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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日期 2005-11-14 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处置技术规范 为进一

步加强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控工作，规范疫情处置措施，根据

我国有关规定，按照“早、快、严”原则，特制定本规范。 

一、“早、快、严”的定义 “早”，是指加强高致病性禽流

感疫情监测，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报告、早确认”，

确保禽流感疫情的早期预警预报。 “快”，是指健全应急反

应机制，快速行动、及时处理，确保突发疫情处置的应急管

理。 “严”，是指规范疫情处置，做到坚决果断，全面彻底

，严格处置，确保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确保疫情损失减到

最小。 二、“早”的技术规范 （一）早发现 国家动物疫情测

报中心、各省级疫情测报中心、各动物疫情测报站和边境动

物疫情监测站，对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进行监测和流行病学

调查，作出疫情预测预报，及时发现突发疫情及隐患。重点

地区的监测包括边境地区、发生过疫情的地区、养殖密集区

、候鸟活动密集区等。每次组织监测结束，14天内提出汇总

、分析和评估动物疫情报告，预测疫情流行态势，并根据疫

情分析结果，完善相应防控对策和措施。同时，及时向社会

发布禽流感疫情预警信息。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禽类发病急

、传播迅速、死亡率高等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及其隐患，应

当24小时内向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告。 （二）早诊断 各

有关实验室要熟练掌握疫情监测和诊断技术，规范程序，切

实提高快速诊断能力，确保及时、准确和规范。 1、试验方



法 ①血凝抑制试验（HI） ②琼脂凝胶免疫扩散试验（AGID

） ③反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RT-PCR） ④病毒分离与鉴定 2

、诊断指标 （1）临床诊断指标 ①急性发病死亡 ②脚鳞出血 

③鸡冠出血或发绀、头部水肿 ④肌肉和其他组织器官广泛性

严重出血 ⑤明显的神经症状（适于水禽） （2）血清学诊断

指标（非免疫禽） (H5或H7亚型的血凝抑制(HI)效价大于4lg2

以上 (琼脂凝胶免疫扩散试验（AGID）阳性(本法不适于水

禽) （3）病原学诊断指标 ①H5或H7亚型病毒分离阳性 ②H5

或H7亚型特异性分子生物学诊断阳性 ③任何亚型病毒静脉内

接种致病指数（IVPI）大于1.2 3、结果判定 （1）临床怀疑为

高致病性禽流感 符合临床诊断指标①，且有临床诊断指标②

、③、④、⑤之一的。 （2）高致病性禽流感疑似病例 符合

临床怀疑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指标，且非免疫禽检测结果符

合血清学诊断指标①或②,或符合病原学诊断指标①的。 （3

）确诊高致病性禽流感 符合高致病性禽流感疑似病例指标，

且至少符合病原学诊断指标之一的。 （三） 早报告 各地动物

防疫监督机构在接到疫情报告或了解可疑疫情情况后，应立

即派员到现场进行初步调查核实的同时，向当地兽医行政管

理部门报告。怀疑是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的，应在2小时内将

情况逐级报到省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经确认为高致病性禽

流感疑似病例后，应立即上报同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兽医行

政管理部门。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疫情确认后，

在采取应急措施的同时，向国务院报告。 对各地群众举报和

各种渠道反映的疫情信息，48小时内必须进行核查，确保不

漏掉任何可疑情况。 （四）早确认 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按以

下时限和程序认定： 1、各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接到可疑疫



情报告后，应当立即派出2名以上具备兽医相关资格人员赶赴

现场进行临床诊断，必要时可请省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派人

协助诊断，提出初步诊断意见。 2、对怀疑为高致病性禽流

感疫情的，应当及时采集病料送省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实验

室检测，对未免疫禽群应用AGID和HI进行血清学检测

（AGID不适于水禽），对免疫禽群应用RT-PCR进行病原学

检测，结果为阳性的，可确认为高致病性禽流感疑似病例。

3、对高致病性禽流感疑似病例，以及省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

不能确诊的，在采取严格隔离封锁措施的同时，按规定将病

料样立即送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或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

