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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日期：2021年1月20日

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世卫组织为应对人类-动物-生态系统交界
面的卫生威胁和新兴风险而联合建立了全球预警系统的风险评估（GLEWS+RA）机制，
旨在帮助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国际兽疫
局）的会员国和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的缔约国通过更好地了解新兴威胁的风险
和病原体传播的可能性来提高对急性病疫情的控制效率，从而使感染预防、控制和应
对措施更有针对性。

鉴于迄今为止报告出现SARS-CoV-2的养殖场只有水貂养殖场，本次三方评估以毛
皮动物养殖场为重点。这种病毒在水貂养殖场的存在可能对民众生计、公共卫生和野
生动物产生重要影响，造成广泛的社会经济破坏。此外，SARS-CoV-2在毛皮动物养殖
场的传播也影响了动物福利，并有向外传播到本地野生动物的风险，就可能影响物种
的生物多样性。这次风险评估在区域层面进行，评估了毛皮动物养殖场中引入和传播
SARS-CoV-2的总体风险、从毛皮动物养殖场向人类的传播以及从毛皮动物养殖场向易
感野生动物种群传播SARS-CoV-2的风险。

本次风险评估基于来自非洲、亚洲、欧洲、南北美洲的36个国家的信息，这些国
家有商业养殖用于获取毛皮的鼬科、兔科和犬科动物或有出口毛皮的记录。这些科的
动物包括已知的易感毛皮物种（例如：水貂、兔和貉）。

本次评估中所考量的国家和信息来自向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兽疫局会员国和世
卫组织缔约国分享的数据和报告以及公开来源。评估涵盖的国家包括：阿根廷、白俄
罗斯、比利时、保加利亚、柬埔寨、加拿大、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丹麦、爱沙
尼亚、芬兰、法国、希腊、匈牙利、冰岛、印度、爱尔兰、意大利、哈萨克斯坦、拉
脱维亚、立陶宛、马来西亚、荷兰、挪威、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斯洛伐
克、南非、西班牙、瑞典、泰国、土耳其、乌克兰、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和越南。

本次风险评估基于截至2021年1月20日的可用信息。

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局和世卫组织将在获得新信息时对本评估进
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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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9年12月，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被确定为人体中新
发现的一种冠状病毒。2019年12月，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武汉市官员首次报告了
最早的由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引起的人类COVID-19病例；此后，这种疾病影响了
近1亿人，在全世界造成200多万人死亡。由人类向动物的传播、随后在动物之中的传
播和动物传回人类的情况都有记载，特别是发生在一些国家的养殖水貂中，而且也发
生了几起水貂传人的病例。迄今为止，10个国家（加拿大、丹麦、法国、希腊、意大
利、立陶宛、荷兰、西班牙、瑞典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养殖水貂种群中都发现了
SARS-CoV-2，最初两次的水貂疫情于2020年4月在荷兰报告。虽然在一些受影响的水
貂养殖场，可以观察到动物的临床症状，包括呼吸或胃肠症状（很少），但在大多数
情况下，病毒传播的唯一迹象是动物死亡率略高于基线水平。

最近，对这些养殖场的工人中和周围社区中传播的SARS-CoV-2病毒进行的基因分
析证实了水貂向人类的传播。此外，曾经有几次在水貂种群中传播的病毒变异株中观
察到突变，其中的一些变异株随后也传给了人类，由此可能产生传播性和致病性发生
改变的风险或导致目前开发的疫苗以及候选疫苗的效率降低的风险。

到目前为止，基因改变还没有导致感染COVID-19的水貂养殖场工人的临床表现或流
行病学发生任何变化，这些病例似乎与感染非水貂相关变异株的患者没有什么区别。

通过使用定性证据以及根据用36个毛皮动物养殖国提供的信息在区域层面评估得
出的可能性和后果，本文认为，在区域层面(1)在毛皮动物养殖场中引入和传播 
SARS-CoV-2，(2)从毛皮动物养殖场向人类传播以及(3)SARS-CoV-2从养殖场毛皮动物
向易感野生动物种群传播的总体风险评估如下：由于毛皮产量低和人类感染率低，非
洲的总体风险低；考虑到美洲和亚洲这两个区域的毛皮产量高以及人类病例在不断增
加，这两个区域的总体风险为中等；在欧洲，由于与其他区域相比，在相同的地理区
域中集中的毛皮动物养殖场数量最多，以及易感动物物种种类繁多，并且在一些欧洲
养殖场中，经证实的从受感染的养殖场向外传播到当地社区的事件数量最多，因此欧
洲被评为高风险。

由于许多国家缺乏关于养殖场里毛皮动物的密度数据、毛皮动物养殖场数量数
据、生物安全保障措施的信息以及毛皮动物养殖行业里针对动物和人类进行的动物
SARS-CoV-2的监测结果；而且从毛皮动物养殖场工人身上采集的样本数量相对较少，
前两个方面的风险估计值的置信水平为中等。

第三个方面的风险估计值的置信水平被认为较低，因为缺乏国家、次国家和区域
层面的易感野生动物物种的多样性、密度和分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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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问题

