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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化对牲畜养殖管理的改善和人畜共患病防控的解决途径 

概 要 

畜牧业在农业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随着已成为全球危机并影响着人类健康和

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的爆发，人畜共患病及其防控措施引发了更多

关注。由于防疫力量薄弱及社会文化习惯等多种因素，亚太地区一直是人畜共患病的多发

区域，给养殖业和人类健康造成巨大损失，威胁卫生安全、民生安全、粮食安全。 

约 60%的人类传染病源自动物。畜禽养殖的机械化可以为防控人畜共患病发挥重要的

作用。由于机械装备具有明显的程序化和标准化的作业特性，因此在生物安全防控上具有

更好的执行能力，可以最大程度避免人为因素导致的防控失效，更可靠杀灭病原体、阻断

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畜，从而实现对人畜共患病的有效防控。因此，机械化防控具有不

可替代的优势。同时，大量机械装备应用在畜禽规模化养殖的各个生产环节，可以改善养

殖业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养殖效益，提升畜产品的质量，降低对环境的负荷。

这对于提升食品和营养安全，改善动物福利具有重要意义，这与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中的消除饥饿(目标 2)、良好健康与福祉(目标 3)、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目标 12)高度相

关。 

报告指出，制约机械化防控的因素主要有疫病的整体防控能力不足、小规模和散户养

殖的疫病防控非常薄弱、机械化疫病防控研发与应用体系尚不健全、牲畜养殖的专业化服

务组织的作用发挥不充分。与此同时，机械化防控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随着农机

工业、信息化技术的高速发展，使机械化在疫病防控上可以发挥更大作用，更具针对性。

在应对非洲猪瘟和新冠病毒等疫情方面，亚太地区总结了防控不足的教训，也积累了诸多

有效的防控经验，完善疫病防控的软、硬件设施设备成为共识。然而在一定时期内，规模

养殖同大量散户养殖将继续并存，要提高养殖业的整体规模化程度，同时，需要注重机械

化同养殖工艺和药物防控技术的融合。 

亚太各国应根据本国国情，互相借鉴发展经验，制定发展规划及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

不断提升牲畜养殖规模化、机械化和智能化水平。本研究对亚太地区牲畜养殖机械化发展

提出了如下六项技术与政策层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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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强科技创新与新技术推广，提高绿色、安全、高效的畜牧机械的供给。加快自

动化、信息化、智能化装备等新技术的应用。 

二是鼓励适度规模养殖和场区标准化建设，坚持养殖业与种植业协调发展，鼓励就近

就地消纳养殖废弃物。推进设施养殖模式创新、科学规划、宜机化设计，加强规模化养殖

设施装备的集成配套技术指导。 

三是坚持疫病科学防控和机械化的应用：将疫病防控纳入牲畜养殖行政管理法律法

规；制定养殖场机械化消杀技术规范；支持规模化养殖场（区）配套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和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设施装备。 

四是发挥市场化、社会化和专业化服务组织作用：推广“公司+农户（家庭农场）”的

养殖模式，鼓励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粪污资源化利用、畜产品贮运、安全净化防疫等环节

的专业化服务。 

五是加大政府扶持和金融保险支持：政府建立规模化养殖场建设激励机制，加大对养

殖场户购置畜牧机械装备的扶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牲畜机械装备抵押贷款，政府实施临

时贷款贴息；提高牲畜政策性保险覆盖面。 

六是开展从业人员培训教育和广泛的交流合作：加大对养殖场（户）从业人员培训，

提高全行业人员的素质。加强与动物健康、疫控、环保等其他部门协作；加强经验交流和

数据共享以及与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等国际组织的

密切合作。 

引 言 

畜牧业在农业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随着已成为全球危机并影响着人类健康和

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的爆发，人畜共患病及其防控措施引发了更多

关注。由于防疫力量薄弱及社会文化习惯等多种因素，亚太地区一直是人畜共患病的多发

区域，给养殖业和人类健康造成巨大损失，威胁卫生安全、民生安全、粮食安全。 

约 60%的人类传染病源自动物[1]，畜禽养殖的机械化可以为防治人畜共患病发挥重要

作用。由于机械装备具有明显的程序化和标准化的作业特性，因此在生物安全防控上具有

更好的执行能力，可以最大程度避免人为因素导致的防控失效，更可靠地杀灭病原体、阻

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畜，从而实现对人畜共患病的有效防控，因此，机械化防控具有

不可替代的优势。同时，大量机械装备应用在畜禽规模化养殖的各个生产环节，可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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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业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养殖效益，提升畜产品的质量，降低对环境的负

荷。这对于提升食品和营养安全，改善动物福利具有重要意义，这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

目标中的消除饥饿(SDG 2)、良好健康与福祉(SDG 3)、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高度(SDG 12)

相关。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亚洲牛存栏量占全球 30.5%，

鸡存栏量占全球 57.5%，绵羊存栏量占全球 42.6%，山羊存栏量占全球 52.5%，生猪存栏

量占全球 57.2%，亚太区域部分国家生猪存栏量如表 1所示。 

 

表 1 亚太区域部分国家 2018 年生猪存栏量 

（单位：万头） 

国家 中国 越南 俄罗斯 韩国 日本 印度尼西亚 印度 泰国 马来西亚 

存栏量 44158 2815 2307 1133 918 854 848 790 165 

资料来源：FAOSTAT 

 

