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８ 年第 ３５ 卷第 １ 期

基于案例的国内动物疫病
风险评估技术发展现状研究
李

1

2

鹏 ，刘志伟 ，王

1

1

1

栋 ，孙晓东 ，贾智宁 ，刘

（1.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山东青岛

3

倩 ，郑增忍
266032 ；

2. 内蒙古自治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内蒙古呼和浩特
3. 青岛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山东青岛
摘

1

010010 ；

266071）

要 ：为了解我国动物疫病风险评估研究进展，本研究对我国 2006—2016 年间发表的动物疫病风险评估模型

相关文献进行分析。采用文献回顾的方式，就动物疫病风险评估模型的构建目标、构建方法、评估对象、模型
结构及实际应用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我国动物疫病风险评估模型研究与国际基本同步，但也存在理论体系研
究薄弱、理论联系实际不足等问题。同时，提出了完善理论体系建设、推广模型应用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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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ecognize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animal disease risk assessment in China，the relevant literatu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risk assessment model of animal epidemic disease published in China during 2006 to 2016 was
analyzed. By method of literature review，the objectives，methods，evaluation objects，evaluation model structures
and application were introduc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study on risk assessment model of animal epidemic
disease in China was basically synchronous with that of the international，but there were a few insufﬁciencies at same
time，such as lack of systematic theoretical researches，practical application，and so on. Suggestions of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oretical system and applying models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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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学者不断将国际动物疫病风险

本研究对近年来发表的动物卫生风险评估模型构建

评估模型与国内动物疫病现状相结合，逐步探索构

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分析和汇总，分析该项研究工

建符合我国动物疫病流行特点的风险评估模型，推

作的动态与进展，探讨动物疫病风险评估模型研究

动了我国动物疫病风险评估模型研究领域的发展。

领域存在的问题，以期为补充和完善该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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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研究以“动物疫病状况”+“风险评估模型”

为主题词，对中国知网（CNKI）、维普、百度学

行的风险管理措施及建议。定量研究是在定性研究

术 和 Google scholar 等 数 据 库 中 2006—2016 年 的

基础上，确定某动物疫病发生的关键风险路径，运

文献进行检索，共检索出相关文献 22 篇并对其进

用情景树法结合数理统计方法，逐步确定各关键风

行分析，对 2006—2016 年我国动物疫病风险评估

险点发生风险概率，提出特定情景下该疫病通过该

模型研究状况进行综述，从模型构建目标、构建方

风险路径发生的风险概率，最终根据风险概率提出

法、模型结构、危害识别、指标权重、风险估算和

风险管理措施及建议。

模型应用等方面，对评估模型进行评析。
2
2.1

结果
涉及病种
研究文献中构建的动物疫病风险评估模型，涉

及个病的动物疫病风险评估模型文献 16 篇（图 1），
占研究文献总量的 73%，表明风险评估模型研究
已经广泛应用于动物疫病工作，尤其是重大动物疫
病防控；涉及养殖场动物疫病风险评估模型构建的

图2

文献共 11 篇，占研究文献总量的 50%，表明风险
评估模型研究能够为动物养殖的风险管理提供技术
支撑。

2.2

模型构建方法统计分布

研究内容
具体统计结果见表 1，
研究文献具体内容见表 2。
表1

模型内容

评估对象

危害识别

模型构建
方法

图1

涉及动物疫病统计分析

研究表明，评估模型构建主要运用定性、定
量和半定量方法（图 2）。半定量方法被广泛应用

评估模型
框架
风险估算

研究文献统计

评估模型特征
文献数量 / 篇
2
多种动物疫病发生风险
2
人兽共患病疫病发生风险
4
单种动物疫病发生风险
13
单种动物疫病发生风险
8
流行病学理论
6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13
文献回顾研究
5
情景树法
6
层次分析法
6
德尔菲法构
11
二级结构的文献
6
三级及以上结构的文献
3
情景树结构的文献
13
定量计算文献
7
定性评估方式获得风险估算结果的文献