门指定实验室病原学检测，进行最终确诊。 4、国家禽流感

参考实验室或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指定实验室的确诊结

果，要在2小时内报告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并抄送省级

兽医行政管理部门。 5、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最终

确诊结果，确认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并及时予以公布。 三

、“快”的技术规范 （一）疑似疫情的应急处置 1、样品的

采集、保存及运输 按照国家规定时限、程序和内容，采集、

保存和运输样品，送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或国务院兽医行

政管理部门指定实验室检测诊断。 2、疑似疫情处置的生物

安全措施 对判定为疑似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的，按规定及时

上报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同时，对疑似疫情疫点立即

采取严格的隔离封锁、扑杀和消毒措施；严禁疑似疫情疫点

内其他动物及其产品的移动；严格限制有关人员，以及车辆

、饲料、禽蛋托盘、饮水与喂料器皿、排泄物等一切可能污

染物品的流动；对疑似疫情疫点进行全面彻底消毒；对当地

活禽及其产品交易市场加强监管，防止疫情扩散蔓延。 立即



组织对当地家禽和猪场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尽快确诊疫情，

及时分析疫源和可能扩散、流行的情况。对仍可能存在的传

染源，以及在最长疫情潜伏期21天和发病期间售出的禽类及

其产品、可疑污染物(包括粪便、垫料、饲料)等进行追踪调

查。 （二）确诊疫情的应急处置 1、疫情确诊后，立即按国

家应急预案进行紧急处置，所在地县级以上兽医行政管理部

门在2小时内，划定疫点、疫区和受威胁区，报请本级人民政

府对疫区实行封锁，人民政府接到报告后，应立即做出决定

。对决定实行封锁的，发布封锁令，内容包括封锁的起始时

间、封锁范围和对疫区管理等，并要求各项封锁措施在12小

时实施到位。 2、疫区内所有禽类及其产品按规定处理后，

经过21天以上，未发现新的病例，经省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

按照国家规定标准，及时对疫点、疫区和受威胁区组织验收

合格后，由当地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向原发布封锁令的人民政

府申请解除封锁。 3、疫区封锁解除时，省级兽医行政管理

部门应报告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

部门在接到疫区封锁解除的报告后，应及时向社会发布疫区

封锁解除消息。 （三）实行联防联控 农业应与卫生、质检、

工商、林业、科技、财政等部门之间密切协调，建立和完善

长效防控合作机制，联防联控。流通环节要严厉查处逃避检

疫，以及运输、加工、贩卖病死禽只及其产品的违法行为。

严禁捕捉野鸟，减少野生候鸟与家禽和人的接触，降低禽流

感病毒向人传播的风险。加强禽流感防控科技投入，联合开

展科技攻关。继续完善合作机制，交流动物疫情信息和监测

结论等技术资料、数据，资源共享，提高突发疫情应对能力

。 四、“严”的技术规范 “严”，是指规范疫情处置，做到



坚决果断，全面彻底，措施严格，确保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

，确保疫情损失减到最小。 （一）样品采集、保存及运输 1

、样品采集要求 （1）病料样品 至少从5只病禽和病死禽中采

集病料样品（发病群不足5只则全部采样）。样品应包括：泄

殖腔（新鲜粪尿样）棉拭子和气管棉拭子（置于缓冲液中）

；气管和肺的混样；肠管及内容物的混样；肝、脾、肾和脑

等其它组织样品（不能混样）。 组织样品、气管棉拭子单独

放入容器，容器中盛放含有抗生素的pH值为7.0-7.4的 PBS液

。抗生素的选择应视当地情况而定，组织和气管拭子悬液中

加入青霉素（2000IU/mL）和链霉素（2mg/mL），或庆大霉

素（50μg/mL）。肠管及内容物、粪便样品和泄殖腔棉拭子

所用的抗生素浓度应提高5倍（加入抗生素后PBS液的pH值应

调至7.0-7.4）。 （2）血样 分别采集至少10个病禽的（急性发

病期血清，如发病群不足10只则全部采样），并要求单独存

放，不能混合。 （3）采集样品时，应采集双份作备份。 2、

