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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

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兽医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赵洪进、夏炉明、龚国华、常晓静、孙泉云、王建、沈悦、黄忠、朱晓英、

李增强、陈伟锋、刘健、徐锋、陶田谷晟、白艺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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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犬收容场所生物安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流浪犬收容场所选址、布局与设施、流浪犬收容管理、人员管理、物品管理、生

物媒介管理、疫病控制、废弃物处理等生物安全控制的技术规范。

本文件适用于流浪犬收容场所生物安全建设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收容场所 shelter

收留无主犬，包括弃养犬、走失犬或流浪犬自行繁殖犬等，并开展犬领养工作的机构。

3.2

生物安全 biosecurity

为降低病原体传入和散播风险而实施的有效预防和综合控制措施。

3.3

清洁 clean

用物理方法清除物体表面的污垢、尘埃，去除环境中尿液、粪便等有机物，形成视觉上干净的

表面和环境。

3.4

消毒 disinfect

用物理或化学方法消除或杀灭芽孢以外的所有病原微生物。

3.5

隔离 iso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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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可能具有感染风险的犬安置在指定区域，暂时避免和其它犬接触，以切断病原传播和交叉污

染。

3.6

无害化处理 sanitation treatment

用物理、化学等方法处理病死（害）动物、相关动物产品以及粪污，消灭其所携带的病原体，

消除危害的过程。

4 选址、布局与设施

4.1 选址

4.1.1 选择自然排水良好；地势较高的场所。

4.1.2 距离居民区、学校、体育馆等公共场所 1000米以上；距离畜禽养殖场、动物诊疗机构、屠

宰加工场、动物交易场所 500米以上；避免犬吠扰民。

4.1.3 附近有可乘的公共交通工具，以方便居民领养。

4.2 布局与设施

4.2.1 流浪犬收容场所应设立明显的边界屏障，入口处进行人员登记，设置防疫警示标志，避免不

受控人员和其它动物进入场内。

4.2.2 流浪犬收容场所有明确的功能区域，包括接待区、办公区、医疗室、安乐死操作室/冷藏间、

食物准备区、淋浴区、动物区、户外活动区和隔离检疫区，其中隔离检疫区与其他功能区有明显的

区分和屏障设施，设置在其它功能区域的下风向。

4.2.3 动物区包括单独或隔离式犬舍以及集体犬舍两种，其中单独或隔离式犬舍要求每只犬应有不

少于2.5㎡的犬舍；保持空气流通，有自然光源及可作为补充的电灯；围栏高度不少于2m，用金属网

焊接而成，围栏上部向犬舍内倾斜，防止攀爬，犬舍之间应用坚固墙壁分隔，防止犬透过隔离网进

行鼻对鼻的接触，传播犬窝咳等疾病；集体犬舍要求每只犬所需最小空间同单独犬舍相同。

4.2.4 犬舍地面应朝排水沟方向倾斜（1:60）,防止积水；做到耐腐蚀、防水、防滑、不宜出现缝

隙，推荐采用环氧地坪中掺入适量小颗粒金刚砂（防滑）方式，地面与墙壁交接处呈曲线形，约 10cm

高，防止连接处污垢堆积；墙面使用氯化橡胶漆密封性好的材料粉刷，便于清理，防止生物残留、

霉菌滋生和寄生虫虫卵附着。

4.2.5 犬舍排水系统做到一舍一下水，不同笼舍便溺不混合；排水管的直径不小于6cm；污水采用

沼气池等循环再利用环保的方式。

5 流浪犬收容管理

流浪犬首次进入收容场所，须在隔离检疫区完成健康检查，隔离饲养10天。若犬表现无异常，

经狂犬病疫苗以及犬瘟热、犬细小等核心疫苗免疫，体内外驱虫后，方可将犬移入动物区；集体犬

舍必须有相应的绝育政策或者严格的性别隔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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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员管理

