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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兽类为例探讨我国陆生野生动物疫病
监管中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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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 新型冠状病毒、SARS病毒和鼠疫等新发和再发性动物源疫病多是由兽类及其媒介携带的病原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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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或间接感染而引发的, 不仅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平衡造成了重大威胁, 而且威胁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粮食
安全和生物安全。结合我国重要陆生兽类疫源疫病发生的新情况和新特点, 本文重点总结了我国以陆生野生及非
野生兽类(家畜为主)为重点的24种重要人兽共患病的监管情况, 并对这些疫源疫病的监管空缺进行了分析。由于
病原生物的种类多及其感染传播方式多样, 我国人间和动物间疫情呈现多发态势, 新发和再发疫病防控面临严峻
挑战。从目前情况来看, 我国重要野生动物疫源疫病呈现为多部门、多层监管的局面。全球化贸易剧增、非法猎
杀、非法交易、违法违规养殖、滥食野生动物陋习、检疫环节失察等导致了当前我国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的传染源
头和传播链错综复杂, 加剧了人类与野生动物所携带的病原接触、感染和传播的风险。极端气候或灾害事件频发
以及对新发再发传染病的认知不足导致难以从源头做好疫病防控。针对上述问题, 本文提出了从源头加强基础研
究和全链条监管来积极防范陆生野生动物疫病疫情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野生动物疫病; 兽类; 疫源疫病防控; 空缺分析; 基础研究; 全链条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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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 我国相继暴发了严重的急性呼吸道

(鼠类)、蝙蝠类和灵长类等及其媒介携带的病原生

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高

物直接或间接感染而引发(Nunn & Altizer, 2006;

致病性人禽流感、鼠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

Jones et al, 2008; Olival et al, 2012)。兽类的物种多

冠肺炎”, COVID-19)等与野生动物接触所引起的重

样、分布广、栖息环境多样。由于长期猎杀、不合

大传染病疫情。自2019年12月底以来, 新冠肺炎疫

理利用、栖息地破坏等人类活动的影响, 野生兽类

情已蔓延至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 已造成全球

已成为面临人类威胁最严重的野生动物类群之一,

8,708,008确诊病例, 死亡达461,715人(截至2020年6

而且多数大中型兽类物种面临分布区严重萎缩、种

月22日, https://covid19.who.int/), 形成了影响全球

群大幅减少甚至灭绝的风险(Dirzo et al, 2014)。由于

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巨大危机。在过去100多年里,

人类对许多兽类进行了养殖和多样化利用, 使其与

动物源疫病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数百次的暴发流

人类生产生活的关系极为密切, 接触也日益频繁。

行, 其中有71.8%来自野生动物携带的病原体, 对

啮齿动物(鼠类)、蝙蝠类和灵长类等野生兽类是病

人类和动物健康造成了重大威胁, 危及全球公共卫

毒、细菌和寄生虫等病原生物及其媒介的自然宿主

生安全、粮食安全和生物安全(Taylor et al, 2001;

或中间宿主, 常常“带病”, 但不发病(Nunn & Altizer,

e
c
n
病将对我国及全球公共健康安全、生物安全和野生
和野生动物的接触频次,
cie 显著增加了人类感染动物
S
动物管理等形成持续威胁和巨大挑战(Gebreyes et
源病原体并传播的风险,
从而可能造成人间疫病暴
y
t
i
s
al, 2014)。因此, 如何从源头上做好野生动物保护和
发流行的危机。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的暴发流行有其
er
v
i
管理工作, 从根本上采取积极防范措施来全力应对
重要的生物学基础和生态学规律,
因此非常有必要
d
o
i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所造成的公共健康安全危机,B 通过生态监测和相关基础研究从源头上掌握其发
性 生规律和致病机理, 从根本上遏制和防范这些疫病
将有助于全面提升国家生物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
样
能力。
的发生和暴发流行。
多
研究表明, 超过60%的人兽共患病由啮齿动物
结合我国重要陆生兽类疫源疫病发生的新情
物
生
©
Jones et al, 2008)。从近期新发和再发重大疫病暴发

2006; Olival et al, 2012)。长期以来, 全球化贸易的

流行情况来看,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动物源传染

增加和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 极大提高了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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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 epidemics, such as the COVID-2019 pandemic, SARS, and rodent plague, pose a major
threat to public health, food security, and ecosystem balance globally. These epidemics have all been caus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pathogens found in mammals or other animal vectors. Based on the status of recent
terrestrial wildlife epidemics in China,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regulatory and monitoring mechanisms for
24 important diseases occurring in wild mammals, captive breeding wild animals, and domesticated
mammals in China, and then identifies gaps in regulation and knowledge for these zoonotic diseases in
China. Due to the diversity of pathogens and their transmission routes, these zoonotic diseases have had
frequent outbreaks in recent decades, and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them has become one major challenge.
Currently, China’s important wildlife epidemics are monitored and controlled by different levels and
directives of multiple governmental agencies. The increasing global trade, poaching, illegal wildlife trade,
illegal wildlife captive breeding, consumption of wild animals, and lax quarantine processes have led to
complex chains of transmission, increasing risk of contact, infec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these diseases.
Additionally,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extreme climate events or natural disasters further complicate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se wildlife epidemics at their sources. Based on these problems in managing and
controlling new and recurrent epidemics in China, we propose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strengthen basic research and whole-chain supervision in order to actively prevent terrestrial wildlife
epidemics.
Key words: wildlife epidemics; mammal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pidemic focus and disease; gap analysis; basic research; whole-chain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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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和新特点, 本文重点总结了包括最近暴发流行的