养猪业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亚太区域以猪肉消费为主，生猪生产关系亚太区

域的经济、民生。有数据显示，2017 年，全球猪肉消费总量为 11058.8 万吨，其中，中

国就占了一半，为 5493.5 万吨。 

亚太区域各国畜牧养殖业发展水平不同，比较发达的有中国、日本、泰国、韩国和中

国台湾地区，其中，中国 2018年的畜禽养殖规模化率为 60.5%。但总体来看，农户分散

养殖仍占主体，中小养殖场（户）饲养管理水平不高，养殖机械化水平偏低，疫病频发。 

本文以生猪养殖为例，介绍养殖装备在现代养殖业中的应用及其对改善养殖管理的

作用，并通过总结现有养殖场机械化防控的模式，提出机械化解决方案。 

1. 生猪养殖机械的应用与发展趋势 

生猪养殖机械主要包括栏架、漏粪地板、饲喂设备、消杀设备、环控设备、粪污资源

化利用设备和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设备。大中型规模化养殖场机械应用的成套化和系统化

 
 畜禽养殖规模化率：各主要畜种规模化率的综合水平，即生猪年出栏 500 头以上占全部出栏数比重、蛋鸡年存

栏 2000 只以上占全部存栏数比重、肉鸡年出栏 10000 只以上占全部出栏数比重、奶牛年存栏 100 头以上占全部存栏

数比重、肉牛年出栏 50 头以上占全部出栏数比重的综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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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明显，散户和小规模养殖场以单机作业和个别环节机械替代人工为主。 

 

1.1 栏架和漏粪地板 

猪栏限定猪的活动空间并为猪只转群、饲喂、体情监测等饲养管理提供便利。猪栏按

不同分类依据有多种类别，如表 2所示，养殖场根据养殖对象、规模和成本分析选择适宜

的猪栏。 

 

表 2 猪栏分类 

分类依据 猪栏类别 

按饲养类群 公猪栏、配种栏、母猪栏、妊娠栏、分娩栏、保育栏、育成栏、育肥栏 

按饲养数量 单栏、群栏 

按结构型式 实体猪栏、栅栏猪栏、综合式猪栏、装配式猪栏 

按日常使用方法 大栏、定位栏、分娩栏、保育栏 

 

漏粪地板的使用可减少清扫的人工投入，易于清除猪的粪尿，便于保持栏内的卫生。

漏粪地板材质有水泥混凝土、金属编织网、工程塑料、铸铁、陶瓷和新兴复合材料等。 

猪舍栏架的应用通常同漏粪地板配合使用，比较典型的如图 1 所示分娩栏，又名产

床，集成了猪栏、漏粪地板和食槽，包括底床、围栏、母猪位栏体及仔猪保温区。分娩栏

便于母猪采食、躺卧及站立；保持母猪栏位与仔猪活动区域干燥、卫生，减少疾病发生；

防止母猪对仔猪的踩踏、躺压等意外伤害，以免造成仔猪死亡；避免仔猪吮乳时叠堆，影

响仔猪采食。 

 

 
图 1 分娩栏 

（图片来源：广东南牧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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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饲喂机械 

养猪场饲喂机械包括：干料饲喂系统、湿料饲喂系统、干湿料饲喂设备和饮水系统。

干料饲喂系统由料仓、输送管道、刮盘链条（或弹簧螺旋）、驱动装置、转角器及出料机

构组成。干料饲喂系统应用普遍，是规模养殖的基础性设备。湿料饲喂系统在干料饲喂系

统基础上增加了清水输送、搅拌和湿料输送机构。如图 2所示，（a）为配怀舍湿料饲喂系

统，（b）为分娩舍湿料饲喂系统。干湿料槽通过猪只拱动落料管和饮水器使干料和水自动

落入食槽，供猪只混合后采食。随着技术的进步，精准控制的饲喂设备如智能干湿料槽、

种猪测定系统、母猪群养系统逐步得到更多的应用。 

 

 
（a）配怀舍湿料饲喂系统                   （b）分娩舍湿料饲喂系统 

图 2 湿料饲喂系统 

（图片来源：广东南牧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规模化猪场一般采用压力供水，供水系统主要由水管路、过滤器、减压阀和自动饮水

器组成。自动饮水器有鸭嘴式、乳头式、杯式（碗式猪用饮水器）。鸭嘴式猪只自动饮水

器结构简单，密封性好，水流出时压力下降，流速低；乳头式饮水器结构简单，通过性好，

但密封性差，水流速高，需降压使用；碗式猪用饮水器用水节约，可避免水直接流到地上

导致猪舍潮湿。 

 

1.3 消杀防疫机械 

养猪场应用的消杀防疫机械主要包括清洗机、喷雾机、喷粉机和火焰消毒器等。喷雾

机是机械化消杀的核心机械，其消毒效果主要取决于其雾化性能，包括雾滴颗粒大小、雾

滴射程、悬浮时间、雾化量、雾化率；喷粉机用于粉状消毒药剂的喷洒；高压水枪用于清

洗污物，泡沫清洗机比高压水枪可以更高效、彻底地清除附着在圈舍环境和设备上面的生

物膜和污染物，其他如热水冲洗机、专用发泡机也有一定应用；火焰喷射器通过液化气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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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喷射出 1000℃以上的高温，可杀死猪舍、猪栏、食槽等处的细菌、病毒、虫卵。 

实际应用中，各种消杀防疫机械多为组合形式，典型的如车辆洗消中心，人员（物资）

消毒通道等。车辆洗消中心集成了高压冲洗、发泡、喷雾、风机装置，具有高压清洗、泡

沫清洗、雾化消毒、冷风吹干等功能，可对进出场区的车辆进行全面的消毒。根据洗消对

象不同，车辆洗消中心分敞开式、半封闭式和封闭式，烘干房也可根据情况组合使用。车

辆洗消中心运行需配套废水收集和处理设备，避免造成环境污染和病菌（毒）的扩散。图

3所示为封闭式车辆洗消中心（a）、烘干房（b）。 

 