于模型构建，多集中于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可

2.2.1 构建目标 动物疫病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

见在评估模型构建研究中主要依赖专家的专业经

作用的结果，根据动物流行病学及风险评估步骤模

验，使评估模型更符合动物疫病防控的实际需要。

型相关理论，本研究将动物疫病风险划分为动物疫

定性研究主要是利用既往研究文献、流行病学资料

病传入风险、发生风险和释放风险。根据构建目标

和专家经验，并结合统计学和信息学等相关学科领

的不同，研究文献中动物疫病风险评估模型可分为

域的知识，确定模型结构、风险因素和应用方法，

传入风险评估模型、发生风险评估模型和释放风险

构建风险因素分级，确立各指标权重，以使评估模

评估模型。其中：传入风险评估模型文献 4 篇，关

型符合和实际要求，最终根据风险估算结果提出可

注由进口或引种动物引起的动物疫病传入风险；发
56

２０１８ 年第 ３５ 卷第 １ 期

表2
评估模型目标
[11]
动物布鲁氏菌病风险
[19]
动物疫病风险
[8]
高致病性禽流感发生风险
[7]
高致病性禽流感发生风险
[17]
规模蛋鸡场动物疫病发生风险
[13]
规模奶牛场结核病风险
[2]
规模猪场口蹄疫风险
[18]
规模化猪场疫病传入风险
[3]
规模鸡场禽流感、新城疫发生风险
[4]
规模鸡场禽流感发生风险
[1]
规模猪场猪瘟发生风险
[21]
非洲猪瘟输入风险评估模型
[5]
高致病性禽流感免疫预防禽流感风险
[12]
猪疫病发生风险
[9]
进口猪肉携带非洲猪瘟风险
[22]
口蹄疫发生风险
[6]
区域蓝耳病风险
[14]
伪狂犬病传入风险
[20]
养猪场高致病性猪蓝耳病风险
[10]
种畜禽调运疫病风险
[16]
猪场伪狂犬病传入风险
[15]
猪重大动物疫病风险

动物疫病风险评估模型汇总

关键要素确定（危害识别）方法
模型构建方法
流行病学调查、统计
层次分析
流行病学三要素理论、专家咨询
德尔菲
专家咨询
层次分析
文献回顾
层次分析
文献回顾
—
问卷调查、文献回顾、流行病学调查
德尔菲
流行病学三要素理论、文献回顾、疫病生物学特性
德尔菲
实地调研、文献回顾
情景树
文献回顾、流行病学三要素理论
德尔菲、层次分析
文献回顾、流行病学三要素理论
德尔菲
文献回顾、流行病学三要素理论
德尔菲、层次分析
文献回顾
情景树
专家咨询
层次分析
文献回顾
层次分析
文献回顾
情景树
文献回顾
德尔菲
流行病学三要素理论、专家咨询
层次分析
定性分析
情景树
流行病学三要素理论
德尔菲
文献回顾
—
定性分析
情景树
问卷调查、文献回顾、流行病调查、专家调查
德尔菲、层次分析

模型结构
三级
二级
二级
三级
二级
二级
二级
二级
三级
二级
二级
情景树
四级
三级
情景
二级
二级
情景树
二级
二级
风险矩阵
三级

风险估算
定量
定量
定量
定量
定量
定性
定性
定量
定量
定性
定量
定量
定量
定量
定量
定性
定性
定量
定性
定性
定性
定量

生风险评估模型文献 18 篇，关注由动物日常饲养和

层次结构模型中二级结构主要包括准则层和指标层，

管理引起的动物疫病发生风险；尚无关于释放风险

三级结构包括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四级结构

评估模型的相关研究文献。研究发现，我国动物疫

在三级结构的基础上针对特定指标进行拓展（图 4）。

病风险评估模型主要用于降低动物疫病发生风险。
2.2.2

构建方法

动物疫病风险评估模型构建使

用的研究方法繁多。基于我国动物疫病现状，研究
文献均结合相关领域理论、方法及数理统计技术构
建风险评估模型。模型风险要素识别阶段主要使用
了文献综述、专家调查、情景树、现场调查、流行
图3

病调查和风险列举等方法，多数研究倾向于运用流

情景树结构风险评估模型示意图

行病学相关资料和专家咨询的方式确定风险因素；
模型框架、要素权重及分级研究主要运用德尔菲法
和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主要用于指标池的构建及
指标要素权重确定，层次分析法则仅用于指标要素
权重确定方面。
2.2.3 结构 动物疫病风险评估模型结构主要包括