区域层面的可能性和后果是根据国家层面的评估以及每个风险问题下提到的其他
考虑因素进行定性估算得出的。 

1. 毛皮动物养殖场中引入和传播SARS-COV-2的风险有多大？

地域层面 可能性 后果 风险 置信度

非洲 非常不可能 中等 低 中等

美洲 有可能 中等 中等 中等

亚洲 有可能 中等 中等 中等

欧洲 非常有可能 严重 高 中等

理由

评估区域层面毛皮动物养殖场中引入和传播SARS-CoV-2的风险时考虑了36个目标
国家中的五个风险因素，即：(i)养殖水貂的密度，(ii)毛皮动物养殖系统的生物安
全保障水平，(iii)水貂或其他鼬科动物养殖场中确诊的SARS-CoV-2病例，(iv)在水
貂养殖场的工人中和受感染养殖场周围社区中发现的人类COVID-19病例，(v)每百万
人口中人类COVID-19病例的数量。

毛皮动物养殖场引入和传播SARS-CoV-2（以及出现新变异株）的风险评估如下：

• 非洲的风险水平低，鉴于毛皮产量少，仅有一个国家（南非）有生产，并且
相对于非洲人口而言检测到的人类COVID-19病例数量很少。

• 美洲和亚洲的风险水平属于中等，综合考虑到虽然这些区域的毛皮产量高，
以及毛皮动物养殖中使用的易感动物种类繁多，但是在亚洲毛皮动物养殖场
的工人中没有COVID-19感染的报告，而且美洲和亚洲毛皮动物养殖场工人中
报告的感染情况很少。

• 欧洲的风险水平高，主要考虑到与其他区域相比，欧洲的毛皮动物养殖场数
量最多、毛皮动物养殖中使用的易感动物种类繁多、在几个欧洲国家中报告
的人类COVID-19病例相对于人口的数量较高、在许多国家养殖的毛皮动物中
发生了确诊的感染事件，以及毛皮动物养殖场工人中发生了感染的报告。

由于许多国家缺乏关于养殖场里毛皮动物的密度数据、毛皮动物养殖场数量数
据、生物安全保障措施的信息以及毛皮动物养殖行业里针对动物和人类进行的动物
SARS-CoV-2的监测结果，问题1的风险估计值的置信水平被认为属于中等。

关于国家可能性评估的更多细节内容，请参见地图1和附件1。

SARS-CoV-2在毛皮动物养殖场之间的传播可能以几种方式发生：直接接触受感染
的动物，间接接触污染物（如受污染的材料、饲料或粪便），或者经由养殖场工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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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的病毒排毒或他们的衣服、设备或车辆上携带了病毒。动物中的SARS-CoV-2也可
能通过受感染的野生或流浪动物物种传播，如野生水貂和野猫，它们是已知的该病毒
易感宿主，尽管这种传播途径迄今尚未得到证实。引入后传播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水貂养殖场的密度，以及养殖场之间通过动物、人、车辆和其他污染物的流动
而联系在一起的程度；国家预警监测系统的效率与效力；以及国内快速反应机制的效
率与效力。然而，由于此次风险评估主要针对区域层面的传播，因此上述这些因素不
在本次风险评估的考虑之内。

区域层面的SARS-CoV-2在毛皮动物养殖国之间跨境传播的风险更多是来自于感染
了COVID-19的人员的流动，而不是感染了病毒的水貂或其他易感动物的流动。

目前，所有拥有毛皮动物养殖场的国家都在努力改善生物安全保障和生物控制水
平，并加强良好卫生管理实践的应用。然而，这些实践做法的实施情况如何还有待了
解。现有数据表明，在接受评估的36个国家中，有18个国家采取了中度至高度的生物
安全保障措施。虽然访客和工人进入毛皮动物养殖场的规定变得更加严格，并建议工
人和访客使用个人防护装备，但对养殖场里的毛皮动物和其他动物进行积极监测仍然
是一项挑战，需要持续的多部门合作和协调。在15个国家已经实施了积极的监测，也
确有通过监测发现疫情的情况，但是（根据荷兰和丹麦的经验）人们注意到，当水貂
开始出现症状时，疾病可能已经悄无声息地传播开了。

一些国家（加拿大、丹麦、法国、希腊、意大利、立陶宛、荷兰、西班牙、瑞典
和美利坚合众国）已经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正式报告了在水貂身上出现SARS-CoV-2的

估计可能性

很有可能
可能
不大可能
非常不可能
没有毛皮动物养殖
没有可用数据

地图基于从世卫组织、国际兽疫局、粮农组织和其他公开来源收集的截至2021年1月20日的临时数据

* 本地图上显示的边界和名称以及使用的称呼并不代表粮农组织对任
何国家、领土、城市或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其边界或分界
线的划定表达任何意见。地图上的虚线表示可能尚未完全达成一致的
大致边界线。

地图1. 国家层面的毛皮动物养殖场中引入和传播SARS-COV-2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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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问题

情况。

2. 从毛皮动物养殖业向人类传播SARS-COV-2的公共卫生风险有多大？

地域层面 可能性 后果 风险 置信度

非洲 非常不可能 中等 低 中等

美洲 有可能 中等 中等 中等

亚洲 有可能 中等 中等 中等

欧洲 非常有可能 严重 高 中等

理由

SARS-CoV-2从养殖场的毛皮动物向人类传播构成了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经
济威胁，需要采用“卫生一体化”的方法来进行管理。

