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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饲养场防疫准则》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07 年，国家标准委下达《动物饲养动物防疫准则》标准项目

（20072023-T-326），起草单位是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因

原起草专家于丽萍调离相关部门，该项目未完成报批。全国动物卫生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在清理历史项目时，协调起草单位调整专家

完成项目编制。鉴于原名两次出现“动物”，属不必要的重复，起草

组研究后，更名为“饲养动物防疫准则”。标准征求意见环节，专家

提出宠物等也属于饲养动物，饲养动物涉及范围太广，建议更名为“动

物饲养场防疫准则”。

（二）起草单位

本次修订工作由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中国动物疫病预

防控制中心承担，现项目起草专家孙淑芳，曾主持农业行业标准《无

公害食品 畜禽饲养兽医防疫准则》的制修订工作，具有相关工作基

础。具体人员分工如下：

孙淑芳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 副研究员 主持标准制修订工作

孙洪涛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 助理研究员 参与制定标准技术内容

宋晓晖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研究员 参与制定标准技术内容

王媛媛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 助理研究员 参与制定标准技术内容

张训海 安徽科技学院 研究员 参与制定标准技术内容

于丽萍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 副研究员 参与制定标准技术内容

黄保续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 副主任 参与制定标准技术内容

魏荣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 副研究员 参与制定标准技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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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岩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 兽医师 参与制定标准技术内容

姜雯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 助理研究员 参与制定标准技术内容

庞素芬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 副研究员 参与制定标准技术内容

宋健德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 副研究员 参与制定标准技术内容

肖肖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 副研究员 参与制定标准技术内容

孙映雪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 助理研究员 参与制定标准技术内容

（三）主要工作过程

1.预研阶段

2018 年上半年，通过系统研究相关标准和现行动物卫生法律法

规，确定了针对疫病传入传播的关键风险环节设立相关技术指标，切

实强化饲养场动物疫病防疫技术能力，提高疫病防控水平的标准制定

主旨。通过对部分动物饲养场现场调研，初步掌握了我国现行动物养

殖行业现状，确立以合法、适用、阻断疫病传入传出的关键环节、提

高饲养环节防疫控制水平为基本原则编制本标准。

2. 起草讨论阶段

2018 年 2月，召开了项目启动会，成立了由孙淑芳等 14人组成

的标准编制组，并结合编制组成员的工作特点分配了相应的工作任务。

起草阶段经过数次讨论，确定了标准名称和 7个部分技术内容：（1）

防疫基本条件,（2）动物引入,（3）饲养管理,（4）消毒,（5）疫病

监测、预防与控制扑灭准则,（6）无害化处理准则,（7）饲养动物标

识与防疫档案；初稿完成后经３次讨论修改形成了征求意见稿，编写

了编制说明。

3.征求意见阶段

2018 年 10 月，起草组将《饲养动物防疫准则》征求意见稿及编

制说明发送给 12位家单位的 12位专家征求意见，征求意见单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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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兰州兽医研究所、安徽科技学院、青岛

海关、南京农业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北京农科院兽医研究所、山

东省农科院家禽研究所、上海光明乳业有限公司、重庆市动物卫生监

督所、青岛博隆实验动物有限公司。选择的专家分别来自于猪、牛羊、

家禽和犬科动物疫病防控技术研究机构或相关养殖企业，具有行业代

表性。

征求意见阶段共收到 61条意见，除文字性、表述性意见外，重

要意见主要有：一是更改标准名称。二是对现有标准条目框架进行调

整，将人员、动物引入、消毒、投入品控制等常规生产环节的内容并

列为饲养管理防疫相关的一章，将动物疫病监测、预防、疫情报告和

扑灭净化等列为一章；提升标准章节结构，且便于加入更全面的生物

安全管理相关内容。起草组在认真研究专家意见后，采纳了 57条（未

采纳 3 条、部分采纳 1条）专家意见，并调整了标准结构，增加了投

入品控制等章条；形成了标准送审稿及编制说明。

4.审查阶段

2018 年 11 月 24 日，全国动物卫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专家

对国家标准《动物饲养场防疫准则》送审稿进行了审定。共收到 18

条意见，采纳 18条。经讨论，专家组认为该标准是在系统研究相关

标准和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起草的，所规定的要求可为饲养场疫病防控

提供规范性指导文件。专家组原则上同意通过审定，建议标准起草小

组根据专家组意见，完善文字表述后形成报批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标准的编写原则

1.保证标准适用性及可操作性。本标准设定的技术指标均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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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业农村部发布的针对全国各类养殖生产企业的基本要求，以及健

