区域内其

疫病疫情预警预报，指导畜牧业生产发展发挥了重
要作用。

他养殖规模场、交易市场、散养户开展猪口蹄疫、

1

高致病性禽流感、小反刍兽疫等重大动物疫病免疫

动物疫情测报站的作用

1.1

更早、更快发现新发重大动物疫病

抗体监测评价。据统计，2019—2021 年测报站检

动物疫情测报站作为疫病监测前沿哨卡，能

测的 O 型口蹄疫、H5 亚型禽流感、小反刍兽疫免

长期、持续定期定点跟踪养殖场生产情况，及时了

疫抗体合格率（表 1）与同期兽医卫生综合信息平

解掌握区域内动物发病情况，并开展紧急流行病学

台上的全省免疫抗体合格率基本一致 [4]。这表明动

调查，及时采样送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实验

物疫情测报站采样监测所获得的强制免疫抗体水

室进行疫病诊断，能更早、更快发现新发动物疫病。

平，基本反映了全省水平，可以用来评价强制免疫

湖南省设立动物疫情测报站以来，先后成功发现了

病种免疫效果。

新发动物疫病 3 起。2014 年 3 月，洞口县动物疫

1.3

提供动物疫情预警预报基础数据

情测报站发现区域内羊只异常发病，经与省动物疫

动物疫情测报站是动物疫病监测体系的重要

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进行视频临床诊断和紧急采样

组成单位，长期定时定点监视辖区内动物生产流通

检验，最后经国家外来动物疫病诊断中心确诊为湖

情况、发病死亡情况，及时开展紧急流调持续监测

[1]

南省首例小反刍兽疫疫情 。2017 年 3 月，东安

病原分布情况（表 2），所获取的疫情信息具有及

县动物疫情测报站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某养鸡场疑

时性和真实性，这是进行动物疫病发生动态和疫情

似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经采样送省动物疫病预防

形势分析评估的重要基础数据。2018 年以来，省

控制中心和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检测，最终确诊

级疫控中心根据动物疫情测报站测报信息，结合国

[2]

为我国首例家禽高致病性 H7N9 流感疫情 。2018

内外动物疫情以及省级动物疫病诊断和监测情况，

年 10 月，桃源县动物疫情测报站和桃江县动物疫

定期对湖南省动物疫病流行风险情况进行汇总分析

表1
年度

湖南省动物疫情测报站强制免疫病种抗体检测情况

O 型口蹄疫

H5 亚型禽流感

小反刍兽疫

检测数 / 份 个体合格数 / 头 个体合格率 /% 检测数 / 份 个体合格数 / 只 个体合格率 /% 检测数 / 份 个体合格数 / 只 个体合格率 /%

2019

7 027

6 091

86.68

9 394

8 448

89.93

1 712

1 502

87.73

2020

9 824

8 570

87.24

13 160

12 164

92.43

2 984

2 713

90.92

2021

12 803

11 261

87.96

16 909

15 732

93.04

25 156

21 565

85.73

表2

2019-2021 年湖南省动物疫情测报站定点调查场存栏、发病和病死情况

规模猪场
年度

发 展 发 病 发 病 病 死 病 死
数 / 头 数 / 头 率 /% 数 / 头 率 /%

2019 317 511 40 505
2020 318 642 20 833
2021 621 250 75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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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禽场
发 展
数/头

规模牛羊场

发 病
数/头

发 病
率 /%

病 死
数/头

病 死
率 /%

发 展
数/头

发 病
数/头

发 病
率 /%

病 死
数/头

病 死
率 /%

90 635

0.35

23 913

26.38

11 770

668

5.68

239

35.78

94 677

0.42

30 465

32.18

8 787

310

3.53

128

41.29

12.11 21 786 28.95 20 665 177 141 418

0.68

25 375

17.94

9 563

366

3.83

107

29.23

12.76 13 334 32.92 25 851 082
6.54

5 882 28.23 22 653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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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综合研判，形成《湖南省主要动物疫病监测与疫