造成了多次地区性或全球性暴发流行的重大人间

新冠肺炎在内的, 以陆生野生及非野生兽类(家畜

疫情, 为新发突发疫病的防控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为主)为重点的24种重要人兽共患病的监管情况,

鼠疫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三次世界大流

评估内容包括病原体、宿主动物及媒介、传播途径、

行, 分别在541年、1347年和1772年开始, 累计造成

人间疫情、家养动物疫情、野生动物疫情等(附录1)。

不少于1.35亿人死亡(Xu et al, 2019)。1894年, 鼠疫

同时, 我们对野生动物及相关疫病的多部门监管情

的病原——鼠疫耶尔森氏菌(Yersinia pestis)首次在

况进行了简要分析, 并对我国野生动物相关疫病的

中国香港被成功分离, 揭开了千年肆虐的烈性传染

监管空缺和认知空缺进行了分析。同时针对我国动

病的真凶。新中国成立以来, 鼠疫作为我国传染病

物源疫病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本文提出了从源

的一号病, 我国已形成相对成熟的检测方案和位于

头加强基础研究和监管来积极防范陆生野生动物

自然疫源地的监控网络, 在中国境内鼠疫的人间疫

疫病疫情暴发的有关对策和建议。

情逐渐被控制住(Sun et al, 2019)。鼠疫作为人兽共

1

病原及其感染传播方式多样, 人间和动物间疫

情呈现多发态势, 新发和再发疫情防控面临严峻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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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病的样板型疾病, 根据全国鼠疫检测方案, 逐渐
发展出来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体系内的
国家、省、地、县四级监测网络。针对鼠疫自然疫
源地“鼠‒蚤‒疫”系统的研究(Xu et al, 2015), 将全

从病原生物及其分布来看, 本文所涉及的24种

国鼠疫自然疫源地分为12型(方喜业等, 2011), 不同

重要陆生兽类疫源疫病包括病毒性传染病13种, 细

类型的疫源地针对当地主要宿主动物采用不同的

菌性传染病7种, 螺旋体和寄生虫相关疫病各2种

检测方案。实行首诊医生责任制, 严格执行疫情报

(附录1)。其中 , 犬瘟热(canine distemper)、小反刍兽

告制度, 确立了鼠疫诊断国家标准(GB15991-1995)。

疫(peste des petits ruminants)、非洲猪瘟(African

目前, 鼠疫在我国仍时有发生。例如, 2019年11月12

swine fever)、猪急性腹泻综合征(swine acute diarr-

日有两名内蒙古来京就诊患者被确诊为肺鼠疫, 导

hea syndrome)等4种疫病仅发生在野生动物和家养

致在非疫区出现输入性病例。将鼠疫防控前线前移

动物中, 其余20种疫病均可造成不同程度的人间疫

至对疫源动物的监控, 是我国鼠疫防控的成功经验,

情。此外, 中东呼吸综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当疫源动物种群内出现鼠疫阳性即进行分离检菌、

Syndrome, MERS)、埃博拉出血热(Ebola hemorr-

灭鼠灭蚤和疫源地控制, 从而有效地实现了人间鼠

hagic fever)、亨德拉病(Hendra virus disease)和非洲

疫疫情的控制。进行疫源地摸排和管理、控制人员

猪瘟等病毒性传染病为境外输入性疫病。从宿主及

进出疫源地, 有效地隔离了动物疫情向人间的传染

其媒介来看, 以啮齿动物为主的疫源疫病有5种,

和扩散。我国鼠疫的持续监测和防控策略为其他野

以蝙蝠为主的疫源疫病有7种, 以食草兽、家畜为主

生动物疫源疫病的防控提供了宝贵经验。此外, 我

的疫源疫病有4种, 其中蚤(鼠疫)、蜱(莱姆病)和螨

国对流行性出血热(宋干, 2000)、莱姆病(万康林,

(流行性出血热, hemorrhagic fever)为啮齿动物所传

1998)等啮齿类相关疫源疫病也进行了数十年的持

播疫病的重要媒介昆虫。

续监测和科学研究, 为这些疫源疫病的有效防控提

本文所涉及的重要陆生兽类疫病的主要感染

e
c
n
ie

供了科学依据和宝贵经验。

c
S
y
it
疫情。鼠疫、巴氏杆菌病(pasteurellosis)、结核病
菊头蝠中发现了SARS样冠状病毒,
基本确认了蝙
s
r
e
v
(tuberculosis)、炭疽病(anthrax)、流行性出血热(肾
蝠是SARS样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
其中中华菊头
i
d
综合征出血热)、SARS、MERS、口蹄疫(foot and io
蝠(Rhinolophus sinicus)为SARS病毒的源头(Li et al,
B
mouth disease)、狂犬病(rabies) 、COVID-19等疫病
2005; Ge et al, 2012; Lau et al, 2019)。目前, 我国科
性
为全球性分布。近20年来, SARS、COVID-19、
样MERS 学家已从蝙蝠中发现乙型脑炎病毒(Japanese encep多
和埃博拉出血热等蝙蝠源病毒性传染病通过呼吸
halitis virus)、基孔肯雅病毒(Chikungunya virus)、罗
物
道、飞沫和接触等多种方式造成人间感染和传播,
思河病毒(Roth River virus)、冠状病毒(coronavirus)、
生
©
和传播方式有与病兽或病人接触、呼吸道传播和消