图4

2.3

层次机构风险评估模型示意图

危害识别

模型结构、关键要素及要素权重三方面内容。研究

评估模型要素研究形式多样，部分研究从宏观

文献中，评估模型框架结构包括层次结构、情景树

层面探讨动物疫病发生风险的关键要素，提出相应的

结构及其他结构，大部分评估模型要素指标体系采

风险管理措施。关键要素识别方法集中于文献回顾、

用层次结构，
少部分评估模型采用情景树结构
（图 3）。

专家咨询及流行病学三要素理论，对整体层面上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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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因素进行识别，并不针对某一疫病的特有风险因素

3.1

进行相应分析。大部分研究从微观层面探讨单一动物

评估模型框架符合国际通行做法
多数文献采用国际动物卫生组织（OIE）陆生

疫病发生风险的关键要素，提出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

动物法典（Code）中的进口风险分析（Import risk

危害识别方法包括流行病学调查、专家咨询、问卷调

analysis，IRA）为基础构建风险评估模型。多数模

查和文献回顾等研究方法，同时很多研究运用流行病

型引入流行病学理论确定模型中相关风险要素，从

学三要素理论进行危害识别。

而提升模型对研究目标的适用性。

2.4

3.2

指标权重

动物疫病风险评估模型理论体系有待完善

评估模型权重包括定性判断指标和定量权重

动物疫病风险评估模型理论研究较为薄弱，

两类。定性判断指标运用描述性语言对要素的重要

在风险评估模型定义和构建原则等方面仍有待深入

性或一致性进行阐述，如普通项、关键项和特别关

研究。首先，动物疫病风险评估模型相关概念有待

键项等。定量权重则是通过数据运算得到评估要素

明确，要明确模型应当涉及的动物疫病种类、风险

的具体权重数值，对层次结构模型而言，一般情况

涵盖范围及模型具体形式等内容，以便拓展模型的

下会设定目标层权重为常数 1，运用层次分析法或

具体应用范围。其次，动物疫病风险评估模型构建

德尔菲法，计算准则层和指标层中各指标的权重。

原则有待规范，部分研究提出的构建原则较为随意，

2.5

缺乏实际操作性。综合来看，风险评估研究应遵循

风险估算
当前风险估算方法包括定量计算和定性评估

实际经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疫病防治的规范

两种。情景树模型主要运用定量计算方式进行风险

性文件及流行病学规律等原则。

估算，估算结果具有条件指向性，仅对特定动物疫

3.3

动物疫病风险评估模型应用研究有待加强

病通过特定路径发生的动物疫病风险进行阐述。层

动物疫病风险评估模型应用有待推进。研究

次结构评估模型风险估算是对不同层次要素权重与

构建的诸多风险评估模型需要通过实际验证以确定

要素评估赋值的综合运算，其结果包括定量计算结

风险评估模型是否具备逻辑合理性、完整性、准确

果和定性评估结果两类。定性评估结论结合定性分

性、可接受性、实用性和有效性

析各层次要素重要性情况和定性描述，根据各要素

模型框架和指标体系是否符合动物疫病防控实际，

的定性评估与风险判定结果，推导出风险估算结果。

是否能够为实施基于风险的管理提供技术支持。但

定量计算评估结果通过计算各层次要素定量权重与

大部分动物疫病风险评估模型研究仍为案上工作，

评估赋值计算，通过各要素的实际赋值与权重进行

仅有部分研究进行实例验证，成果已经应用到实际

数据运算得出指标层权重和准则层权重，通过综合

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当中，如对小范围区域实施基于

运算得出目标层的具体数值，而后将目标层数值与

风险评估模型的动物疫病风险评估，根据评估结果

风险分级表内风险数值范围进行比较，从而得出动

实施不同的风险管理措施，对动物疫病防控工作起

物疫病发生的风险估算结果。

到了一定的技术支持，但具体实施效果有待进一步

2.6

探讨。

评估模型应用
仅有 6 篇文献对构建的风险评估模型进行了

实例验证，不足全部文献的 30%，可见当前研究

3.4

[23]