 

（a）封闭式车辆洗消中心                  （b）烘干房 

图 3 车辆洗消中心 

（图片来源：青岛尚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养猪场人员（物资）消毒通道多采用离心式雾化、超声波式雾化、二流体雾化等喷雾

设备，要求喷雾稳定、雾化效果好、雾滴在空气中悬浮时间长。消毒通道多采用自动门禁，

防止人员逃避消毒，保证消毒有效时间。 

 

1.4 环境调节设备 

养猪场需要调节的环境因素包括温度、湿度、有害气体、灰尘等，所应用的设备包括

风机、湿帘、卷帘、通风窗、供暖设备等，分别实现猪舍通风换气、降温、供暖加热等功

能，并在使用中根据用途和对象组合使用，在规模养猪场一般实现了系统控制。图 4所示

为养殖资源系统的物理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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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养殖资源系统物理架构 

（图片来源：广东南牧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猪舍通风换气主要通过轴流风机、变速风机、侧墙通风小窗、屋顶通风小窗、屋顶排

风系统、屋顶送风管道系统、通风天花板、上下活动窗、吊顶通风小窗、卷帘、喷雾系统

等组合作用，实现纵向、横向、垂直等方向通风的目的。图 5所示为猪舍内吊顶通风小窗

（a）和侧墙通风小窗（b）。 

 

 

（a）吊顶通风小窗                        （b）侧墙通风小窗 

图 5 通风小窗 

（图片来源：广州华南畜牧设备有限公司） 

 

猪舍降温主要是通过湿帘、喷雾等降温设备同风机组合作用。依靠蒸发降温原理，室

外空气从其内部流过，实现对室内空气降温。湿帘系统由湿帘纸、湿帘框体、水循环系统、

过滤系统组成，与风机组合能达到最佳通风降温效果。图 6 为风机和湿帘组合的降温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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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轴流风机                             （b）湿帘 

图 6 降温系统组合 

（图片来源：广东南牧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猪场的保温设备包括燃气炉、空气能水暖、保温灯、保温垫等。燃气炉属于空间加热

器，通常具有独立温控功能，能根据设定温度自动调节启动频率；空气能水暖，利用热泵

原理吸收大气热量加热循环系统内的水介质，实现高效水暖供暖，相比传统电加热系统，

能效比更高，更经济；保温灯、保温垫属于区域辐射型保温，主要用于初生仔猪身体烘干、

加热保暖。 

 

1.5 生猪养殖废弃物处理机械 

生猪养殖的废弃物处理机械包括粪污的资源化利用设备和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设备。

粪污的资源化利用方面，亚洲的日本和中国多采用固液分离、干粪发酵还田，污水经沼气

工程处理后的沼渣沼液用于循环农业的模式。在粪污收集、粪污处理和粪污利用三个环节

上所应用的设备主要包括：刮板式清粪机、固液分离机、翻堆机、好氧发酵罐、沼渣沼液

抽排设备、撒肥机等。 

刮板式清粪机分为平板式和 V型板式，如图 7所示，其结构简单、性能稳定、安全可

靠，可大大降低人工清粪成本。固液分离机分为螺旋挤压式、斜筛式、圆筛式、卧式离心

式等，可使畜禽粪便的含水率大幅降低（从 80%～90%之间降到 40%～50%之间）。好氧发酵

罐和翻堆机主要对干粪处理，经好氧发酵后作为有机肥基料或直接还田施用。好氧发酵罐

分立式和卧式。翻堆机有槽式、自走式等型式，动力也可根据需要选择内燃机或电机。固

液分离后的污水需经厌氧、好氧处理后还田，沼气工程是污水处理的主要模式之一，在厌

氧作业时厌氧发酵罐有所应用。粪污经处理后生成的有机肥可使用沼渣沼液抽排设备和

撒（施）肥机等进行还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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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平板式                                （b）V 型板式 

图 7 刮板式清粪机 

（图片来源：广州华南畜牧设备有限公司） 

 

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设备主要包括：降解机、焚烧炉和化制机。降解机作业时需添加生

物菌和锯末等辅料，畜禽尸体的分切、绞碎、发酵、杀菌、干燥均在密闭的机体内完成，

在常压、温度不高于 72℃（因生物菌不同有差异）、10h以内（因处理的物料湿度不同有

差异），生物菌对腐败动物尸体的降解作用产生生物热，再通过外辅助加温达到 120℃高

温处理，有效灭杀病毒，无烟、无臭、无血水排放，处理后物料转化为无害粉状有机肥原

料；焚化炉因焚烧会产生烟气，不完全燃烧会释放二噁英，必须二次充分燃烧。尸体无害

化处理设备通常作业时配备废气或废水处理装置。化制机作业时，畜禽尸体在反应罐中经

过高温高压作用消解转化为无菌水溶液和干物质骨渣，病原微生物彻底被杀灭。化制机按

热蒸汽气体是否接触畜禽尸体分为湿化法和干化法，湿化机使用较多，化制处理后得到油

脂和骨粉，油脂可以作为生物柴油原料，骨粉可经处理后制作有机肥。 

 

1.6 牲畜养殖机械应用发展的趋势 

牲畜养殖机械的应用趋势突出表现在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技术对传统机械的改

造升级，养殖各环节从机械替代人工，到关键环节的智能装备取代人力。以生猪养殖为

例，智能识别、大数据运算为基础的智能化装备已经通过以下 4个方面在现代化养殖场

得到应用。 

猪只智能识别和大数据算法。通过耳标识别或进一步的猪脸识别、声音识别、红外

技术应用，获取准确、实时、客观的养殖大数据，结合大数据算法，观测和记录分析猪

只体重、生长、运动、进食健康状况，实现猪只饲喂管理、生长曲线分析、疫病防控、

环境控制、分群管理等的精准化。 

饲喂的精准化与个性化。通过物联网的远程控制，可以根据系统设定的饲喂曲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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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和个体猪只进行智能饲喂和精准饲喂，对每一只猪的最佳料肉比进行精准控制，减少