自2003年SARS疫情发生以来, 经过十多年的

化道传播等多种方式, 易造成人间和动物间的重大

研究, 多个研究团队在我国及欧洲不同地区从多种

肖治术等: 以兽类为例探讨我国陆生野生动物疫病监管中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569

副粘病毒(paramyxovirus)、腺病毒(adenovirus)、丝

李才武等, 2016; Old et al, 2017; 程跃红等, 2018),

状病毒(filovirus)、星状病毒(astrovirus)、小RNA病

但以灵长类和食肉类等兽类为宿主的疫源疫病发

毒(small RNA virus)、腺相关病毒(adeno-associated

生较少, 可能在于人类与这些兽类的接触频繁度较

virus)、圆环病毒(circovirus)、呼肠孤病毒(reovirus)

低有关。疥螨病是由疥螨寄生于动物表皮层内导致

和 狂 犬 病 毒 (rabies virus) 等 多 种 病 毒 ( 张 海 林 等 ,

的一种传染性皮肤病, 呈世界性分布(Old et al,

1989, 2001, 2006; 李文东等, 2004; Ge et al, 2012)。

2017)。1997年岷山地区九寨沟自然保护区内中华鬣

除蝙蝠源病毒和啮齿动物传播的疫病之外, 本

羚(Capricornis milneedwardsii), 以及2015、2018年

文所涉及的其余病毒性疫病和细菌性疫病对我国

卧龙保护区内中华鬣羚和中华斑羚(Naemorhedus

畜禽养殖业和肉类市场均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griseus) 均 有因 感 染 疥螨病 导 致 死亡的 病 例 报 道

和损失。近年来, 以布鲁氏菌病(Brucellosis)、结核

(Old et al, 2017)。从2008年开始, 秦岭地区中华斑羚

病、魏氏梭菌病、非洲猪瘟为主的动物疫病对我国

大量死亡, 主要集中在冬春季节, 以2010‒2015年

养殖业和公共安全所造成了的影响尤为突出。如,

期间的死亡达到高峰期, 导致了此后中华斑羚种群

非洲猪瘟是由非洲猪瘟病毒感染家猪和各种野猪

数 量 急 剧 下 降 。 除 中 华 斑 羚 外 , 羚 牛 (Budorcas

(如非洲野猪、欧洲野猪等)而引起的一种急性、出

bedfordi)、中华鬣羚等动物的尸体表面也均具有明

血性、烈性传染病, 自2018年在我国出现首例疫情

显的脱毛结痂特征。通过对2017‒2018年死亡的10

以来, 非洲猪瘟已蔓延到我国多数省份的猪场, 对

份野生中华斑羚尸体样品分析, 证明疥螨是导致秦

我国养猪业和本土野猪的疫病防控带来了前所未

岭地区中华斑羚等有蹄类动物死亡的主要原因(吴

有 的 巨 大 损 失 和 威 胁 ( 聂 赟 彬 和 乔 娟 , 2019) 。

桥兴等, 2019)。目前中华斑羚因疥螨死亡的情况仍

2016‒2017年间, 猪急性腹泻综合征(SADS)使广东

在秦岭地区蔓延, 仍能在冬春季节见到数量不等的

清远和韶关的养猪场暴发了一系列致命猪病疫情,

中华斑羚尸体, 但尚没有有效的遏制方法。

超过2万头仔猪死亡, 其源头是猪场附近的中华菊

小反刍兽疫是由小反刍兽疫病毒引起的一种

头蝠所携带的猪急性腹泻综合征冠状病毒

感染山羊、绵羊和野生小反刍兽的烈性接触性传染

(SADS-CoV)(Zhou et al, 2018)。结核病是一种人兽

病(李秀英 等, 2016), 暴发疫病时 的发病率可 达

共患的慢性消耗性传染病, 可以感染包括人在内的

100%, 在严重暴发时死亡率可达100%。2007年, 小

不同种属的温血动物, 包括有蹄类、食肉类和啮齿

反刍兽疫首次传入我国西藏; 2013年在新疆再次发

等动物, 严重危害畜牧业发展和人类健康(王志梅

生; 2013年底至2014年初迅速扩散至全国大部分省

等, 2010; 李凡飞等, 2018; 程成等, 2019)。魏氏梭菌

份(王光明, 2019)。2018年, 青海高原地区发现小反

病 (Clostridieum welchii disease) 由 魏 氏 梭 菌 (Clo-

刍兽疫感染致死的野生岩羊(Pseudois nayaur) (应

stridieum welchii, 也称产气荚膜梭菌)引起, 而魏氏

兰等, 2019)。2015年, 小反刍兽疫已被农业部纳入

梭菌能产生多种外毒素。魏氏梭菌病于20世纪80年

政府强制免疫的重大动物疫病之一, 尤其在新疆、

代末期在豫东地区零星发生, 以犊牛发病为主;