样品保存要求 样品应密封于防渗漏的容器中保存，如塑料袋

或瓶。样品若能在24小时内送到实验室，可冷藏运输；否则

，应冷冻后运输。暂时不用或备份样品应冷冻（最好-70℃或

以下）保存。 3、样品运输要求 （1）内包装要求：不（渗）

透水的主容器；不（渗）透水的辅助包装；必须在主容器和

辅助包装之间填充吸附材料。吸附材料必须充足，能够吸收

主容器内所有的液体。多个主容器装入一个辅助包装时，必

须将它们分别包裹。 （2）外包装要求：强度应充分满足对

于其容器、重量及预期使用方式的要求。 （3）禽流感病料

包装要求：冻干物资主容器必须是火焰封口的玻璃安瓿或是

用金属封口的胶塞玻璃瓶；液体或固体物质，如在环境温度



或较高温度下运输，只可用玻璃、金属或塑料容器作为主容

器。必须采用可靠的防漏封口，如热封、带缘的塞子或金属

卷边封口。如果使用旋盖，必须用胶带加固；如在制冷或冷

冻条件下运输，冰、干冰或其他冷冻剂必须放在辅助包装周

围，按规定放在由一个或多个完整包装件组成的合成包装中

。内部要有支撑物，当冰或干冰消耗后，仍可把辅助包装固

定在原位置上。如果使用冰，包装必须不（渗）透水。如果

使用干冰，外包装必须能保持良好的性能；在冷冻剂消耗后

，应仍能承受航空运输中的温度和压力。 用于禽流感病料的

主容器或辅助包装，在-40℃至 55℃的温度范围内必须承受不

低于95Kpa的内部压差而无渗漏。 （二） 疫点、疫区和受威

胁区处理 1、封锁令的发布 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报请本级人民

政府对疫区实行封锁，人民政府在接到报告后，应立即做出

决定。决定实行封锁的，发布封锁令。 2、封锁的实施 当地

人民政府组织对疫区实施封锁，对受威胁区采取相应措施。 

（1）疫点，扑杀疫点内所有禽类，并按国家规定对病死禽、

被扑杀禽及禽类产品作无害化处理；对禽类排泄物、被污染

的饲料、垫料、污水等进行了无害化处理；被污染的物品、

交通工具、用具、禽舍、场地等进行了严格清洗消毒；在疫

点出入口设立消毒哨卡，24小时值班，禁止人、畜禽、车辆

进出和禽类产品及其它可能污染物品移出。在特殊情况下需

要进出时，须经当地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并经过严格消

毒后进出。 （2）疫区，扑杀疫区内所有禽类；在疫区周围

设置明显警示标志；在出入疫区的交通路口设置临时动物检

疫消毒站24小时值班（每班不少于2人，其中至少1名动物防

疫技术人员），对出入的人员、车辆和有关物品进行消毒。



必要时，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可设立临时监督检查站，执

行对禽类的监督检查任务；关闭禽类及其产品交易市场，禁

止易感活禽类进出和易感染禽类产品和其他可疑污染物运出

；家畜全部圈养。 （3）受威胁区：对受威胁区内所有易感

家禽采用国家批准使用的疫苗进行紧急强制免疫，并进行免

疫效果监测；对禽类实行疫情监测，掌握疫情动态。 关闭疫

点周围13公里范围的所有禽类及其产品交易市场。 3、解除封

锁的审查要求 （1）总体要求：疫情发生后，按要求划分了

疫点、疫区和受威胁区，并按规定进行严格的处理后，经

过21天以上监测未发现新的传染源，且关闭疫点周围13公里

范围内禽类及其产品交易市场，且记录完整、规范，档案齐

全。解除封锁前，省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对疫点、疫区和受

威胁区组织的检查评估合格。 （2）疫点、疫区和受威胁区

的要求 疫点，全部禽类按要求及时予以扑杀；病死禽、被扑

杀禽及禽类产品，以及禽类排泄物、被污染的饲料、垫料、

污水等进行了无害化处理；被污染的物品、交通工具、用具

、禽舍、场地等进行了严格清洗消毒；对潜伏期和发病期间

售出、流出疫区的禽类及其产品、可疑污染物（包括粪便、

垫料、饲料）等进行了追踪调查并进行了无害化处理，确保

这些物品没有引起疫情扩散。 疫区，设置了警示标志、动物

检疫消毒站或临时监督检查站，消毒措施符合要求；对疫区

内所有禽类及其产品按规定处理后，经过21天以上，未发现

新的病例。同时按要求实施了封锁措施，未发现易感禽及其

产品进出；禽类排泄物、被污染的饲料、垫料、污水等进行

了无害化处理；被污染的交通工具、用具、禽舍、场地等场

所和物品进行了彻底的清洗消毒。 受威胁区，所有易感禽类



采用国家批准使用的疫苗进行紧急免疫；紧急免疫14天后，

随机采集血清样品抽检，应用HI试验进行抗体水平监测，每

批禽群或每栋（舍）30份样，抗体效价大于4lg2为合格；经免

疫效果监测不合格的，必须加强免疫1次。经监测，未发现高

致病性禽流感疫源。 （3）验收程序：每位验收人员必须按

照由外围到疫点顺序组织验收，并做好自身防护。同时，要