饲料浪费，降低饲喂成本。猪只到饲喂器进行采食时，可通过猪脸识别技术调取该猪的档

案信息，确定该猪可采食的数量，并自动下料，猪只可多次采食，当进食数量之和达到设

定的上限时，饲喂器将不再下料，从而实现对猪只的精准饲喂。 

猪场智能巡检。猪场巡检机器人可通过摄像头对正在进食的育肥和后备猪进行精准

估重，对正在进食的妊娠猪只进行膘情分析；通过声音收集装置，收集各个栏位的声音并

运用算法模型分析异常，进行疾病预警，及时治疗；通过红外测温仪收集各个栏位内猪只

温度，检测猪只是否发烧，如有发烧及时预警。通过养殖数据大量积累，巡检机器人算法

不断修正，提供给管理者的解决方案更具有效性，这极大提高了养殖流程标准化、规范化

程度，提升猪场生产管理的自动化水平。 

环境调节的智能化。猪舍环境智能控制系统综合利用传感器、计算机、物联网、自动

控制等技术，实现数据采集、存储、分析和自动控制输出。通过设置智能环控规则，控制

环控设备（如风机、卷帘、天花窗等）在特定情况下自动运行，可以让猪舍内环境（温度、

湿度、空气质量）长期保持优良，高水平和舒适的养殖环境可以大幅度的提高生产效率和

降低生产成本。 

2. 机械化对养殖管理的改善 

2.1 机械化促进养殖规模化 

    机械化的广泛应用是规模化养殖的基础，养殖的规模化、标准化为机械装备的系统化

应用提供了条件。在亚洲，日本猪场参照欧美模式建立，机械化率较高，自动化环控、饲

喂、清粪设备配套齐全。2012年，日本 2000头以上规模的养殖场生猪存栏量占总生猪存

栏量的 66%，其中 3000 头以上规模的占 54.6%。泰国养猪业规模化程度也在加快，设备设

施得到快速的应用，2015 年 1000头以上的肉猪舍规模达到 70%。中国的工厂化养猪始于

上世纪 80年代，逐渐从传统分散养殖向工厂化、规模化养殖发展，据《中国畜牧兽医统

计 2019》数据，2018 年 500 头以上生猪饲养规模比重上升到 49.1%，这已经很接近中国

农业农村部《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 年)》设定的 2020年生猪饲养规模化比

重达到 52%的目标。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分析，目前规模化养猪的机械化水平总体达到 45%

以上，其中投饲饲喂、环境控制等环节机械化率超过 60%。 

 

http://www.gov.cn/xinwen/2016-04/22/content_50667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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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机械化提升养猪效率和效益 

    一个高效的机械化肉猪场人均管理头数可比传统育肥场提升 4～5倍，达到 2000～3000

头。有研究表明，机械的应用使规模化猪场在降低成本方面较散户具有明显的优势，在生

长育肥阶段成本同养殖规模呈现较为明显的负相关。表 3 所示为中国的温氏食品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各阶段种猪场在用地、规模上的比较，随着建设模式和机械化水平的升级，养

殖场效率大幅提升。以中国某地一个年出栏 13万头的养猪场为例，通过机械化升级，应

用精准饲喂设备、智能温控、全自动生产性能监测、自动节水设备和污水处理系统，万头

猪饲养人数减少到十分之一，上市生猪耗水降低 28%，上市生猪肉料比降低 3%，保育育肥

成活率提高 1%～2%，母猪配种分娩率同比提升近 7%，达到 86.53%，母猪年均断奶上交合

格数同比提升 9%，达到 25.6头，同时通过“龙头企业+养殖合作社+养殖场（户）”的模

式带动养殖业发展，推动农业产业化结构调整、农民收入增加，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表 3 种猪场的不同发展阶段比较 

次序 发展阶段 建设模式 
单头猪占舍面积/

（㎡/头） 

人均效率/ 

（头/人） 

第 1 代 传统猪场 
布局 6～8 栋猪舍，砖瓦木结构，开敞式自然

通风，传统干清粪，人工喂料 
6.8 40～50 

第 2 代 大线式猪场 

布局 5～8 栋猪舍，采用钢结构+全密闭砖

砌，半自动机械通风控制，半自动干清粪，机

械+人工饲喂 

6 60～70 

第 3 代 工厂化猪场 

布局 5～8 栋猪舍，采用大跨度钢结构+全密

闭砖砌，半自动机械通风，机械清粪模式，机

械饲喂 

5.5 100～120 

第 4 代 楼房式猪场 

采用钢筋混凝土楼板结构，配置精准通风，自

动清粪，自动饲喂，实现自动化、信息化、智

能化饲养 

5.3 200 

 

2.3 机械化改善人猪福利 

自动化设备的应用使猪场的精细化管理得以实现，饲养员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观察

和管理猪只，更好地做到疫病的早发现早治疗，显著降低猪只死亡率。新型材料和设计工

艺在地板栏架上的应用，使各成长阶段猪只活动休息场地更舒适、干净，猪体意外受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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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感染概率大大降低。自动饲喂系统减少了人畜接触，避免猪群应激，饲料损失减少，