西藏等边境地区的野生羚羊存在感染小反刍兽疫

1994年之后流行日趋严重, 患病畜种和数量增加,

的风险, 因此建议在我国边境地区建立缓冲带、免

奶牛、山羊、绵羊、猪、鸡、兔等发病增多, 甚至

疫带、监测带(张喜悦等, 2007)。口蹄疫是一种由口

e
c
n
蹄疫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
cie 宿主众多, 传播范围
S
梅花鹿(Cervus nippon)、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
非常广泛, 易感物种为狍、鹿、野猪等偶蹄类动物。
y
t
i
和牦牛(Bos grunniens)等动物也感染了魏氏梭菌(张
1997年在秦皇岛某单位从南非进口的观赏用羚羊
s
er
v
红英等, 2004; 张成林等, 2011; 王圆圆等, 2018)。
中检测出口蹄疫抗体阳性(陈京彩等,
1998), 警示我
i
d
从我国近期野生动物疫情发生来看, 以啮齿动 io
国须加强进口有蹄类动物检疫, 严防口蹄疫传播。
B
物(鼠疫、流行性出血热、莱姆病、钩端螺旋体病
犬瘟热是犬瘟热病毒(CDV)感染引起的一种急
性
Leptospirosis)、偶蹄类动物(如口蹄疫、小反刍兽疫、
样
性、热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近年来, 随着CDV
多
疥螨病)等常见野生兽类和大熊猫(犬瘟热)发生的
宿主范围的不断扩大, 犬瘟热已成为威胁大熊猫种
物
疫情较重(杨光友和杨学成, 生
1997; Loots et al, 2016;
群数量和生命安全的第一大传染病(Loots et al,
©
还有一些养殖的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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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目前 , 已经有多例由犬瘟热病毒感染而导致

家卫健委和国家质检总局等主管部门均设立了三

的繁育的大熊猫死亡(李金中等, 1999; 冯娜, 2017;

级或四级专门机构来负责对各类动物疫病进行监

赵鹏鹏等, 2017)。野外大熊猫感染犬瘟热可能主要

管, 并各有侧重, 分别从不同层面和范围对动物疫

是栖息地内散养的家犬造成的。金艺鹏等(2015)和

病的监测研究、检疫和防控等提出了严格规定和具

Jin等(2017)通过红外相机监测拍摄到了家犬与大熊

体要求, 为保障我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动物健康和

猫相遇的图片, 证实散养的家犬活动范围与野生大

食品药品安全等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和预

熊猫家域存在重叠, 并且从这些家犬上分离到的犬

警防控作用。

瘟热毒株与2014年大熊猫犬瘟热疫情毒株存在高
度同源性。
2

对于重要疫源疫病呈现多部门、多层监管的

局面
目前, 我国重要陆生兽类疫源疫病或重大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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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明确了甲类、
乙类和丙类等三类38种传染病(含最近暴发流行的
新冠肺炎), 《一、二、三类动物疫病病种名录》确
定了一、二、三类等149种动物疫病, 而《中华人民
共和国进境动物检疫疫病名录》根据动物疫病危害
程度分为一、二、三类共206种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突发传染性疫病的监管涉及国家林业与草原局(简

在上述法律法规和相关疫病名录基础上, 原国家林

称林草局, 主要负责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与防

业局实施的《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规范(试

控)、农业农村部(负责畜牧动物检疫和防治)、国家

行)》(2006年3月7日起实施)明确了鸟类和兽类相关

卫生和健康委员会(简称国家卫健委, 负责传染病

的重要疫源疫病, 其中兽类相关的疫源疫病重点是

监测与防治)和国家质检总局(负责进出境动物检疫)

灵长类、有蹄类、啮齿类、食肉类和翼手类等类群

等多个主管部门, 以及全国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

的相关细菌性和病毒性疫源疫病。之后正式发布的

行业主管部门发布的相关法律法规。此外, 野生动

《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技术规范》(2014年12

物及其相关产品、制品进入市场前后也受到国家市

月1日实施)规定应全面监测哺乳类、鸟类、爬行类

场监督管理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等主管部门及

和两栖类陆生野生动物; 重点监测疫病种类和疫源

其发布的相关法律法规的监管。

物种目录(补充目录)应根据陆生野生动物疫病的危

国家和相关主管部门发布的主要法律法规有

害程度、宿主范围、社会关注程度、在国内陆生野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04年12月1日

生动物种群的流行情况和对宿主陆生野生动物种

起实施, 2013年6月29日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动

群安全影响等确定。本文所涉及的24种重要人兽共

物防疫法》(1998年1月1日起实施, 2013年6月29日修

患病均为国家林业与草原局监管的重要野生动物

订)及《一、二、三类动物疫病病种名录》(中华人

疫源疫病, 属于农业农村部监管的有12种, 卫健委

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1125号, 2008年12月11日起

CDC监管的有11种, 以及国家质检总局监管的有11

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物检疫疫病名录》

种(附录1)。其中, 布鲁氏菌病、炭疽病、狂犬病和

(国家质检总局和农业部第2013号联合公告)、
《中华

钩端螺旋体病等4种疫病的监管涉及所有4个主管

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1989年3月1日起施行,

部门, 结核病、口蹄疫、犬瘟热、小反刍兽疫、非

2018年10月26日修订)、《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

洲猪瘟、猪链球菌病(swine streptococosis)、野兔热

e
c
n
ie

c
S
y
it
(2013年1月22日国家林业局令第31号, 2013年4月1
主管部门。根据我国和全球动物源疫情流行趋势与
s
r
ve 国家和各主管部门在实施过程中对
日起施行)。全国人大于2020年2月24日审议通过《关
控制情况变化,
i
d
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 io
动物源疫病监管的法律法规、名录以及监管内容均
B
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
, 指
有不同程度的调整、修订和更新, 如今年暴发的新
性
出须尽快制定国家生物安全法, 并对上述野生动物
样
冠肺炎即被列为相关部门的监管疫病。
多
和疫病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修订补充和完善。为了
从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制定颁布和具体实施
物
实施这些法律法规, 国家林草局、农业农村部、国
来看, 野生动物及相关疫病的管理呈现为多部门、
生
©
(2005年11月16日经国务院公布, 2017年10月7日修