康养殖需要的必备技术条件，具有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2.保证标准先进性。本标准依据当前国家有关规定，结合养殖业

生产水平制定，且考虑了 OIE 的相关动物贸易和养殖过程的卫生要求，

标准指标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3.保证与现行法律法规的协调一致性。编制过程中，标准所列的

各项建议、准则条款，均符合相关动物疫病防控的法规和部门规章，

充分保证了与上位法的协调一致性。

（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本标准主要规定了动物饲养场在以下方面的防疫准则。

1. 防疫基本条件

完善的防疫基本条件是兽医防疫的根本要求，也是基础保障，是

做好疫病防控的关键，是疫病防疫的第一道屏障，饲养场应具备的防

疫基本条件，包括饲养场选址布局、设施设备、水源卫生等方面，这

些条件在农业部《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中有明确规定，也是政府

颁发《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审查内容，饲养场持证并维持有效就

代表基本条件符合防疫要求，本标准没有提出更多的技术要求。

2. 疫病防疫

日常饲养管理中，从场外进入饲养场的人员、车辆和设施设备、

饲草饲料是传入疫病的关键环节，日常饲养中的环境卫生控制可有效

降低病原在养殖环境中的滋生传播风险，本章规定了这些关键环节的

防疫准则和各个环节的消毒要求，并对养殖场提出制定实施具体操作

程序做出准则性要求。

活动物调入是疫病引入饲养场的首要途径，也是疫病传播的关键

风险点。把好畜禽引入过程中的防疫关，对动物饲养场安全生产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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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为此，本标准将引入动物单独作为一章进行详细描述，首先规

定了引入动物的健康要求，这是无论从什么地区引入动物均必须要遵

守的基本要求，因养殖场引入健康动物是控制疫病的先决条件。由于

国家对本地区、跨省引入、境外引入均制定有区别的检疫要求法规，

如《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管理技术规范》对无疫区引入动物做了特别要

求，《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对跨省引入动物的产地及目的地检疫均有

特定规定，包括启运前，运输中和运抵后的检疫监督要求。本标准也

制定了区别的防疫准则，既保证企业生产行为即符合法规规定，也能

有效控制疫病通过引进活动物而传入饲养场的风险。

引入动物健康是控制疫病的先决条件，我国仅《动物检疫管理办

法》规定仅规定动物上市交易需凭官方兽医出具的《动物检疫合格证

明》，而出证对动物及饲养场的要求共有 6 项：１.来自非封锁区或者

未发生相关动物疫情的饲养场（户）；２.按照国家规定进行了强制免

疫，并在有效保护期内；３.临床检查健康；４.农业部规定需要进行

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检测结果符合要求；５.养殖档案相关记录和畜

禽标识符合农业部规定。６.乳用、种用动物和宠物，还应当符合农

业部规定的健康标准。这６项要求还适用于出栏供屠宰的动物，对引

入动物继续饲养的情况，国家并没有更严格的规定。实际工作中，由

于动物疫病都有一定的潜伏期，临床检查健康并不能保证动物没有携

带病原的风险，而饲养场的无疫状态更能保证输出健康的动物，OIE

对于不同疫病无疫区或无疫饲养场的规定，对规定了大动物 12或 24

个月，禽类 6-12 个月的无病原要求；本标准规定了大动物场 12个月，

禽类等小动场 6 个月的无病原要求，对于引入动物继续饲养的防疫具

有重要作用。

3. 疫病监测、报告、控制扑灭及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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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监测是掌握本场动物状况的首要手段，我国目前由农业部每