封闭的输送管道避免了鼠虫病媒对饲料的污染。环境控制系统和清粪系统等的应用，可大

大改善舍内的氨气、二氧化碳、风速、温度和湿度等环境指标，为猪只的生长营造一个舒

适健康的环境，从而提高猪只健康度。空气过滤系统有效地过滤掉 99.5%以上的 0.3微米

微粒，把携带病毒或细菌的气溶胶、微小颗粒等阻挡在猪舍外面，隔断传播途径，能有效

防止口蹄疫、喘气病等病原微生物感染。消杀设备、粪污资源化利用设备及尸体无害化处

理设备的应用，降低了猪只和人员感染疫病的几率，使猪只和从业人员更健康。 

 

2.4 机械化改善人居环境 

畜禽养殖业对环境的影响巨大。畜禽养殖废弃物包括粪、尿、栏舍冲洗污水、病死畜

禽、养殖垫料、家畜胎盘及废气等，其中以粪、尿、栏舍冲洗污水为主。中国第一次污染

源普查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畜禽养殖业化学需氧量(COD), 总氮(TN) and 总

磷(TP)放量分别占总排放的 41.9%、21.7%、37.9%，畜禽养殖污染源成为继工业污染、生

活污水和垃圾污染之后的第三大污染源。[3]近些年，中国政府致力于环境的改善和污染

治理，鼓励改善养殖工艺，例如：采用干清粪取代水冲清粪、采用节水饮水器等加大源头

减排，鼓励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和病死畜禽尸体无害化处理，并在政策上给予支持，整县

推进提高畜禽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和综合利用率。 

中国第二次污染普查数据分析结果显示：COD、TN和 TP排放强度，较 2007年分别降

低了 55.5%、67.2%和 57.9%；干清粪模式养殖替代了水冲清粪养殖，每天产生的污水减少

幅度达到 60%以上；2017 年中国规模猪场采用干清粪工艺的比例已经达到 81%，水冲清粪

比例下降至 9%，极大提高了固体粪便收集率，促进了粪肥资源化利用，降低了污染物排

放量。[3]据中国农业农村部统计，2018年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和规模养殖场粪污处

理设施装备配套率均已达到了 74%，大型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86%。

同时，规模养殖场基本实现了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小区饲养和散养实现了病死畜禽的集

中处理。粪污资源化利用和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设备的应用，避免了含有大量病菌、虫卵的

粪便未经腐熟而直接施入土壤导致土壤污染，或病死猪的乱扔弃导致污染环境。机械化应

用极大促进了畜禽养殖废弃物的处置效率，有效降低了污染排放，改善了人居环境，为畜

牧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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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畜共患病防控的机械化解决方案 

 

3.1 机械化在人畜共患病防控中的作用 

机械化在大幅提高消杀效率方面作用突出、效果显著，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养殖场应对

人畜共患病防控的能力，有效提升了猪只和养殖从业者的健康水平。养殖场对人畜共患病

的防控措施主要是杀灭病原体和生物媒介、阻断传播途径、隔离易感人畜，养殖环节涉及

的人员、车辆、猪、物资、饲料、水、废弃物、病媒有害生物（蚊、蝇、鼠、鸟等），以

及舍内空气、设施均是防控的对象，防控的区域包括养殖场内外与其相关的大小环境。其

中，机械化消杀主要包括对进场人员、车辆、物资的消杀，对生产区、生活管理区、隔离

区的消杀，对畜禽尸体的无害化处理与消杀。养殖场需要贯彻“整体防控、人畜共防”的

理念。 

机械化防控作用的发挥，既取决于消杀防控程序设计的科学性、针对性，充分考虑整

体流程和关键环节，又依赖于机械设施与养殖工艺、防疫药剂的有机结合，还需要严格地

按照防控规程实施到位。机械化防控的主要环节包括：养殖场的宜机化设计，机械化对饲

料、水、空气的卫生保障，机械化消杀。 

 

3.2 养殖场的宜机化设计 

养殖场规划应充分考虑机械设施的安装和建设，方便机械的作业或运行，利于疫病

防控举措的实施。养猪场车辆入口处应预留车辆洗消中心建设用地，大中型养猪场应预

留饲料中转中心料塔、中转猪舍建设用地。猪场内按照生产区、生活管理区、隔离区三

个功能区布局，并有围墙或隔离带隔开。生产区按顺向建设种猪舍、运动场、产房、保

育舍、育成舍、育肥舍和有关的辅助设施，猪舍的布局应符合防疫、生产、通行、排污

的各项要求，场地面积和设计应满足猪栏、地板设施，以及饲喂、环控、消杀设备的安

装和使用。生活管理区应设置人员换洗通道、物资消杀通道，门窗应做防蚊、蝇、鼠、

鸟等病媒生物措施。场内道路区分净道和污道，不许交叉混用，应建设明暗隔离沟，用

于污水和雨水的排放，同时也起到场内隔离的作用。隔离区建设隔离猪舍和养殖废弃物

设施，并作为有机肥料的集散地。 

 

3.3 饲料、水、空气的卫生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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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场通过配置自动饲喂系统、自动饮水用药系统和圈舍空气过滤系统，保障饲料、

饮用水、舍内空气的卫生和安全。封闭式饲料输送管道更大程度隔离了生物病媒和饲料的

接触，进一步阻断传播途径。自动饮水用药系统通过对饮用水过滤、杀菌为猪只提供干净

的水。空气过滤系统可去除环境中的有害气体、尘埃和病原体，保障圈舍空气的清新、洁

净。 

 

3.4 养殖场机械化消杀 

3.4.1 对进场车辆、人员和物资的消杀 

养殖场应根据实际需要合理设置进场消杀设施设备，大中规模养殖场应配备较为完

善的消杀设施设备，小型养殖场可采取较为灵活的消杀方式，相关配置参考表 4。以养猪

场为例，大中型养猪场适宜建设综合式消杀站，一般设置在距离生产区 1～3km 处，包括

车辆洗消中心、人员消毒通道和物资消杀室，具备对外来车辆、人员及物资全面消杀的功

能，车辆洗消中心应满足日常进场车辆频次和车身长度要求。小型养猪场适宜联合多个距

离较近的养殖场共同建立洗消中心，以降低建设成本和提高设施设备使用效率，同时充分

利用分布式消杀设备，并应设置人员消毒通道。 

 