(tularaemia)和弓形虫病(toxoplasmosis)等8种疫病的

订)、《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管理办法》

监管涉及3个主管部门, 其余疫病的监管均涉及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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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监管的局面。目前这种监管局面尽管有利于发

国野生动物养殖主体主要是公司和商户, 进行野生

挥各部门的职能优势, 但存在的弊端也很明显, 如:

动物养殖需要的场地兴建、种苗培育、工人培训和

(1)在非疫情期间, 部门间常常各自为政, 信息沟通

饲料采购等比饲养家禽家畜需要更多资金。动物养

和共享不足, 而重大疫病疫情发生常与多个部门相

殖的公司商户多采用家庭式、公司 + 农户等粗放

关联, 易造成监管空缺; (2)在发生重大突发疫情时,

式的管理, 未建立系统的养殖野生动物个体健康档

部门间尚未建立统一的协调机构和协作机制, 由于

案, 没有准确记录养殖动物的来源、谱系、健康状

责、权、利难以明确, 易造成疫情早期的混乱, 甚

况、疾病诊疗、去向信息、死亡原因、解剖记录及

至局面失控。

尸体处理情况等。因缺乏防疫知识且受利益驱动,

3 野生动物疫病防控面临的监管空缺和认知空缺
3.1

病原及其宿主动物的来源错综复杂, 存在监

管空缺

一些病死动物甚至作为食材非法流入市场, 带来极
大的公共卫生风险。多数野生动物养殖商户未建立
动物疫病疫情防控的相关制度, 更缺乏疫病疫情的
应急预案和情景式演练。因此, 监管部门应提供足

掌握传染源是了解和防控动物源疫病发生的

够的专业扶持资金和专业技术力量来加强养殖动

关键环节。通常, 病原生物的传播依赖于宿主动物

物的检疫防疫和相关专业培训, 指导公司商户做好

和相关媒介的分布和活动范围, 以及感染者(动物

动物疫病的防控。

或人)和宿主或相关媒介的接触。根据兽类分布、人

城镇化、人口流动、外来物种引入、森林破坏

类利用及相关疫病的发生特征, 当前我国兽类组成

等人为活动也极大地改变了野生动物的分布和行

极为复杂, 既包括野生兽类, 也包括诸多被人类利

为。由于存在放养、重新野化、放生、遗弃、流浪、

用的养殖、繁育并用于科学研究、药用、展示用的

养殖逃逸等各类情况, 当前我国城镇和农村各类人

非野生兽类。根据人类对动物繁殖和生活条件的控

居环境(城镇、居民区、社区)和半自然生境(如农林

制情况, 野生兽类应包括: 未经中长期人工选择的

交错区)均或多或少分布有非野生兽类个体和种群

动物类群, 在自然或人工环境中自由生存繁殖; 被

(注: 缺乏详细调查数据), 而这些非野生个体及其

捕捉养殖在人工环境中生活或在养殖条件下出生

相关疫病既缺乏严格检疫, 也缺少相关监测研究,

的个体; 直系血亲(世系前四代)仍有野外来源的人

极易造成监测空缺和管理错位, 因此存在较高的动

工繁育后代; 放生、逃逸或引入到自然环境中的人

物源疫病发生风险。

工繁育个体(曾岩等, 2020)。随着全球化贸易增加,

3.2

当前我国宿主动物的来源错综复杂, 造成了病原生

易失察

物的来源也极为复杂, 从而增加了人类与野生动物
及其病原接触和感染的风险(Li et al, 2020)。

交易链和传播链极为复杂多样, 检疫环节容
长期以来, 我国野生动物贸易极为频繁, 既涉

及活体交易、引种繁育和养殖等, 也涉及各类加工

野生动物的养殖和利用缺乏过程监管, 未建立

品和制品的大量交易。许多参与交易的野生动物及

可溯源可追踪的动物个体健康档案, 缺失疫病疫情

其产品来源不清楚, 既有野生个体, 也有养殖个

防控机制。目前我国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管虽在有

体。当前, 高度发达的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促进了

序推进, 但由于起步晚, 基础较弱, 监管中依然存

国内外野生动物交易, 交易环节和交易过程变得十

e
c
n
分复杂, 违规违法交易不断,
检疫环节容易失察,
cie 我国野生动物养殖业也在
S
必要的信息报送渠道, 导致疫情可能无法被及时发
监管十分困难。近年来,
y
t
i
现; 就人员配备而言, 部分基层部门存在人员不
不断扩大,
加上非法猎杀和黑市交易,
交易市场和
s
r
e
v
足、专业素质不匹配的问题。由于上述原因, 负责
场所也极为复杂,
运输、活体交易和餐饮等复杂的
i
d
野生动物人工养殖监管的部门不能及时掌握企业 io
交易链条造成了多样化的疫病传播链, 任何环节上
B
和商户的养殖、繁育、产品加工、市场贸易及疫病
的疏漏均可导致监管漏洞, 并出现极大的疫病危
性
疫情等信息, 部分野生动物养殖企业为了一时的经
样
机。此外, 我国野生动物及其疫病管理和防控涉及
多
济利益, 会将野外抓捕或非法贸易得来的野生动物
多个主管部门, 对野生动物疫病的检疫和管理存在
物
与已有养殖野生动物混合而进行“洗白”。此外,
我
较多短板, 规范性差, 加上长期食用野生动物的陋
生
©
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就机构设置而言, 目前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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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存在, 大大增加了动物源疫病的感染和传播风