尽管在编写这份三方风险评估报告时水貂养殖场已经采取了生物安全保障措施，
但已有十个国家（加拿大、丹麦、法国、希腊、意大利、立陶宛、荷兰、西班牙、瑞
典和美利坚合众国）报告了动物传人和人传动物的情况。

根据最近的COVID-19监测结果，加拿大、丹麦、法国、希腊、意大利、立陶宛、荷
兰、西班牙、瑞典和美利坚合众国均已报告了水貂养殖场中发现有SARS-CoV-2感染动物
和人类的情况，其中一些国家发现了与养殖水貂相关的SARS-CoV-2新变异株的病例。

这些变异株的传播凸显了加强在全球范围内识别并优先关注潜在的相关突变的机制
的必要性；以及有必要通过既定的控制方法来降低总体传播率，以降低发生突变的可能
性和负面影响。

基于从感染SARS-CoV-2变异株的水貂养殖场工人身上提取的小样本量，很难准确
评估其传染性、致病性和表型变化是否可能影响候选疫苗的效率。到目前为止，基因
变化还没有引起感染COVID-19的养殖场工人的临床表现或流行病学发生任何变化。

尽管已经有了公众意识，但在毛皮动物养殖场仍然没有将使用个人防护装备来避
免吸入和皮肤或身体接触被感染和潜在被感染动物的做法作为常规实践。

根据目前的信息和在那些有水貂养殖场感染报告的国家进行的研究，COVID-19传
播到附近社区的风险应予以考虑，养殖场工人和任何访客，包括兽医、饲料供应商和
其他可能直接接触受感染水貂或养殖场环境（如饲料、设备、粪便……）的人，都处
于高职业卫生风险中。

从毛皮动物养殖业向人类传播SARS-CoV-2的公共卫生风险评估如下：

• 非洲的风险水平低，主要是毛皮动物养殖场数量少。然而，SARS-CoV-2从受感
染的养殖场工人向养殖毛皮动物传播和养殖毛皮动物向人类传播的潜在风险不
能被忽视。

• 美洲和亚洲的风险水平中等，对于直接或间接接触养殖毛皮动物的个人来说是
这样，主要是这些区域的毛皮产量高；虽然养殖场分散在不同地区，因此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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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养殖场之间的传播风险和放大效应。然而，北美大约一半的毛皮产量来自小
型家庭养殖场，各养殖场的生物安全保障措施也各不相同。在亚洲，生物安全
保障水平较低也增加了从养殖动物向外传播的风险途径。

• 欧洲的风险水平高，主要因为相同的地理区域集中的毛皮动物养殖场数量最多，
而且在一些欧洲国家已证实存在从受感染的养殖场逆传到当地社区的情况。随着

病毒在人类和动物种群之间进行传递，病毒可能会发生基因改变，更有可能出现
新变异株。

3. 从毛皮动物养殖系统向易感野生动物种群传播SARS-COV-2的风险有多大

地域层面 可能性 后果 风险 置信度

非洲 有可能 轻度 低 低

美洲 非常有可能 轻度 中等 低

亚洲 非常有可能 轻度 中等 低

欧洲 非常有可能 中等 高 低

新发传染病往往对野生动物保护和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逃离养殖场的毛皮动物
可能会成为病毒的维持宿主，而且如果当地存在易感宿主，会导致SARS-CoV-2传播到
同域的野生动物物种。然而，目前没有足够的信息来评估在易感野生动物中形成
SARS-CoV-2储存宿主的可能性。在所有存在或曾经存在水貂养殖的国家，养殖水貂外
逃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问题。一般认为在大规模扑杀过程中水貂外逃的情况会增加。在
丹麦的一个地区，已经发现大多数自由放养的水貂（79%，n=213）原本是在养殖场出
生后来逃脱掉的，这表明养殖场可以作为野生种群的一个真正来源，维持着高水平的
水貂丰富度。其他国家也报告过类似的结论。外逃水貂不会远离野生水貂单独流浪；

V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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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貂养殖业向人类传播SARS-CoV-2（包括变异毒株）的可能性
（截至2021年1月20日的情况）

不适用 © 世界卫生组织。版权所有。

本出版物中采用的名称和提供的材料并不代表世卫组织对任何国家、领土、
城市或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其边界或分界线的划规表达任何意见。
地图上的虚线表示可能尚未完全达成一致的大致边界线。

阿 根 廷

比利时

保加利亚

白俄罗斯

加 拿 大

中 国

丹麦

西班牙

爱沙尼亚

芬兰

法 国

希腊

匈牙利

印 度

爱尔兰

冰岛

意大利

哈 萨 克 斯 坦

柬埔寨

立陶宛
拉脱维亚

马来西亚

荷兰

挪威

波 兰

罗马尼亚

俄 罗 斯 联 邦

斯洛伐克

瑞典

泰国

土 耳 其

乌克兰

乌拉圭

美 利 坚 合 众 国

越南

南 非
可能性

非常可能（5）
可能（11）
不大可能
非常不可能
无可用数据

数据来源：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地图制作：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

地图2. 国家层面的水貂养殖业向人类传播SARS-COV-2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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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问题