殖生产、免疫、疫病发生情况等流行病学信息。疫

情形势分析月（季）报》，定期报送省重大动物疫

病监测数据、流行病学信息分别直报兽医卫生综

病防治指挥部、各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和动物疫病

合信息平台和湖南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2019

预防控制机构，有效进行动物疫情预警预报。

年根据管理办法，淘汰工作不达标、区域分布重复

指导养殖业生产发展

1.4

动物疫情测报站重点跟踪采集所辖区域固定

动物疫情测报站 2 个，进一步优化动物疫情测报网
络。全省 18 个县级动物测报站实施同步管理，任

数量生猪养殖场、规模禽场、牛羊场以及自然村的

务相同，工作补助和业务培训一致。

畜牧业生产、免疫、疫病发生等情况，第一时间

2.2

强化管理，确保动物疫情测报质量

汇总分析直报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2018 年

为确保动物疫情测报数据的准确性，提高动

10 月以来，受非洲猪疫情影响，定点调查猪场能

物疫情测报的质量，细化了《动物疫情测报站管理

繁母猪和生猪存栏量呈下降趋势，自 2019 年 6、7

考核评分细则》，实行年末集中考核和年中不定期

月开始，呈现断崖式下降（图 1），空栏场也明显

督查检查相结合考核办法，执行末位淘汰制，对工

增加。2020 年元月底，测报猪场生猪存栏总数、

作开展情况好的测报站给予奖励并优先推荐安排所

母猪存栏总数分别较 2018 年同期减少了 62.70%、

在地动物防疫项目建设。同时按照农业农村部《动

56.54%，定点调查猪场中有 12 个由于环保和疫情

物疫情监测与防治经费管理暂行办法》，动物疫情

等原因没有存栏猪只，占调查总场数的 32.4%。湖

测报站工作经费实行项目管理，签订动物疫情监测

南省疫情测报站生猪定点调查场生猪养殖情况与全

与防治经费项目委托书，确保专款专用和任务完成。

省生猪养殖情况趋势基本一致，可提前预警预报生

2.3

猪生产形势。

2.3.1

加大投入，提高测报站诊断监测能力
加强基础设施设备建设

21 世纪初，12 个

国家级动物测报站所在县全部安排了全省第一批县
级动物防疫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每站投资 100 万元
进行兽医实验室改造建设，建设 P2 实验室（面积
120 m2），配置了病原学检测室（细菌分离培养设
备设施）、血清学检测室（酶联免疫检测设备），
可进行主要动物疫病血清学检测。2019 年，省级
图1

2

湖南省动物疫情测报站生猪定点调查场生猪
及能繁母猪存栏情况

2.1

动物疫情测报站的管理
合理布局，优化动物疫情测报网络

财政安排专项经费改造升级建设测报站分子生物学
检测实验室，配备了荧光 PCR 仪、核酸提取仪、
二级生物安全柜、超低温冰箱和微量离心机等检测
设备。所有测报站都具备检测非洲猪瘟、禽流感等

为全面掌握湖南省动物疫情流行动态，在 12

重大动物疫病病原核酸的能力，动物疫情测报站所

个国家动物疫情测报站的基础上，2017 年新建 8

在县兽医实验室通过考核验收，实验室生物安全和

个省级动物疫情测报站，并根据《国家动物疫情测

质量管理都上了一个新台阶。

报站和边境动物疫情监测站管理规范》制定了《湖

2.3.2

南省动物疫情测报站管理办法》，每月定时、定点

情测报站补助工作经费每年 10 万元 / 站，并免费

开展口蹄疫、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监测，收集养

提供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 7 种主要动物疫病

提高监测工作补助经费

省级增加动物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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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检测试剂。测报站实验室检测能力和检测质量