(刘勇鹰等, 2008; 王茂波等, 2009; 高婷和苏宁,

险。2003年SARS疫情和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等的

2013)。但是 , 一些间接的疫病风险尚未得到足够重

暴发流行反复暴露了我国野生动物交易中缺乏严

视, 尤其是突发性极端气候及灾害事件导致的动物

格检疫监督和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

种群暴发与扩散, 进而增加病原从动物传至人类的

我国的野生动物养殖产业迄今未建立驯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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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 易导致疫病发生(Gubler et al, 2001; Chase &

育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 导致饲料加工、疾病防控、

Knight, 2003; Xu et al, 2015)。在一些极端气候事件

动物福利、产品生产及质量把控等诸多方面存在不

与灾害频发的地区, 仍需深入了解疫源动物的背景

可控性。我国针对家养畜禽的动物检疫标准主要由

并加强长期监测, 做好预警防控工作。

农业部门制定, 但对野生动物的检疫只能参考相近

3.4

畜禽的标准来执行, 而对竹鼠、麝等野生动物类群,

利于从源头防控

对新发突发传染性疫病缺乏足够的认知, 不

因缺乏可参考的检疫标准, 不能进行有效检疫。此

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重大疫情暴发流行, 尤其是

外, 野生动物疫源病的相关研究较为缺乏, 检疫实

未知疾病的发生(如SARS、新冠肺炎)给病因诊断与

验室、检疫实验设施及检疫技术人员的配备距离野

防控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人类认知对新发突发动物

生动物有效检疫尚有较大距离。因此, 无法进行对

源疫病存在明显的滞后性, 这一定程度上是受限于

野生动物的快速有效检疫, 甚至无法出具检疫合格

我们对宿主动物及其病原了解不足, 难以迅速有效

证明, 容易导致在野生动物养殖、繁育、运输、交

地查证疾病源头。一方面, 对已知病原的宿主动物

易及产品使用等过程中而引发重大疫情。

的种类、种群及分布了解不足, 未能掌握疾病的所

科学研究和医用的实验动物和动物模型也存

有传播途径与致病机制, 在重大突发疫病发生时容

在较高的传染源管控风险。很多病毒性传染病和细

易出现源头错查、漏查等问题; 另一方面, 对自然

菌性传染病极易造成实验动物和实验人员之间的

界动物所携带的未知病原缺乏全面了解, 使得新发

交叉感染, 带病的实验动物处置和疫苗研制过程中

疫病的源头查证空缺、错位。此外, 疫情早期通常

如存在监管不严和操作不当等问题, 极易造成实验

面临较为混乱的状况, 对感染现场、病原宿主和媒

室病原外漏和感染。冠状病毒存在人兽共患的风险,

介以及交易链条等重要环节很难及时查验, 造成关

实验人员与研究对象之间容易发生病毒交叉感染,

键人证、物证等缺失, 从而失去疫病溯源的关键时

已有报道发现冠状病毒在灵长类动物中的传播案

间关口和关键线索, 导致疫病溯源受阻。以上问题

例: 黑猩猩(如coronavirus OC43, Patrono et al, 2018)

的存在极大降低了重大疫情的预警评估能力, 不利

和猕猴(如SARS-CoV-2, Shan et al, 2020)。2019年底

于从源头防控。

兰州布鲁氏菌病的感染事件(http://www.chinacdc.cn/

病原体在跨物种传播过程中的变异和传染性

jkzt/crb/zl/blsjb), 是由于布鲁氏菌疫苗制备时废气

也难以监管。随着接触和感染风险增加, 一些病原

消毒不彻底导致, 也凸显了企业单位监管不严导致

体如冠状病毒在跨物种传播过程中, 因对中间宿主

的病原外漏等已成为疫病发生与传播的途径之一。

(易感动物)、人群或媒介的适应而发生变异, 导致其

3.3

突发性极端气候及灾害事件频发, 重大疫病

监管和风险预警能力建设重视不够

毒性和感染能力增强(Peeters, 2004; Rouguet

e
c
n
ie

et al,

2005; Auewarakul et al, 2008; Perovic et al, 2013;

c
S
y
it
身很难预知, 但事件发生期间与之后应该有相应的
s
r
4 从源头防控新发再发动物源疫病的相关对策与
e
v
相关宿主动物与疫病防控。我国在地震、洪水灾后
i
d
建议
的疫病监测具有一定的基础与经验。例如, 地震、 io
B
从上文可知, 在全球或区域暴发流行的新发和
洪灾后的水和食物易受到污染, 卫生条件恶化与相
性
再发传染性疫病多来自以兽类为主的野生动物。针
关设施不足可能引发水源性和食源性传染病暴发
样
多
对上述问题, 本文提出了从源头加强基础研究和监
(感染性腹泻、伤寒、痢疾等), 因此一般灾后会开展
物
管以掌握其发生规律和致病机理, 从而有效遏制和
风险评估并积极应对与管理,
降低灾后疫情风险
生
©
突发性极端气候及灾害事件发生后可能存在

重大疫病发生与流行风险。突发气候与灾害事件本

Riou & Althaus, 2020), 从而可能造成新发突发性人
间传染病疫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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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这些疫病的相关对策和建议。