，应明确评估

风险评估模型研究意义
风险评估是整个风险分析过程的基础和核心，

仍主要集中于文案研究。实例应用中也多基于运用

也是进行风险管理的科学依据，而风险评估模型则

以往资料的验证性研究，仅有 1 篇文献中的动物疫

为风险评估结果遵循科学性、客观性、透明度和有

病风险评估模型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并为实施风

效性原则提供技术支持。动物疫病风险评估模型的

险管理提供了决策依据（表 3）。

研究意义重大。第一，在动物疫病防控方面，可为

3

抵御外源性疫病和防控区域动物疫病传播提供科学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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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模型内容评价

关键要素

模型评价

疫情、饲养管理、动物防疫、地理气候、社会经济
易感动物、传播途径、疫病控制能力

[11]

[19]

三级结构风险评估模型，建立指标权重计算方法，建立综合评分方法及风险评价
方法，但未进行实例验证
三级结构风险评估模型，建立指标权重计算方法，划定风险等级并进行实例验证

本地及周边地区疫情、饲养管素、气象、候鸟迁徙与
[8]
分布、生态环境、交通贸易、屠宰加工、家禽免疫

二级结构风险评估模型，建立指标权重计算方法，建立综合评分方法，但未进行
实例验证
三级结构风险评估模型，根据不同区域建立指标权重体系，就不同区域疫病发生
当地疫病状况、饲养方式、候鸟迁徙、生态环境、交
风险进行风险预警研究，建立风险预警区域图，但模型结构及要素主要基于主观
[7]
通与贸易、屠宰加工、预防控制措施
研究，易增加不确定性
二级结构风险评估模型，采用定性方法确定风险等级，应用模型建立《规模蛋鸡
选址、场内布局、设施设备、饲养管及卫生防疫、免疫、
场疫病风险评价规程》并进行实际应用，但模型结构及要素主要基于主观研究，
[17]
疫情发生史和疫监测
易增加不确定性
场址位置、场内布局、设施设备、饲养管理及卫生防疫、 二级结构风险评估模型，建立指标权重计算方法，划定风险等级并进行实例验证，
[13]
人员管理、监测和疫情发生史、经济因素
但模型结构及要素主要基于主观研究，易增加不确定性
场址位置、场内布局、设施设备、饲养管理及卫生防疫、 二级结构风险评估模型，提出模型判定依据，采用定性方式描述方式划定风险等
[2]
免疫、疫情发生史
级，未进行实例验证
构建猪场疫病传入暴露评估模型图，并基于模型图构建传入风险评估数学模型，
[18]
情景树模型
提出风险管理建议，但数学模型易受定量数据影响，未进行实例验证，缺乏风险
管理指向性
场址选择布局与设施建设、饲养管理、隔离消毒与无
三级结构风险评估模型，建立指标权重计算方法，划定风险等级，但未进行实例
害化处理、免疫预防、疫病检测与净化、疫病流行状况、
验证
[3]
候鸟迁徙分布与周边水禽饲养状况、兽医卫生制度
选址、环境控制、生物安全、疫苗接种、营养保健、 二级结构风险评估模型，提出模型判定依据，采用定性方式描述方式划定风险等
[4]
疫情史
级，划定风险等级，但未进行实例验证
场址选择、厂区布局、设施设备、饲养管理、隔离消毒、
二级结构风险评估模型，建立指标权重计算方法，划定风险等级，建立综合评分
免疫接种、监测与净化、无害化处理、疫病发生情况、
方法及风险评价方法，但未进行实例验证
[1]
传播媒介
构建非洲猪瘟输入风险路径情景模型，并基于该模型构建输入风险评估数学模型，
[21]
情景树模型
确立基于卫生水平的风险区域，但缺乏实际操作性，缺乏风险管理指向性
四级结构风险评估模型，建立指标权重计算方法，划定风险等级，但未进行实例
免疫接种、饲养管理、禽群机体状况、禽流感免疫检
验证
[5]
测与抗体水平
季节气象、候鸟、免疫预防、贸易、地址及周边设施、
[12]
疫情状况、饲养管理、易感动物、生物传媒
情景树模型

[9]

本地及周边地区疫情、饲养管理、气象、周边野生动
物分布、生态环境、活畜及畜产品贸易、屠宰加工、
[22]
家畜免疫
无

[6]

情景树模型

[14]

环境控制、生物安全、疫苗接种、营养保健、疫情发
[20]
生史
调运手续、免疫及免疫抗体水平合格率、病原学监测、
调出入场场址及布局、设施设备、饲养管理及卫生防
[10]
疫
风险矩阵