表 4  畜牧养殖场进场消杀设施设备参考配置 

规模 设施设备 

大规模 人员消毒通道、车辆洗消中心（自动清洗-烘干系统）、车辆消毒通道、物资消杀室 

中规模 人员消毒通道、车辆洗消中心（手动清洗-烘干系统）、车辆消毒通道、物资消杀室 

小规模 
人员消毒通道，车辆洗消中心（联合多个养殖场配备）或配备移动式高压泡沫清洗一体机、电动

超低容量喷雾器 

 

车辆进场消杀包括车体表面消杀和驾驶室消杀。车体表面消杀环节包含预清洗、泡沫

清洗、深度清洗、喷雾消杀、高温烘干消杀。车体表面消杀完成后，进行驾驶室喷雾消杀，

采取雾滴直径 20～50μm、10～20μm 各消杀一次，喷雾持续时间 1～5min（见表 5）。喷雾

结束 5min后司机方可进入驾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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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车辆进场消杀设备及参数推荐值[4] 

环节 设备名称 参数名称 推荐值 

车体表面 

消杀 

预清洗 自动化车辆清洗设备或高压清洗机 

压力 16~18Mpa 

流量 20~25L/min 

泡沫清洗 自动发泡设备（或带有发泡功能的高压清洗机） 

压力 6~8Mpa 

流量 70~90L/min 

挂泡时间 10~15min 

深度清洗 自动化车辆清洗设备或高压清洗机 

压力 16~18Mpa 

流量 20~25L/min 

喷雾消杀 自动喷雾消杀设备或电动超低容量喷雾器 雾滴直径 80~150μm 

高温烘干 高温烘干设备 

温度 65℃ 

持续时间 20~30min 

驾驶室 

消杀 

 

 
电动超低容量喷雾器 

雾滴直径 

20~50μm 

10~20μm 

持续时间 1~5min 

 

人员消毒包括体表消毒、手部消毒、足底消毒、上呼吸道消毒等。人员体表消毒使用

喷雾设备，鞋底、手部可使用消杀盆、消杀池等。喷雾消杀剂的选择非常重要，必须安全

高效。应注意人员消毒的有效性，避免人员恶意逃避消毒，必要时，可采用自动控制的门

禁系统来保证消毒时间。对进入场区物资进行消杀时，要特别关注物资的化学特性，谨慎

选择消杀剂，避免消杀剂与物资产生化学反应。医用物质需使用专用的医用高压灭菌锅消

毒。人员与物资进场消杀设备及参数推荐值详见表 6。 

表 6  人员与物资进场消杀设备及参数推荐值[4] 

环节 设备名称 参数名称 推荐值 

人员进场消毒 

自动喷雾消杀设备或电动超低容量喷雾

器 

雾滴直径 40~60μm 

持续时间 1~5min 

物资进场消杀 自动喷雾消杀设备或电动超低容量喷雾 雾滴直径 5~1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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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持续时间 10~15min 

 

3.4.2 生产管理区消杀 

对生产管理区内的卫生间、食堂、垃圾站等人员密集或污染源较多的重点区域外围

进行喷雾消杀。通过布设鼠饵站、捕蝇笼、诱捕灯、驱鸟灯等设施，对老鼠、蚊蝇、鸟

类等传染途径进行控制。食堂消杀时应避免消毒剂喷洒至食物或餐具表面。生产管理区

消杀设备及参数推荐值详见表 7。  

 

表 7  生产管理区消杀设备及参数推荐值[4] 

内容 设备名称 参数名称 推荐值 

室外环境 

移动式喷雾消杀设备 

雾滴直径 80~120μm 

喷幅 12~15m 

频次 1 次/天 

鼠饵站 间距 15~30m 

全自动智能捕鼠器 覆盖面积 7.5 亩 

激光驱鸟器 覆盖面积 12 亩 

室内环境 

电动超低容量喷雾器 

雾滴直径 60~80μm 

频次 1 次/2 天 

粘鼠胶 间距 2 处/15 ㎡ 

捕虫灯 覆盖面积 1 处/（80~150 ㎡） 

 

3.4.3 生产区消杀 

生产区消杀包括对进入生产区人员的消毒、圈舍的带畜消杀和空舍消杀、生产区外

部环境消杀。 

由于进入生产区的人员会在舍间活动，并与其他区域的工作人员接触，容易携带病

原体并传播，应在人员进入圈舍前进行必要的消毒。人员的消毒程序是：体表喷雾消毒

—洗澡更衣—体表喷雾消毒。人员体表喷雾消毒设备与参数推荐值见表 6。工作服最好

专人专用（也可配置一次性工作服），并在更换后进行全面的消毒。消毒的次数取决于人

员往返生产区与生产管理区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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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舍消杀分为带畜消杀和空舍消杀。猪舍带畜消杀主要在猪的抵抗力低下期，也就