已经存在外逃水貂和野生水貂在野外杂交的记录。在美利坚合众国犹他州一个受感染
的水貂养殖场周围捕获的一只自由放养的野生水貂已经确诊感染了SARS-CoV-2。这是
全球第一只被确诊感染SARS-CoV-2的自由放养的本土野生动物。这表明这只野生水貂
是由于间接或直接接触被感染的养殖水貂而被感染的。尽管如此，还没有证据表明
SARS-CoV-2在受感染的水貂养殖场周围的野生水貂种群中传播。 

在国家层面，SARS-CoV-2也可能通过野生动物与感染的养殖动物之间的直接接触以及
通过与受污染的尸体、废物和其他污染物的间接接触从养殖的毛皮动物向野生动物进行传
播。已知养殖毛皮动物或污染物与流浪动物（即流浪猫）之间存在着直接和间接接触。这
些流浪动物可以充当过桥物种，再将病毒传播给野生易感物种。已有对受感染的貂养殖场
附近的流浪猫暴露于SARS-CoV-2的描述，甚至在已知生物安全保障水平为中等至高度的国
家也有这种情况。关于国家可能性评估的更多细节内容，请参见地图3和附件2。

在区域层面，跨境传播预计主要发生在位于国家边境地区的毛皮养殖场内，因为
只要水貂能够在附近方便地获得食物，就不会发生外逃水貂离开原来的活动范围长途
跋涉的情况。附件2列出了一些评估考虑因素。这个问题将随着更多关于野生动物种
群分布和密度的信息的出现而更新。

理由

评估SARS-CoV-2从毛皮动物养殖系统传播到上述区域的易感野生动物种群的风险
时考虑了四个因素，即：(i)养殖水貂的密度，(ii)毛皮动物养殖系统的生物安全保
障水平，(iii)毛皮动物养殖场水貂感染SARS-CoV-2的确诊病例，以及(iv)该国是否
存在野生鼬科和犬科动物。2020年12月，在美利坚合众国犹他州检测到第一只确诊感
染SARS-CoV-2的自由放养的本地野生水貂，对病毒分离物进行了种系发生的分析，证
实与在水貂养殖场发现的病毒的基因高度匹配。

从毛皮动物养殖场向易感野生动物种群传播SARS-CoV-2的风险评估如下：

• 欧洲的风险水平高，主要是考虑到在五个欧洲国家有可能或非常有可能发生SARS-
CoV-2向易感野生动物的传播，毛皮动物养殖场的数量相比其他区域更多，毛皮动
物养殖场饲养的易感动物物种繁多，以及存在鼬科和犬科的野生易感物种。

地图基于从世卫组织、国际兽疫局、粮农组织和其他公开来源收集的截至2021年1月20日的临时数据

* 本地图上显示的边界和名称以及使用的称呼并不代表粮农组织对任
何国家、领土、城市或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其边界或分界
线的划定表达任何意见。地图上的虚线表示可能尚未完全达成一致的
大致边界线。

估计可能性

很有可能
可能
不大可能
非常不可能
没有毛皮动物养殖
没有可用数据

地图3. 国家层面从毛皮动物养殖系统向易感野生动物种群传播SARS-COV-2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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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和美洲的风险水平为中等，主要是考虑到这些地区的毛皮产量，毛皮动物
养殖系统中饲养的易感动物物种繁多，以及存在鼬科和犬科的野生易感物种。

• 非洲的风险水平低，主要是考虑到那里的皮毛产量低，且只有一个国家（南
非）存在为数不多的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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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信息

危害/病原体/疾病信息

人类冠状病毒最早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七种已知的人类冠状病毒中有四种
会引起普通感冒症状，仅产生中等程度的临床影响。其他三种，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
病毒（MERS-CoV）、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ARS-CoV）和严重急性呼吸综合
征冠状病毒2（SARS-CoV-2）属于人畜共患病病毒，可从脊椎动物传播给人类，并通
过发生突变和重组而能够适应人类宿主。

SARS-CoV-2被归为乙型冠状病毒属的新成员，2019年12月首次在人类中发现，此
后感染了9500多万人，导致全球200多万人死亡。一般认为该病毒的祖先与蝙蝠携带
的病毒有联系，但SARS-CoV-2的确切来源和中间宿主尚未确定。该病毒似乎主要通过
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在人际间传播，不过有证据表明在人与动物的交界面也有传
播。SARS-CoV-2能够导致人畜共患病逆向传播，因为有一些动物在与受感染的人接触
后（如貂、狗、家猫、狮子、老虎、雪豹、美洲狮、雪貂、大猩猩）或在实验感染后
（小鼠、狗、猫、雪貂、仓鼠、灵长类动物、树鼩）被检测为SARS-CoV-2阳性。在几
个国家的水貂养殖场中都有动物传人和动物传动物的传播记录。流行病学和实验数据
表明，SARS-CoV-2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和直接或间接接触在动物之间传播。目前，没
有证据表明动物——包括养殖的毛皮动物——在SARS-CoV-2向人类的传播中起着重要
作用。

新发传染病通常会对本地野生动物物种构成威胁。逃离养殖场的毛皮动物可能会成
为病毒的维持宿主，导致向同域野生动物的传播，这尤其是一个威胁。任何成为SARS-
CoV-2储存宿主的野生动物物种都可能构成持续的人畜共患病的公共卫生风险，导致
SARS-CoV-2向其他动物物种传播的风险，以及对这些物种产生负面看法的风险，从而使
人类对这些物种及其种群造成威胁。