6.1 工作人员

6.1.1 收容场所有专人负责生物安全，制定生物安全计划，监督实施和修改完善生物安全措施。

6.1.2 对工作人员定期开展生物安全培训。

6.1.3 动物搜救队成员与动物护理员工作区域不交叉，搜救队成员不进入动物区，动物隔离检疫区

配备专职护理员，一般护理员不进入隔离检疫区。

6.2 外来人员

领养/送养犬等相关外来人员经过身份登记后，应询问其家中有无患病犬，无传染病患病犬则允

许进入接待区；经过严格执行淋浴、消毒、更衣等程序后方可进入犬舍，确定走访路线，限制不必

要的活动，减少外来人员与犬的直接接触；选择领养犬时推荐采用视频方式。

7 车辆管理

7.1 访客外来车辆及收容场所工作人员车辆应停放在收容场所的专用停车场，建议将专用停车场建

在收容场所主体建筑（围墙）之外。确需进入犬舍的，应对车辆进行彻底清洗和消毒，包括车上物

品和驾乘人员。

7.2 犬搜救车辆应停放在收容场所内的固定停车位，固定车位应距离犬舍20m以上（或有围墙隔离），

尽量靠近犬登记及首次检查的区域；对搜救车辆应予以改装（车厢内部放置笼具、日常工具，流浪

犬装载区域应钉上不锈钢板，方便消毒且耐腐蚀）；搜救车辆每天应进行消毒。

8 物品管理

犬收容场所的投入品包括饲料、饮水、消毒剂、疫苗、兽药、垫料等消耗品和设备等。饲料、

消毒剂、疫苗、兽药等应做好产品名称、来源、批号、数量、保质期、进货日期、使用情况等相关

记录并妥善保管；饲料在专门区域存放，有防虫害、防霉变和防其它污染的措施；饮水应符合饮用

水要求，参照GB/5749规定执行。

犬舍用具应当固定，不可相互串用。特别是隔离检疫区的用具应当及时清洗、消毒，做到专舍

专用。

9 生物媒介管理

动物区应有针对啮齿动物、流浪猫和鸟类等风险动物的控制和生物安全措施；夏季蚊蝇滋生季

节，采用喷洒灭蚊蝇药物或者使用灭蚊蝇灯（笼具）等方法进行灭蚊驱蝇。

10 疫病控制

10.1 饲养管理

10.1.1 保持膳食平衡，提供新鲜配制的食物，保证有随时供应的干净饮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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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每天对犬舍进行打扫，为流浪犬提供干净、舒适、安静、安全及健康的环境，通风良好、

室温适宜。

10.2 消毒

10.2.1 各区域有相应的消毒管理制度和操作流程。

10.2.1 隔离检疫区可使用高压水枪冲洗地面，使用板刷和清洁剂擦洗隔离犬舍的所有表面，包括

地面、侧面、休息板等，喷洒消毒液（推荐用广谱的含氯消毒剂，按使用说明书配置消毒浓度），表

面作用时间不少于20min，用温水彻底冲洗所有表面，待干燥后将犬放回。

10.2.3 动物区犬舍内外每天用高压水枪冲洗地面和墙面，每周用广谱含氯消毒剂进行人工喷洒消

毒。隔月轮换使用其它消毒剂。

10.2.4 进入动物区和隔离检疫区的工作人员必须经过消毒通道和足履消毒。

10.3 驱虫和免疫

定期对收容的流浪犬进行驱虫；并进行狂犬病和犬瘟热、犬细小等核心疫苗的预防接种。

10.4 临床观察和处置

10.4.1 兽医人员每天对犬舍进行巡查，并做好巡查记录。

10.4.2 对出现发热、咳嗽、喷嚏、呕吐、腹泻、皮炎等临床症状的犬及时移至隔离检疫区，进行

采样开展针对性检测，对患有人兽共患病或烈性传染病的犬实施安乐死，对犬舍、床、用具、食盘、

饮水盘和工作区进行彻底消毒。

10.4.3 检测发现患有人兽共患病或烈性传染病的犬时，对集体犬舍的同群犬移入隔离检疫区，进

行犬瘟热、犬细小等核心疫苗的加强免疫。对于出现人兽共患病或烈性传染病症状的犬，应实施安

乐死。

10.4.4 对突然死亡的犬、安乐死的犬及时移除并进行无害化处理，严格消毒相应场所和用具；查

明犬突然死亡的可能原因。

11 废弃物处理

11.1 尿水和粪污采取干湿分离；粪便收集和外运过程中，应采取防遗撒、防渗漏等措施；粪污处

理和排放应符合GB/18596的规定。

11.2 对垫料、犬舍废弃物等采取严格的病原清除措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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