位，而新招进人员又要进行大量岗前培训后才能胜

大幅提升，疫情测报工作更加科学、准确和及时。

任工作。

强化培训，提升动物疫情测报水平

2.4

监测样品质量得不到完全保证

3.3

2021 年湖南省动物疫情测报站从事专（兼）

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后，各生猪养殖场加强了

职测报人员 73 人，其中具有研究生学历 10 人、本

生物安全管理，不允许外人进入，只能委托场内有

科学历 41 人，具有中高级畜牧、兽医师职称 40 人；

关人员进行采样，样品质量无法充分保证。

畜牧兽医相关专业 57 人。为提高动物疫情测报站

4

动物疫情测报能力，提升疫情测报站业务水平，一

4.1

是每年安排 2~3 次的动物疫病防控技术、实验室检

伍建设

有关思考
加大资金投入，优化测报网络布局，强化队

测技术培训班，对动物疫情测报站工作人员进行技

一是根据湖南省地理地貌特点，分别在东北

术培训。同时，省市县三级以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

部平湖区、中部丘陵区和西南部山区，结合湖南生

能大赛为契机，组织开展技能培训，提高基层动物

猪养殖、家禽养殖和山区草食动物饲养特点，适

疫病防治素质和专业技术水平。2014—2020 年全

当扩大动物疫情测报站点数量到全省农区县数的

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 12 名湖南参赛队员中 10

25%（30 个左右），增加测报网络体系覆盖面，

名来自动物疫情测报站，并在大赛中取得了优异成

减少信息壁垒。

绩。二是动物疫情测报站所在地兽医实验室每年参

二是各级财政不断加大投入，将测报站工作

加省级兽医实验室检测能力比对和非洲猪瘟检测能

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利用基层动植物疫病防控体系

力确认。自 2011 年开展兽医实验室检测能力比对

建设契机，增加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人员编

以来，动物疫情测报站实验室检测能力不断提升，

制，确保 7~8 人 / 站参与测报工作。合理安排专项

比对结果符合率由 2011 年的 83.64% 上升至 2021

工作经费年均约 50 万元 / 站。同时增加测报站基

年的 95.11%，有 1 个测报站实验室通过了 CMA 资

础设施设备建设，确保每站具备主要动物疫病血清

质认定。

学检测、病原核酸检测和一般的细菌学分离培养鉴

3

定等能力。

3.1

存在的问题
测报网络体系覆盖面局限，存信息壁垒

三是出台县级专业技术人员优惠政策，对县

据统计，湖南省 122 个县（市、区）有规模

级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定实施优惠倾斜，提升年轻

养殖场（户）数万个，但目前湖南省只在 18 个

专业技术人员的晋升空间；改善工作环境，调动专

县（市 / 区）建有动物疫情测报站，测报数据有

业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鼓励更多的专业技术人

一定局限性，对于及时准确掌握湖南省区域养殖

员参加动物疫情测报工作；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福利

业和动物疫病流行情况造成一定影响。

待遇，落实好畜牧兽医卫生医疗津贴，进一步稳定

3.2

动物疫情测报队伍还不稳定
2018 年 18 个动物疫情测报站共有测报工作人

员 90 人，到 2021 年人数降至 73 人，期间有 62 名
专业技术人员（其中研究生 10 人、本科 22 人）通
过机构改革、岗位调整等原因离开动物疫情测报岗

65

动物疫情测报队伍。
4.2

发挥网络优势，实现数据共享，提高疫情测

报质量
一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开发适应
动物疫情测报管理的小程序、APP 等，设置养殖场、

兽 医 管 理

乡镇防疫员填报，测报站、省级审核的多角色模式，

场采样质量。为加强生物安全管理，可利用视频和

实现数据实时填报上传，增强信息收集、传送能力，

无人机监督方式，委托场内有关人员协助解决入场

解决填写不规范、不完善等问题。同时形成养殖、

采样难的问题。

免疫、疫病、监测等电子档案，解决数据易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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