SARS-CoV-2已在10个国家（加拿大、丹麦、法国、希腊、意大利、立陶宛、荷
兰、西班牙、瑞典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养殖水貂种群中发现并报告，最早的两次水貂
疫情于2020年4月在荷兰报告。大多数受影响的养殖场都报告了工人中发生了SARS-
CoV-2感染，可以推测水貂养殖场是通过人传貂感染的，这证明SARS-CoV-2可成为逆
向人畜共患病。随后在丹麦、立陶宛、荷兰、西班牙、意大利、美利坚合众国、瑞典
和希腊的养殖场也证实出现了貂传人的现象。

SARS-COV-2变异株

突变的出现是SARS-CoV-2进化过程中的一个自然和可预期的事件，自大流行开始
以来一直都有被监测和观察到。在大多数情况下，突变没有或几乎没有直接影响；然
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发现了几个令人担忧的SARS-CoV-2变异株。

这些变异株包括：养殖水貂中的感染，B.1.1.7谱系中的SARS-CoV-2 VOC 202012/01
（引发关切的变异株，2020年12月变异株01)、B.1.351谱系中的SARS-CoV-2 501Y.V2变
异株以及B.1.1.28谱系中的几个变异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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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测序工作的加强，其他一些可能引起兴趣或关切的变异株正在迅速出现。
初步数据显示，至少有两个变异株（VOC 202012/01和501Y.V2）比野生型病毒更容易传
播。新出现的证据表明501Y.V2变异株能够逃脱抗体的中和作用，导致一半受试者体内
的中和活性丧失，另一半受试者体内的中和活性降低，这表明有可能会再次感染。

目前几乎没有可用的信息来评估这些新变异株是否会导致严重程度的变化；然
而，新变异株造成的感染严重程度虽没有什么变化，但观察到其传播力更强，这导致
COVID-19的住院和死亡人数增加，并加大了受影响国家的卫生系统的压力。已确立的
和经过证明的预防性措施和公共卫生及社交措施似乎仍然有效，在这些采取措施的国
家中能够观察到人类病例发病率明显下降。

这些在几个国家报告的人类和动物病例中发现的突变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尚不清
楚。目前正在进行研究，以确定它们是否会影响诊断检测、治疗和/或未来疫苗的有
效性，以及是否会更易发生再次感染。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来评估SARS-CoV-2变异株
导致人畜共患病的潜力、其传播力或毒性的潜在变化以及对再次感染会产生什么影
响。由于抗体中和活性的降低，水貂相关变异株的进一步传播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公共
卫生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了解SARS-CoV-2的致病性（特别是在养殖毛皮动物
中）、传播方式、潜伏期以及对易感野生动物的致病性和传播性。

事件背景

水貂感染SARS-CoV-2的病例最早于2020年4月26日在荷兰的两个水貂养殖场被发
现。5月，荷兰又有两个水貂养殖场受到感染。在水貂养殖场的环境和动物检测中，在
养殖场内生活的三只猫体内和水貂饲养棚舍里的灰尘颗粒中均检测到SARS-CoV-2。十
天之后，一名养殖场工人报告感染了COVID-19，根据官方调查报告，很可能是感染了
SARS-CoV-2的水貂将病毒传染给了这名工人。然而，水貂是如何被感染的尚不清楚。

荷兰对所有受影响的水貂养殖场都采取了扑杀措施，并建议养殖场采取严格的生
物安全保障措施和生物控制措施，包括强制筛查、禁止水貂移动、限制访客以及强制
所有工作人员和访客使用个人防护装备。

从4月26日至1月20日，共有10个国家正式报告在水貂养殖场发现了SARS-CoV-2。
其中有八个欧盟成员国：丹麦（207个养殖场）、法国（1个养殖场）、希腊（17个养
殖场）、意大利（1个养殖场）、立陶宛（2个养殖场）、荷兰（69个养殖场）、西班
牙（1个养殖场）、瑞典（13个养殖场），还有北美洲的美利坚合众国（17个养殖
场）和加拿大（2个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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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性信息

情景描述

毛皮动物养殖是为了获得毛皮而繁育或饲养某些类型动物的做法。出于本文目
的，信息来源为世界上36个报告养殖鼬科动物（包括：水貂、黑貂、貂鼠、水獭、白
鼬、獾、黄鼠狼和雪貂）和其他毛皮动物（如龙猫、兔子、野兔、貉、狐狸、北极
狐、山猫、猞猁和海狸鼠）的国家。

世界上大部分的养殖毛皮产于欧洲。欧盟大约有5000个毛皮动物养殖场，分布在
23个国家。2018年，欧盟最大的毛皮动物生产国是丹麦（1760万只）、波兰（500万
只）、荷兰（450万只）、芬兰（185万只）、希腊和立陶宛（均为120万只）。这些
国家总共占全球养殖毛皮产量的50%，丹麦是欧洲最大的貂皮生产国。同一时期的数
据显示，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2070万只）、美国（310万只）和加拿大（170万
只）也在养殖水貂以获取毛皮，因此全球水貂总数约为6050万只。