[16]

致病因子、猪群状况、防疫机制、日常防控措施、应
[15]
急管理、地理气候

四级结构风险评估模型，建立指标权重计算方法，划定风险等级，提出风险评估
的步骤，但未进行实例验证
构建进口猪肉携带非洲猪瘟输入风险情景模型，基于该模型构建输入风险评估数
学模型，但缺乏实际操作性，缺乏风险管理指向性
二级结构风险评估模型，但未提出完整的指标权重计算方法，未进行实例验证
提出风险评估风险分级及风险分析方法，但未提出评估模型具体结构，未进行实
例验证
构建无疫猪群引进母猪传入猪伪狂犬病的风险情景模型，基于该模型构建输入风
险评估数学模型，但缺乏实际操作性，缺乏风险管理指向性
二级结构风险评估模型，提出模型判定依据，采用定性方式描述方式划定风险等
级，划定风险等级，但未进行实例验证
二级结构风险评估模型，提出模型判定依据，采用定性方式描述方式划定风险等
级，划定风险等级，但未进行实例验证
构建释放风险、暴露风险情景模型，运用以上模型构建基于风险事件、释放概率、
暴露风险、不确定性、传入概率进行提出定性后果评估及风险水平结果，进行实
例验证
四级结构风险评估模型，建立指标权重计算方法与风险评估数学模型，划定风险
等级，提出风险评估的步骤，进行实例验证

判断，为动物疫病风险管理提供技术支持。第二，

制定风险评估模型，便于不同地区根据自身特点评

在区域区划方面，制定科学、合理的风险评估模型，

估重大动物疫病发生风险及关键风险点，制定适当

可以在充分考虑接受评估区域动物疫病风险特点的

的预防、控制和扑灭措施，使损失最小化。第四，

前提下，制定更为符合实际的区域区划措施。第三，

在养殖业预防动物疫病方面，针对不同规模饲养和

在重大动物疫病应急管理方面，针对重大动物疫病

屠宰企业制定符合行业特点的动物疫病风险评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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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可以提高养殖企业自身抵御动物疫病风险的能

病毒数学模型的建立及分析 [C]//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食

力。同时，养殖企业可利用风险评估模型，对动物

品卫生学分会 .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食品卫生学分会第

疫病发生风险进行评估，识别主要危害和评估危害
发生的可能性及造成的后果，积极采取预防性措施。
4

结论

十一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北京：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食品卫生学分会，2010：31.
[10] 罗成波，罗险峰 . 种畜禽调运疫病风险评估模型的建
立 [J]. 贵州畜牧兽医，2010（5）：39-40.

动物疫病风险评估模型的最终目标是防控动

[11] 孙广力，虞塞明，孙刚，等 . 动物布鲁氏菌病风险评

物疫病，提高动物及人类健康水平，保证动物源性

估框架的建立 [J]. 畜牧兽医科技信息，2008（11）：

食品安全，减少食源性疾病的发生，减少养殖业对
环境的污染，为制定动物卫生法规和标准体系提供

32-33.
[12] 王萍，孙金领，单虎，等 . 基于多属性群决策的猪疫病
风险评估模型 [J]. 中国畜牧杂志，2014（14）：72-76.

科学依据。当前国际通行的风险评估模型主要是过

[13] 王曲直，沈素芳，赵洪进，等 . 规模化奶牛场结核病风

程化模型，是对风险评估程序的概括性阐述，但如

险评估模型的建立和验证 [J]. 畜牧与兽医，2013（8）：

何基于动物疫病流行病学相关理论，构建符合动物
疫病发生、发展和流行特点的风险评估模型，仍未
得到广泛关注。建议今后研究中，应当进一步明确

95-99.
[14] 夏炉明，陈琦，卢军，等 . 无疫猪群引进母猪传入猪
伪狂犬病的定量风险评估 [J]. 中国动物传染病学报，
2016（5）：16-20.

风险评估模型的理论体系，明晰风险评估模型的概

[15] 严斯刚，韦正吉 . 猪重大疫病风险评估体系和评估方

念、结构及构建原则，结合动物疫病流行病学理论

法 [J]. 中国畜牧兽医，2011，38（6）：247-252.

知识，构建符合动物疫病传播特点的动物疫病风险
评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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