快速发展。红外相机技术是通过自动触发相机来收

(1)从源头加强基础研究, 重视“全链条”的持续科学

集动物图像信息在野外研究中作为动物出现的证

研究

据, 已成为陆生大中型动物监测与研究的重要工具
病原生物及其宿主动物、媒介并非独立存在,

(肖治术等, 2014)。对于小型兽类, 笼捕和铗捕仍是

而是与其他动植物、微生物存在复杂关系。野生动

啮齿动物的常规监测手段, 网捕为蝙蝠等翼手类动

物的病原生物监测、检疫和相关研究需要横跨宏微

物的常规监测手段。目前, DNA条形码技术也逐渐

观生命科学和预防医学研究领域, 既需要具备动物

成为小型兽类物种识别和监测的重要手段。

生态学专业知识、具有丰富野外工作经验的人员采

(2)从源头全面排查疫病的监管空缺, 重视对疫病风

集动物样本, 然后带回实验室进行病原学检验, 也

险评估和预警防控体系建设

需要其他学科交叉的团队成员, 还需要具备广泛覆

加强对重点疫区、重点宿主类群(如蝙蝠类、啮

盖性的可操作传染性病原的实验室或强毒室。这就

齿类)等重大疫源疫病的持续监测和科学研究, 并

需要在监管和防控体系上建立衔接野生动物监管

从源头全面排查相关动物源疫病。针对极端气候事

和病原检测的协同机制和机构。此外, 我国野生动

件、地质灾害, 灾后及时组织重要动物类群的考察,

物疫源疫病监测和防控工作需要重视相关基础专

制定防控措施以遏制重要宿主种群暴发与迁移, 阻

业人才的培养和队伍建设, 如我国从事蝙蝠分类和

断其传播途径; 在气候、地质灾害频发地区, 应开

野外研究的科研人员严重不足。有关野生动物疫源

展长期监测工作, 获取背景资料, 甄别宿主与媒介

疫病的基础研究和防控涉及生态学、分类学、生物

动物种群变化的临界点与预警信号, 实现疫情风险

学、流行病学、信息科学等诸多基础学科和研究团

的早期预警。

队的能力建设。从源头防控动物源疫病的关键在于

实验室生物安全问题应当明确监管、增加投

通过监测和基础研究来深入了解病原生物与其宿

入、定期对人员开展培训。现有的CDC疾控疫情网

主、媒介、环境之间的关系, 从源头深刻揭示疫病

缺少了对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的监管, 而在野生动物

的发生规律、致病机理和跨物种感染传播机制, 明

疫源疫病监管领域则缺少P3等高规格的病原实验

确病原‒动物(宿主及媒介)‒人的食物链与传播链网

室, 造成动物生态学和病原学的结合不够。这些需

络, 确定疫病发生与传播的关键防控环节, 实现多

要不同部门和学科之间的交叉协作, 但现在行业分

方法、多途径的全链条监测研究与防控网络。

割、消息封闭, 从而可能导致重大疫情防控不力的

监测研究为疫病防控提供了基本原理和技术

严重后果。开展疾病传播调查和传播途径的研究,

方法。野生动物疫病研究的薄弱点在于学科缺乏交

再结合公众健康教育, 才能制定出有效的预防人类

叉, 特别是生态学调查和病原检测技术相分离, 也

新发传染病暴发的措施。此外, 还需要建立全面的

特别需要重视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近年来, 分子

监控体系, 特别是对动物尸体的监控, 及时发现传

病原检测技术、高通量测序技术、红外相机技术等

染病暴发的热点地区, 向政府发出预警信号。

非入侵性、智能化、自动化技术方法的运用, 对病

(3)针对多样化的传染源头, 完善交易链管控, 减少

原生物及其宿主动物的调查研究可以突破时间、环

与人类接触的机会

e
c
n
样, 如野生动物繁育保种、特种动物(含宠物)养殖、
cie
S
进行病原生物及其宿主、媒介调查监测的基础。由
畜牧业养殖、动物园野生动物引种和繁育,
以及实
y
t
于病原生物个体极小、生活史复杂和分布极广等特
验动物饲养管理等。此外,
由于遗弃、放生、逃逸
si
r
e
v 许多饲养的兽类有更多机会进入人居环境
征, 对这些病原生物的野外监测研究常常面临诸多
等原因,
i
d
困难。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 核酸、基因组 io
和自然栖息地, 有的甚至成为入侵种, 对我国原生
B
测序、抗原抗体等分子检测技术已广泛用于病原生
的土著物种造成极大威胁。除了以牛、羊、猪为主
性
物的检测和疫病防控中, 如核酸检测和咽拭子已成
样
的传统畜牧业外, 我国非野生兽类等经济动物的规
多
为病原微生物的常规检测手段, 使得大规模对病原
模化养殖单位在逐年增多, 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但
物
生物进行检测成为可能, 分子流行病学领域得到了
这些畜群及其产品流通市场的发展也给疫病流行
生
©
境等因素的限制, 可获取高频率、高精度的科学数

据。人类需要不断认知病原, 而可靠的物种鉴定是

我国养殖动物的来源和利用方式极为复杂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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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了有利条件。