是猪传染病的高发期，杀灭猪体表和猪舍空气中悬浮物上的致病微生物，降低感染风

险。大中型养猪场可在圈舍内布设自动喷雾消杀系统，系统可按设定时间程序进行作

业，喷雾消杀范围应覆盖圈舍，无卫生死角。养殖场选用的消杀剂应不会对牲畜和饲养

员的呼吸道造成损伤。空舍消杀是养殖场内阻断疫病传播的重要手段，避免疫病在代次

间传播。空舍消杀环节一般包括预清洗、泡沫清洗、深度清洗、喷雾消杀、病媒有害生

物消杀。圈舍清畜后，对圈舍内粪便和污物进行清洗，应避免水冲，防止扩大污染面，

可考虑喷雾消毒。圈舍清理后，对空舍进行充分的消杀，按由上而下的原则用喷雾器对

顶棚、墙面、猪栏、床面和排污沟进行消毒，一般在喷雾消毒后，对空舍做密闭熏蒸消

毒，空舍消杀后要完全密闭 72h以上。对于受到污染的圈舍，可使用火焰消毒器对猪

栏、地板、食槽等猪舍内非可燃材料设施设备表面消杀，从而彻底杀灭病原体。圈舍消

杀喷雾设备及参数推荐值见表 8。 

 

表 8  圈舍消杀喷雾设备及参数推荐值[4] 

环节 设备名称 参数名称 推荐值 

带畜消杀  

自动喷雾消杀设备或电动超低容

量喷雾器 

雾滴直径 50~80μm 

空舍消杀 

（每次清舍后） 

预清洗 

集中式恒压清洗设备或高压清洗

机 

压力 16~18Mpa 

流量 20~25L/min 

泡沫清洗 

自动发泡设备或带发泡功能的高

压清洗机 

压力 6~8Mpa 

流量 70~90L/min 

挂泡时间 10~15min 

深度清洗 

集中式恒压清洗设备或高压清洗

机 

压力 16~18Mpa 

流量 20~25L/min 

喷雾消杀 

自动喷雾消杀设备或电动超低容

量喷雾器 

雾滴直径 50~80μm 

 

    生产区外部环境消杀对象包括地面、房舍、设备、道路等，采用喷雾消杀（见表 9）。

对垃圾站、化粪池、污道、畜禽产品中转区、料塔、水槽等重点疫病防控区域，可采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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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清洗机进行带有消杀剂的高压消杀。生产区内根据情况布设鼠饵站、捕蝇笼、诱捕灯、

驱鸟灯等设施。 

 

表 9 外部环境消杀设备及参数推荐值[4] 

环节 设备名称 参数名称 推荐值 

喷雾消杀 移动式喷雾消杀设备 

喷幅 12~15m 

雾滴直径 80~120μm 

频次 1 次/天 

高压消杀 高压清洗机 

压力 16~18Mpa 

流量 20~25L/min 

 

3.4.4 病死猪无害化处理 

对病死猪处理应严格遵循控制污染传播、保护环境和人类安全的原则。养殖过程中发

现死亡猪只时，应第一时间进行隔离，由专业人员在养殖场内指定区域检查，并使用病死

猪无害化处理设备进行无害化处理或由专业机构运至指定地点进行处理。对炭疽病等人

畜共患烈性传染病导致的死猪须使用焚尸炉处理。转运牲畜尸体应使用专用搬运车或冷

藏运输车，注意做好防护，避免污染传播。若怀疑发生疫情，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上

报和处置。在此期间，应根据疫病类型有针对性地选择消杀剂，加强对生产区域内的消杀。

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设备作业时应按照使用说明书严格控制温度、时间和压力等参数，保证

尸体处理效果。作业产生的尾气、废水、残渣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处理。 

 

3.4.5 机械化消杀与养殖工艺、消毒剂选用的结合 

对人畜共患病的科学防控，要注意机械化同养殖工艺及消毒剂选用的密切结合。例如，

针对猪在 15日龄前、40～60日龄抵抗力低下期，也即猪传染病高发期，要加强圈舍带畜

机械化喷雾消杀，可有效防控疫病。再如，导致猪 A类传染病的口蹄疫病毒是一种无囊膜

病毒，低温条件下可以长期存活，并对热和干燥有一定的抵抗力，但是对酸碱敏感，在 pH<6

和 pH>9时可以迅速灭活，pH<3时可以瞬间失活，针对病毒的这些特性，选择 3%聚醇醚络

合碘作为消毒剂，发挥碘的杀菌性作用和强酸性特点，按 1:500稀释后对口蹄疫病毒的消

杀效果明显。所以，结合养殖工艺，选择正确的消毒剂，并严格遵循防控规程，才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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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发挥机械化的效能。 

 

3.4.6 制约机械化防控的主要因素 

目前，在亚太地区的畜禽养殖管理中，机械化防控的应用水平普遍不高，制约其发展

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疫病的整体防控能力不足。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2009年的甲

型 H1N1流感和 2019年以来爆发的 Covid-19病毒都对人类造成巨大损失，多数国家面对

重大疫病的整体防控能力，无论是管理层面还是技术层面的应对措施不足是明显的。在疫

病防控体系上的能力建设、资金和装备投入，在防控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创新性进步

与应用，均需有更大的提升。 

（2）小规模和散户养殖的疫病防控非常薄弱。亚太地区多数国家散户较多，养殖的

机械化程度非常低，主要靠人力作业，机械化防控难以实现。而且，直接从事养殖的人员，

防疫管理人员和饲料生产、装备制造、养殖服务等人员，对“以防为主”的疫病防控方针

遵循不够，整体防控的概念缺失，在防控疫病上依赖药物和疫苗，导致防控措施难以实施

到位，机械化防控手段也难以被更大范围地采用。小规模养殖和散户养殖疫病的发生，会

增加养殖业的整体风险。 

（3）机械化疫病防控研发与应用体系尚不健全。疫病防控以疫病机理和牲畜生理的

研究为基础，机械化疫病防控需要把握防控空间、时间以及同药剂的有效结合，才能有效

杀灭病原体和生物媒介、阻断传播途径、隔离易感人畜。在多数亚太国家，防疫机械研发

应用的体系尚未健全，疫病防治与机械化技术融合集成较弱，在用机械作业的有效性整体

水平不高。如防疫中喷雾消杀中同植物保护的常量喷雾混用，导致防疫失效或对人畜伤害。 

（4）牲畜养殖的专业化服务组织的作用发挥不充分。专业化服务是养殖业重要的细

分服务产业。在牲畜养殖的生产环节，养殖废弃物处理和疫病防控专业化特征明显。受养

殖效益和养殖业从业者认识水平的影响，大中规模养殖场通常选择专业的社会化服务，如

畜禽尸体无害化处理、病媒的消防服务等，但小规模养殖场和散户还主要依靠自身能力开

展相应工作，效果同专业化作业差距较大。 

 