年发布本年度的《国家动物疫病监测与流行病学调查计划》，计划的

内容每年不完全相同，我国地域辽阔，各个省或地区动物疫病流行状

况千差万别，每个年份，各个省兽医主管部门会依据国家相关计划，

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监测及流调计划，本标准提出了每个

场均需依据本省政策制定实施本养殖场的监测方案并实施的要求。

免疫措施是疫病预防的最重要手段，国家近几年的强制性免疫计

划策略发生了根本变化，国家不再进行全国性强制免疫密度要求，而

是要求各省根据实际需求确定是否 100%免疫，养殖场应结合所在地

疫病流行情况制定适合本场的免疫计划，并开展免疫。但对地方政府

规定应强制免疫的疫病，依据国家计划要求，提出免疫密度、抗体合

格率和疫苗品种要求。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明确规定了发生重大疫情时，政府和

企业应负责的责任和采取的措施等，我国农业部制定发布了系列的，

20 多种重大动物疫病的防治技术规范和应急预案等，发生重大疫情

时，均由地方政府按程序进行疫情确定和处理，本标准仅规定了企业

报告责任，企业需在早期及时报告疫情，报告后应依从地方政府的规

定采取措施。但对于非重大疫情的疫病处理对企业防疫工作同样重要，

本标准对此提出了准则性技术要求。

5. 无害化处理准则

无害化处理是动物防疫的一项重要内容，近年来农业部高度重视，

于 2013 年和 2017 年分别发布《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和修

订版的《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规定的相关方法具

有可操作性，为无害化处理奠定了技术和法规基础。考虑到环境保护

要求，本次修订增加了符合强制性标准 GB 18596 有关污染物排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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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以降低环境污染和疫病传播风险。

6. 管理登记、动物标识与养殖档案

国家 2006 年发布《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规定了企业

应承担的动物标识和档案建立维护要求，防疫档案对动物疫病流行病

学调查和追踪溯源至关重要，是动物防疫相关措施有效实施的重要证

据，对做好动物防疫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此次修订按照规定，

纳入相关内容。

7. 附录：监测疫病品种的确定

国家 2008 年重新修订并发布了《一、二、三类动物疫病病种名

录》，列出 121 种陆生动物疫病。由于名录中有些疫病属外来动物疫

病，我国从没有发生过，属于边境检测病种，企业不需要实施监测免

疫工作，本次按动物饲养品种，共列出 9大动物品种的相关动物疫病，

供饲养场在监测、免疫和疫病控制根除工作中进行参考，实际养殖过

程中，地方的流行病病种或有发生风险的病种区别较大，作为国家标

准，应全面，实际工作中饲养场可根据地方实际情况选择实施。

（三）制定本标准的基础

本次修订由原起草单位承担，起草单位长期从事动物防疫政策研

究，受农业部兽医局委托多年连续承担动物防疫技术攻关任务，主要

包括动物疫病监测、流行病学调查、区域区化、动物移动控制和疫病

检测等重要工作，为标准修订积累了丰富的一手资料和工作经验。起

草组有制定动物防疫相关行业标准的起草经验，在起草标准时曾进行

过基层调研，标准起草组成员既从事国际动物卫生标准研究，如世界

动物卫生组织相关标准规则，也从事国内法律法规、标准的研究工作，

同时也是全国动物卫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人员。因此，起

草人员在修订该标准时，充分考虑了国际国内相关标准工作，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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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化相关工作要求完成了起草工作。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

期的经济效果

《无公害食品 畜禽饲养兽医防疫准则》（NY/T5339-2006）已实

施 10 年，对我国无公害食品生产发挥了积极的技术支撑作用，也成

为相关企业开展动物防疫的重要技术参考文件。随着养殖业的发展、

养殖的动物即有食用动物也有经济动物，本标准的制定，将为动物饲

养场提供全面的疫病防疫技术指导和科学建议，对于规范相关企业动

物饲养，改进动物防疫措施，提高防疫水平，降低饲养风险、提高经

济收益，继而服务全国动物防疫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本标准为自主编制，未采用国际标准。

五、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依照现行多项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修订而成，主要涉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1 号）、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50 号）、

《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 年）》（国办发〔2012〕

31 号）、《动物检疫管理办法》（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2010 年第 6号）、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2010年第7号）、

《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 2006 年

第 67 号）、《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2014 年第 643 号）、《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农医发 2017 第 25 号）》等。本项目标准在制定时

充分依据并参考了上述法律法规，是上述法律法规相关条款的补充、

完善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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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标准性质（强制性，推荐性）的建议，特别是对建议批

为强制性标准的理由应充分说明

建议列为推荐性标准。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建议措施（组织实施、技术措施、过

渡办法等）

发布后开展宣贯工作，并适时启动运用效果评估。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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