一些国家出于道德或公共卫生的原因，已经完全禁止毛皮动物养殖，另外有些地
方也对毛皮的进出口进行了限制。

国家的能力

各国管理毛皮动物养殖系统中SARS-CoV-2的引入和传播风险以及向易感野生动物
传播的风险的能力差异很大。

各国采用不同的生物安全保障和公共卫生措施，而且各国的监测系统也各不相
同，有的只是临时对养殖的毛皮动物和养殖场工人进行检测，有的则是根据“卫生一
体化”的方法采用完善的综合监测系统。有的国家对所有阳性动物和/或人类病例进
行全基因组测序，而有的国家则没有能力进行全基因组测序，样本被送到其他国家的
实验室进行测序。

SARS-CoV-2阳性结果

捕获确诊动物，2020年1月至10月

捕获确诊动物，2020年11月至12月

* 本地图上显示的边界和名称以及使用的称呼并不代表粮农组织对任何
国家、领土、城市或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其边界或分界线的
划定表达任何意见。地图上的虚线表示可能尚未完全达成一致的大致边
界线。

地图4. 截至2021年1月20日全球SARS-COV-2检测呈阳性的水貂养殖场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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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苗接种方面，目前有50多种COVID-19候选疫苗正在试验中。截至2021年1月
20日，已有12种COVID-19疫苗（分别由阿斯利康/牛津、巴拉特生物技术国际有限公
司、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国药集团、奥斯瓦尔多·克鲁兹科基金会、复星生物技
术、加玛利亚研究所、莫德纳、辉瑞/BioNTech、印度血清研究所、科兴生物、天津
康诺希和俄罗斯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开发）被一些国家的主管部门批准用
于人类；迄今为止，世卫组织已于2020年12月31日批准辉瑞/BioNTech的疫苗进入紧
急使用清单。不过，各国的国家监管机构确实有权力和管辖权来采取适当的监管决定
以授权疫苗在本国的使用。

国家的脆弱性

一些国家面对疾病的威胁更为脆弱。毛皮动物养殖场的生物安全保障和生物安全
水平并不统一。许多毛皮动物被饲养在一个小范围内，病毒在如此大量的同类种群中
传播会推动病毒的进化。尽管有这个公众意识，在养殖场中人们并不是一直在使用全
套个人防护装备，而且在水貂饲养、水貂皮剥取和加工过程中的密切接触仍有将病毒
传染给人类和/或动物的风险。此外，个人防护装备在一些国家的供应有限。

由于疫苗短缺，并非所有国家都接种了人用COVID-19疫苗。动物用COVID-19疫
苗仍处于实验开发阶段。由于早期发现和进行全基因组测序以及跨动物与人类交界面
比对数据的能力有限，低收入国家在面临养殖毛皮动物和人类之间传播时也更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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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降低SARS-COV-2形成公共卫生风险的可能性及其在毛皮动物养殖场引入

和传播的可能性的建议措施

• 在饲养[1]鼬科、兔科和犬科物种（包括貉、狐狸、黑貂、水貂、雪貂和
兔）的毛皮动物养殖场采用和执行严格的卫生生物安全保障措施以防出现
SARS-CoV-2，并考虑在地方、国家和区域层面采取快速遏制的措施。

• 向养殖场工人和访客提供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并确保他们使用。通过穿戴个
人防护装备，以及与动物接触后彻底洗手或消毒，可以防止人类感染。养殖
场工人在进行清洁和消毒作业时，需要加强防护，并穿戴防护面具、耐化学
腐蚀的衣物、手套和护目镜。

• 根据现有证据，对动物进行SARS-CoV-2检测应基于风险的考量，并且仅作为“
卫生一体化”方法下对COVID-19进行的全面响应中的一部分予以考虑，“卫生
一体化”方法包括酌情根据养殖场工人和动物的病例定义实施的预警和监测系
统。

• 应根据地理邻近性并与兽医和野生动物管理机构合作，考虑在感染了SARS-
CoV-2的毛皮动物养殖场附近对易感野生物种和其他自由放养动物进行取样
和检测。

• 症状与COVID-19相符的养殖场工人和/或与症状与COVID-19相符的人以及与
之生活在一起的人不得进入毛皮动物养殖场。

• 在涉及毛皮动物养殖场的SARS-CoV-2疫情中，建议对来自人类病例和水貂的病
毒进行测序，包括种系发生分析和基因序列比对，以了解感染的方向（动物传
动物、动物传人、人传动物或人传人），并发现和评估是否发生了突变。

• 建议所有国家加强针对养殖场和已知野生动物储存宿主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
全保障措施，以限制传播风险。这包括对养殖场工人、访客和从事畜牧业或
扑杀的人员采取感染预防和控制措施

• 建议所有国家在发现了易感动物储存宿主（包括毛皮动物养殖场）的动物与
人类交界面加强对COVID-19的监测。

• 鼓励研究界评估其他养殖毛皮物种对SARS-CoV-2的易感性。

• 需要进一步研究以了解SARS-CoV-2变异株的致病性（尤其是在养殖毛皮动
物中）、传播方式、潜伏期和传染期；以及对易感野生动物的致病性和传
播风险。

https://www.oie.int/fileadmin/Home/MM/Draft_OIE_Guidance_farmed_animals_cleanMS05.11.pdf
https://www.oie.int/fileadmin/Home/MM/Draft_OIE_Guidance_farmed_animals_cleanMS05.11.pdf
https://www.oie.int/fileadmin/Home/MM/Draft_OIE_Guidance_farmed_animals_cleanMS05.11.pdf
https://www.oie.int/fileadmin/Home/MM/A_Sampling_Testing_and_Reporting_of_SARS-CoV-2_in_animals_3_July_2020.pdf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WHO-2019-nCoV-Surveillance_Case_Definition-2020.2
http://www.fao.org/3/cb2549en/CB2549EN.pdf