求解除疫区封锁后，当地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要继续加强疫情

监测；开放疫点周围13公里范围内的活禽市场；疫区在解除

封锁后，该区域养禽场必须空舍6个月以上，并经检测合格的

，方可重新饲养禽类。 4、扑杀 在高致病性禽流感发生后，

疫区内所有家禽必须全部扑杀，并作无害化处理。在充分考

虑动物福利的前提下，采取以下方法进行扑杀。 （1）窒息 

先将待扑杀禽只装入袋中，置入密封车或其它密封容器，通

入二氧化碳窒息致死；或将禽装入密封袋中，通入二氧化碳

窒息致死。 （2）扭颈 一只手握住头部，另一只手握住体部

，朝相反方向扭转拉伸。 （3）其他 可根据本地情况，采用

其它能避免病原扩散的致死方法。 5、无害化处理 无害化处

理可以选择深埋、焚化、焚烧等方法，饲料、粪便也可以发

酵处理。在处理过程中，应防止病原扩散，涉及运输、装卸

等环节要避免洒漏，对运输装卸工具要彻底消毒。 （1）深

埋 深埋点应远离居民区、水源和交通要道，避开公众视野，

清楚标示.坑的覆盖土层厚度应大于1.5米，坑底铺垫生石灰，

覆盖土以前再撒一层生石灰。坑的位置和类型应有利于防洪

。禽鸟尸体置于坑中后，浇油焚烧，然后用土覆盖，与周围

持平。填土不要太实，以免尸腐产气造成气泡冒出和液体渗

漏。饲料、污染物以及禽蛋等置于坑中，喷洒消毒剂后掩埋



。 （2）焚烧焚化 根据疫情所在地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到环

境保护原则下，采用浇油焚烧或焚尸炉焚化等焚烧方法进行

。 （3）发酵 饲料、粪便、垫料等可在指定地点堆积，20℃

以上环境条件下密封发酵至少42天。 6、消毒 （1）消毒次数 

疫区封锁期间,发生疫情养禽场疫情处置后，第一周每天消毒

一次，以后每周消毒一次；解除封锁前必须对疫点和其他重

点场所进行一次终末消毒。 （2）养禽场清洗和消毒 首先清

理污物、粪便、饲料、垫料等；对地面和各种用具等彻底冲

洗，并用水洗刷禽舍等，对所产生的污水进行无害化处理；

养禽场的金属设施设备的消毒，可采取火焰、薰蒸等方式消

毒；蛋品及饲料（库存）熏蒸消毒；养禽场圈舍、场地等,可

采用消毒液喷洒的方式消毒；养禽场的饲料、垫料等作深埋

、发酵或焚烧处理；粪便等污物作深埋、堆积密封发酵或焚

烧处理；疫点内办公区、饲养人员的宿舍、公共食堂、道路

等场所，要喷洒消毒；污水沟可投放生石灰或漂白粉。 （3

）交通工具清洗消毒 对出入疫点、疫区的交通要道设立临时

性消毒点，对出入人员、运输工具及有关物品进行消毒；对

疫区内所有可能被污染的运载工具应严格消毒，车辆的外面

、内部及所有角落和缝隙都要用清水冲洗，再用消毒剂消毒

，不留死角。同时，车辆上的物品也要做好消毒，从车辆上

清理下来的垃圾、粪便及污水污物必须作无害化处理。 （4

）家禽市场和笼具清洗消毒 用消毒剂喷洒家禽市场和笼具；

饲料和粪便等要深埋、发酵或焚烧；刮擦和清洗笼具等所有

物品，并彻底消毒，产生的污水作无害化处理。 （5）屠宰

加工、贮藏等场所清洗消毒 发生疫情屠宰场（厂）以及检出

染疫禽类产品屠宰加工、贮藏等场所应按要求进行消毒。对



待宰禽舍、笼具、过道和舍外区域要清洗，并用消毒剂喷洒

；所有设备、桌子、冰箱、地板、墙壁等要冲洗干净，用消

毒剂喷洒消毒；所用衣物用消毒剂浸泡后清洗干净，其他物

品都要用适当方式消毒，产生的污水作无害化处理。 （6）

与病禽直接接触人员所用物品的消毒 疫情发生期间，养禽场

（户）饲养人员以及其它与病禽直接接触人员所用衣物等物

品，用有效消毒剂浸泡15分钟，或开水煮沸5分钟以上。 7、

人员防护 （1）适当防护措施 在疫情处置时，直接接触禽鸟

的处理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必须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包

括穿戴或佩戴防护服、橡胶手套、医用防护口罩、医用护目

镜和可消毒的胶靴等。赴疫点调查采访人员的防护参照执行

。 （2）洗手和消毒 每次操作完毕后，用消毒液洗手。废弃

物要装入塑料袋内，置于指定地点并进行无害化处理。 （3

）健康监测 所有暴露于感染禽鸟和可疑禽场的人员均属高危

人群，应接受当地卫生部门监测和医学观察；出现呼吸道感

染症状的扑杀人员和禽场工人应尽快接受卫生部门检查,上述

人员的密切接触者也应接受医学观察；免疫功能低下、儿童

、老年人和有慢性心脏和肺脏疾病的人员要避免与禽类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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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