现网络化管理, 确保信息的快速报送和反馈。在偶

疫情发生后, 对于新发疫病的病原溯源、宿主

蹄目动物的进口交易中, 对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

查证应科学谨慎, 避免盲目猜测、一棒子打死等不

疫病需加强海关检疫, 防止境外输入(陈京彩等,

计后果、不负责任的防控措施, 建立纠错机制, 综

1998; 张喜悦等, 2007)。

合考虑疫情风险、动物福利、经济社会效应等因素

(5)加强国家和地方疫病防控和生物安全相关的立

来制定野生动物管理对策。重视野生动物栖息地保

法工作, 为国家主管部门及行业部门之间的联防联

护, 将野生动物保持在其自然生境中, 建立从动物

控提供机制保障, 做到有法可依、有据可查、依法

到人类聚集地的迁移缓冲区, 加强监测调查, 防止

监督、严格执法

野生动物宿主从其自然生境向人类聚集地迁移, 应
成为降低动物源疫病发生与传播的基本对策。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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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 国家和地方在我国重大野生动物疫
源疫病或重大新发突发传染性疫病监管方面的法

此外, 全球贸易增加, 需加大野生动物活体交

律法规仍有待完善和进一步修订。特别是近期全国

易的检疫, 特别加强输入性疫病的检疫和防控。针

人大《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

对复杂的交易链条, 采取严格的交易审批登记制度,

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

严格检疫, 严防动物逃逸。

决定》, 须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 尽快修订和发

(4)完善动物养殖产业行业标准与国家标准, 建立完

布《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和《驯养繁殖技

备有效的动物检疫体系

术成熟的野生动物名录》等, 加强《中华人民共和

SARS疫情和最近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流行

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 尽早发布国家和地方

对以野生动物为主的特种动物养殖业产生了巨大

生物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 做到有法可依、有据可

影响, 特别是2020年2月全国人大立法拟全面取缔

查、依法监督、严格执法, 让基层执法者更易操作

和管制野生动物养殖, 严禁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和猎

和执行。

杀野生动物, 并倡导革除食用野生动物陋习并善待

基于国家和地方疫病防控和生物安全保障, 应

野生动物。建议尽快开展对野生动物养殖产业的专

整合国家各部门的资源和人才队伍, 全面建设跨部

项调查, 准确掌握动物来源、养殖种群构成、繁殖

门和跨区域的生物安全保障协调机构和野生动物

参数、经营和贸易等信息, 建立物种系谱、繁育档

及疫病综合监测平台, 建立和完善生物安全和疫病

案和个体数据, 并给予养殖企业技术指导; 评估养

防控大数据资源共享服务机制, 建立和健全跨部

殖企业的疫病疫情暴发风险和防控措施, 对其可持

门、跨区域的预防预警和联防联控机制, 确保在重

续养殖经营、疫情防控和关停并转等提供建议。

大疫情暴发情况下能够做出快速有效的积极防控。

构建有效的动物养殖检疫体系是预警防控所

鉴于上述情况, 为了减少野生动物主要疫病的

必需的。主管野生动物养殖的农、林及畜牧等行业

流行病学调查和风险评估分析中存在的不足, 应对

部门须针对每个养殖动物物种建立明确的检疫标

我国野生动物疫病相关的病原生物及其宿主、媒介

准及技术人员资格要求, 严格进行野生动物检疫;

从源头加强监测调查, 重视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相关

对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进行定点加工, 禁止活体野

科学资料积累, 确保科学数据可查、可用。重视基

生动物进入市场; 鼓励野生动物养殖企业与大专院

础数据收集与共享, 推动动物宿主‒媒介‒病原数据

e
c
n
库、过往疫情发生时空追溯数据库、新发疫情的实
cie
S
究, 加强实验室建设及检疫技术人员的能力培训,
时数据库等三大数据库的建设。对于非涉密数据实
ity
提高检疫的有效性, 杜绝疫病疫情风险。野生动物
现共享, r降低数据获取门槛,
以便更多科学家参与
s
e
v
养殖企业须构建动物来源管理、谱系管理、个体档
疫病预警与防控研究。从国家安全治理体系来看,
i
d
案管理及饲养员安全培训管理等一系列制度, 建立 io
我国对威胁国家生物安全的重大疫病隐患需要加
B
和完善动物个体的健康档案; 构建区域性、行业性
强多部门协同合作, 建立对国内防疫病扩散, 对外
性
的疫病疫情防控预案, 并进行情景式的疫病疫情演
样
防疫病输入的联防联动机制。
多
练。各级主管部门应构架区域性的动物疫病疫情监
总之, 我国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相关的研究基础
物
控制度和应急预案, 层次间的疫病疫情监控信息实
较为薄弱, 起步晚、底子薄, 专业队伍培养不足, 应
生
©
校和科研单位合作, 启动养殖野生动物的病原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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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突发重大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的能力亟待全面建
设和提高。针对目前新发传染病防控难题和面临的
挑战, 以促进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环境健康协调
发展的共同健康理念(One Health)应运而生, 需重
视跨学科、跨部门、跨地区的协同合作, 做好疫病
预防预警(Asokan et al, 2011)。面对新发重大疫病防
控, 需要将防控关口提前, 实施“主动出击、全面出
击” (Gao, 2018), 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
治理体系建设, 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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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中国以陆生野生及非野生兽类(家畜为主)为重点的24种重要陆生兽类相关疫病的监管情况
Appendix 1 Summary of the regulatory and monitoring patterns among 24 important epidemics occurred in wild mammals and
non-wild mammals in China
http://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fileup/PDF/2020124-1.xlsx

e
c
n
cie

样性

©

多
物
生

B

v
i
d
io

e

S
y
t
rs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