12

养殖毛皮动物中的SARS-CoV-2 – 全球预警系统（GLEWS+）的风险评估

进入养殖场时，应遵循以下措施规定：

• 非必要访客不得进入养殖场。

• 工人和访客必须将车辆停放在远离动物棚舍的指定区域。

• 记录所有进入养殖场的人员的信息，包括日期、联系信息、具体的进出时
间、以及来访性质，包括（例如食品供应商、兽医）过去两周去过的其他养
殖场；任何人如果体征和症状与COVID-19相符，都不得进入养殖场。

• 任何感染了SARS-CoV-2的人，或因接触了COVID-19患者而被隔离的人，在
获得医疗提供者的许可之前不得进入养殖场。

• 养殖场工人实行错峰上班，这样他们就不会聚集在公共空间。

• 在可行的情况下，使用全进全出的养殖策略，在补充新的动物前进行清扫和
消毒作业，使用推荐的消毒剂，并按照产品标签上的说明使用。

在养殖场内应采取以下措施：

• 在不同工棚/棚舍之间活动时，穿戴新的或经过清洁消毒的个人防护装备，如
一次性口罩、围裙、丁腈手套和靴子。

• 进入养殖场时，使用含有清洁消毒剂（每天更换）的洗脚池对靴子进行消毒。

• 每天更换/消毒个人防护装备，即每次进入养殖场前和离开养殖场后。

• 使用推荐的消毒剂并根据产品标签上的说明对所有空间进行清洁和消毒。

• 对公共区域，如休息区、厨房、咖啡室、更衣室、浴室和睡觉的地方进行常规
清洁和消毒。

• 通过适当储存饲料和垫料保持场所清洁，并确保每天清除残渣、饲料废物和粪
便。对废物、粪便或其他材料进行适当处置，以避免吸引有害小动物。粪便和
废弃垫料在运离养殖场之前必须消毒。皮毛剥取过程中使用的所有锯屑都含有
脂肪，因此必须按照规定进行适当销毁。

• 使用封闭式喂食和喂水系统，尽量频繁清洗，至少每月清洗一次。

• 封闭孔洞和裂缝，固定门和围栏，以防止动物外逃和在养殖场周围活动，不
要让狗、猫、野生动物和有害小动物出现在养殖场。

• 不要让工人在不同的养殖场之间轮岗，以降低病毒进一步传播的可能性。

• 确保始终保持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至少1米的距离），错开用餐时间和休息
时间，以避免休息室里人员聚集。

https://www.oie.int/index.php%3Fid%3D169%26L%3D0%26htmfile%3Dchapitre_disinfect_disinsect.htm
https://www.oie.int/fileadmin/Home/MM/EN_2_Factsheet_SARS-CoV-2_v8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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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劳动力可能发生短缺做好准备，并制定应急计划以确保工作的连续性。

• 使用工具时，确保在使用后以及拿到养殖场的任何其他地方使用前必须消毒。

• 实行基本的个人卫生措施，特别是在处理动物之前和之后经常洗手。

• 提高养殖场工人对动物中SARS-CoV-2如何传播以及如何预防感染的认识，并
用养殖场工人的语言经常提醒他们遵守在养殖场针对SARS-CoV-2的生物安全
和生物安全保障措施。

数据共享

• 由于SARS-CoV-2被认为是一种新发疾病，敦促各国根据《陆生动物卫生法
典》第1.1.4条，一旦发生任何符合国际兽疫局指南中病例定义的动物感染
SARS-CoV-2的病例，立即通过国际兽疫局的全球动物卫生信息系统进行报
告。鼓励各会员国根据《陆生动物卫生法典》第1.1.6条向国际兽疫局报告
任何其他相关信息，如实验研究或流行率调查，以帮助我们提高对SARS-
CoV-2的认识。立即通报是“卫生一体化”的一项重要监测活动，以支持公
共卫生部门在全球范围内控制COVID-19的努力。

• 鼓励快速交流解决动物（特别是毛皮物种）感染的应用研究或实地研究，并
立即与国家兽医服务部门分享结果，以加强防范和应对。

• 水貂养殖场的疫情凸显了养殖毛皮动物在SARS-CoV-2持续传播中发挥的重要
作用，也证明进行强有力的监测、采样和病毒测序十分关键，特别是在使
用“卫生一体化”方法发现了动物储存宿主的地区开展这些工作。鼓励所有
国家尽可能地增加对SARS-CoV-2的测序，包括在国家层面加强测序能力的建
设或建立机制将样本转交给具有测序能力的区域实验室，并在国际上分享测
序数据，以监测病毒的进化。所有国家都应继续开展适当的预防和控制活
动，评估本地的传播水平，并根据世卫组织的指导相应调整公共卫生和社交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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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1：毛皮动物养殖场中引入和传播SARS-CoV-2的风险因素和可能性