3.4.7 机械化防控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农机工业、信息化技术的高速发展，特别是自动控制技术、传感器技术在传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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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上的广泛应用，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同机械化的深度融合，使机械化在疫病防控上可以

发挥更大作用，更具针对性。同时，更需要注重机械化同养殖工艺和药物防控技术的融合。

非洲猪瘟和新冠病毒正在危害养殖业和人类生存安全，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的一份

报告显示，2020年 6月 26日至 7月 9日期间，亚洲因非洲猪瘟导致的猪只死亡和扑杀的

数量为 16894只，占同期全球总数的 96.2%。在应对疫情方面，亚太地区总结了防控不足

的教训，也积累了诸多有效的防控经验。日本早在 1951年就颁布了《家畜传染病控制法》，

对预防疫病爆发、传播及防控措施等做了明确规定，并于 1953年由农林水产省颁布了该

法实施细则，其中明确了喷雾器等消杀防疫设备的应用[5] [6]。印度尼西亚在 2011年成

立了国家人畜共患病委员会，通过国际合作、共享数据以及加强实验室诊断能力，提升疫

病防控能力。同时也面临着政府管理权限不集中、预算不足、地域分散以及地方兽医专业

人员不足等诸多挑战[2]。中国政府已要求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同时系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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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尽快出台

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全体养殖业者对“整

体防控”理念和“以防为主”方针认识进一步强化和统一，完善生物安全有关的软、硬件

设施设备配套成为共识。要加快机械化防控技术和经验的总结提炼，满足对生物安全风险

防控的要求。 

标准化规模养殖是现代养殖业发展的主要方向，但在一定时期内，规模养殖同大量散

户养殖将继续并存。一方面要加快规模养殖场的标准化建设，另一方面要发挥“公司+农

户”模式、“小区养殖”模式的优势，帮助和带领散户养殖融入到现代养殖业，提高养殖

业的整体规模化程度。针对不同规模养殖场制定机械化防控装备配置规程，鼓励社会组织

开展专业的消杀防控服务，为规模养殖场和散户提供有效的疫病防控解决方案。 

 

4. 养殖机械化发展措施与建议 

 

亚太各国应根据本国国情，互相借鉴发展经验，制定发展规划及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

不断提升牲畜养殖规模化、机械化和智能化水平。本研究对亚太地区牲畜养殖机械化发展

的措施与建议如下。 

4.1 加强科技创新与新技术推广：加大养殖装备技术与牲畜健康、疫病防控、环境控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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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集成创新，加强新材料和信息化技术等基础研究，加快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装备

技术在统计监测、育种、生产性能测定上的应用，构建安全稳定的养殖业物联网，开展农

机试验鉴定和示范推广，提高绿色、安全、高效的畜牧机械的供给。 

4.2 鼓励适度规模养殖和场区标准化建设：坚持养殖业与种植业协调发展，鼓励适度规模

养殖，就近就地消纳养殖废弃物，推广有机肥还田利用。推进养殖场区标准化建设，支持

设施养殖模式创新、科学规划、宜机化设计，加强规模化养殖设施装备的集成配套技术指

导，推动养殖全过程机械化。 

4.3 坚持疫病科学防控和机械化的应用：将疫病防控纳入牲畜养殖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制

定养殖场机械化消杀技术规范，并加强对设备使用的技术指导；支持规模化养殖场（区）

配套自动环境监测和控制技术装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病死畜禽尸无害化处理设施

装备，降低因散户防疫失效对养殖大环境防控的风险。 

4.4 发挥市场化、社会化和专业化服务组织作用：推广“公司+农户（家庭农场）”的养殖

模式，引导和扶持小养殖户向标准化、规模化养殖方向发展。发挥市场作用，鼓励社会化

服务组织开展高效青贮饲料（草）收获加工、粪污资源化利用、畜产品贮运、安全净化防

疫等环节的专业化服务。 

4.5 加大政府扶持和金融保险支持：政府建立规模化养殖场建设激励机制，加大对养殖场

户购置畜牧机械装备的扶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牲畜机械装备抵押贷款，政府实施临时贷

款贴息；提高牲畜政策性保险覆盖面。 

4.6 开展从业人员培训教育和广泛的交流合作：加大对养殖场（户）从业人员培训，强化

畜牧设施装备知识学习，培养畜牧机械操作、维修等技术人才，提高全行业人员的素质。

各国农机化部门应加强与动物健康、疫控、环保等其他部门协作；各国间加强经验交流和

数据共享以及与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等国际组织的

密切合作。 

5. 小结 

亚太区域各主要畜种养殖的规模化、机械化具有巨大发展潜力，机遇与挑战并存，应

充分发挥机械化的作用，做好规模化养殖人畜共患病防控。同时，注重对小农户的帮扶和

带动，借助社会化服务整体提升牲畜养殖管理水平，解决畜产品有效供给、环境保护、疫

病防控的问题，保障人类健康和促进区域养殖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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