已知存在毛皮动物

养殖的国家 水貂密度类别

生物安全

保障

养殖鼬科

动物中的 
SARS-CoV-2 
确诊病例

在水貂养殖
场的

工人中发现
的人类

COVID-19 
病例 可能性

阿根廷 <500 000 无数据 无 无 不太可能

白俄罗斯 500 000 - <1 000 000 无数据 无 无 不太可能

比利时 <500 000 高 无 无 不太可能

保加利亚 <500 000 低 无 无 不太可能

柬埔寨 ≥1 000 000 无数据 无 无 不太可能

加拿大 ≥1 000 000 中等 有 有 非常有可能

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1 000 000 中等 无 无 不太可能

丹麦 <500 000 高 有 有 有可能

爱沙尼亚 <500 000 无数据 无 无 不太可能

芬兰 ≥1 000 000 中等 无 有 有可能

法国 <500 000 高 有 无 有可能

希腊 ≥1 000 000 高 有 有 有可能

匈牙利 <500 000 低 无 无 有可能

冰岛 <500 000 无数据 无 无 非常不可能

印度 <500 000 无数据 无 无 非常不可能

爱尔兰 <500 000 高 无 无 不太可能

意大利 <500 000 高 有 无 有可能

哈萨克斯坦 <500 000 无数据 无 无 非常不可能

拉脱维亚 500 000 - <1 000 000 中等 无 无 有可能

立陶宛 ≥1 000 000 高 有 有 非常有可能

马来西亚 <500 000 无数据 无 无 不太可能

荷兰 <500 000 高 有 有 有可能

挪威 500 000 - <1 000 000 高 无 无 不太可能

波兰 ≥1 000 000 低 无 无 非常有可能

罗马尼亚 <500 000 中等 无 无 不太可能

俄罗斯联邦 500 000 - <1 000 000 低 无 无 有可能

斯洛伐克 <500 000 无数据 无 无 不太可能

南非 <500 000 无数据 无 无 不太可能

西班牙 500 000 - <1 000 000 高 有 有 有可能

瑞典 ≥1 000 000 高 有 有 非常有可能

泰国 ≥1 000 000 无数据 无 无 不太可能

土耳其 <500 000 无数据 无 无 不太可能

乌克兰 500 000 - <1 000 000 高 无 有 有可能

乌拉圭 <500 000 无数据 无 无 不太可能

美利坚合众国 ≥1 000 000 中等 无 有 非常有可能

越南 <500 000 无数据 无 无 非常不可能

无数据：在没有生物安全保障数据的国家，可能性估计值的不确定性比其他国家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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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从毛皮动物养殖系统向易感野生动物种群传播SARS-CoV-2的风险因素和可能性

已知存在毛皮动物

养殖的国家 水貂数量

养殖鼬科

动物中的感染
SARS-CoV-2 
的确诊病例 生物安全保障

是否存在野生

鼬科动物 可能性

阿根廷 <500 000 无 无数据 是 非常不可能

白俄罗斯 500 000 - <1 000 000 无 无数据 是 不太可能

比利时 <500 000 无 高 是 不太可能

保加利亚 <500 000 无 低 是 不太可能

柬埔寨 ≥1 000 000 无 无数据 是 不太可能

加拿大 ≥1 000 000 有 中等 是 有可能

中国（中华人民共和
国）

≥1 000 000 无 中等 是 不太可能

丹麦 <500 000 有 高 是 不太可能

爱沙尼亚 <500 000 无 无数据 是 非常不可能

芬兰 ≥1 000 000 无 中等 是 不太可能

法国 <500 000 有 高 是 不太可能

希腊 ≥1 000 000 有 高 是 有可能

匈牙利 <500 000 无 低 是 不太可能

冰岛 <500 000 无 无数据 是 非常不可能

印度 <500 000 无 无数据 是 非常不可能

爱尔兰 <500 000 无 高 是 不太可能

意大利 <500 000 有 高 是 不太可能

哈萨克斯坦 <500 000 无 无数据 是 非常不可能

拉脱维亚 500 000 - <1 000 000 无 中等 是 不太可能

立陶宛 ≥1 000 000 有 高 是 有可能

马来西亚 <500 000 无 无数据 是 非常不可能

荷兰 <500 000 有 高 是 不太可能

挪威 500 000 - <1 000 000 无 高 是 不太可能

波兰 ≥1 000 000 无 低 是 有可能

罗马尼亚 <500 000 无 中等 是 不太可能

俄罗斯联邦 500 000 - <1 000 000 无 低 是 有可能

斯洛伐克  <500 000 无 无数据 是 非常不可能

南非 <500 000 无 无数据 是 非常不可能

西班牙 500 000 - <1 000 000 有 高 是 不太可能

瑞典 ≥1 000 000 有 高 是 有可能

泰国 ≥1 000 000 无 无数据 是 不太可能

土耳其 <500 000 无 无数据 是 非常不可能

乌克兰 500 000 - <1 000 000 无 高 是 不太可能

乌拉圭 <500 000 无 无数据 是 非常不可能

美利坚合众国 ≥1 000 000 有 中等 是 有可能

越南 <500 000 无 无数据 是 非常不可能

无数据：在没有生物安全保障数据的国家，可能性估计值的不确定性比其他国家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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