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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进出猪场人流、物流、车流生物安全有效防控，其中

车流防控最关键，因为其他方面的生物安全防控，养殖场经过

努力，自己可以做到，而携带病毒的运猪或饲料车辆在猪场与

猪场之间、猪场与屠宰场之间、猪与饲料厂之间流通，存在交

叉传播风险。所以洗消中心的生物安全防护功能至关重要，最

终实现消灭传染源、切断疫病传播途径的目的，其重要性、迫

切性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只有对生猪运输专用车、生猪运输

车洗消中心、洗消规程及监管等进行详细规范，从而切断疫病

传播风险。

第 一 节  洗消中心的功能

洗消中心就是对进出猪场的车辆进行清理、清洗、杀菌消

毒、烘干的专门设施。清洗结束后将车辆驶入烘干房进行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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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菌消毒。一定要有效清洗，有效消毒。非洲猪瘟病毒对高温

敏感，70℃ /30min 或 85℃ /3min 即可灭活，因此通过洗消中

心高温和充足的时间，车辆携带病毒这条传播途径便得到了有

效的预防，阻断了病毒的入侵，构建生物安全重要防线。

第 二 节  洗消中心的分类和组成 

一、按照场地分类

屠宰场车辆洗消中心、猪场洗消中心、第三方洗消中心、

运输车辆集中洗消中心、猪场车辆洗消中心、兽医院洗消中心。

二、按照方式分类

单体清洗设备、全自动清洗消毒车、高温消毒系统和中央

清洗系统。

三、 组成

（1）单体清洗设备。如移动冷热水高压清洗机，固定式

清洗机，底盘高压清洗机等（图 3-1、图 3-2），尤其是底盘

高压清洗机必须配置。

（2）全自动洗车机。适合大、小型车辆清洗消毒。

（3）高温消毒系统。控温消毒自动化。

（4）中央清洗系统。多用于养殖场、屠宰场、食品厂清

洗消毒。控温消毒自动化、智能化程度高，投入成本高，适合

养殖大集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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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手动洗消设备

图 3-2  移动底盘清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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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洗消中心布局

第 三 节  洗消中心的建设

一、选址

洗消中心选址应在距离猪场 500m 以外区域，距离其他动

物养殖场 / 户大于 500m。设计符合“单向流动”原则，保证

污区和净区分离，避免交叉污染。考虑风向、排水等具体细节，

保证污区处于下风向，外部排水由净区排向污区，并设置污水

处理区。

二、规划布局

洗消中心分为 3 个区域：预处理区、清洗区和高温杀毒区

（图 3-3），功能单元包括值班室、洗车房、干燥房、物品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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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通道、人员消毒通道、司乘人员休息室、动力站、硬化路面、

废水处理区、衣物清洗干燥间、污区停车场及净区停车场等。

设立 1 个监测实验室，对水质、消毒剂等洗消工具进行检测，

同时对消毒效果进行监测评估，以此确保洗消效果。

三、 建筑设计

北方地区洗消中心建筑要具备冬季保温能力以及自动排空

防冻、防腐蚀功能。清洗车间内置防腐铝塑板或其他耐腐蚀材

图 3-4  洗消中心的清洗车间平面图 图 3-5  洗消中心的烘干车间平面图

注：图 3-4 和图 3-5 的清洗车间和烘干车间可前后连续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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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设置清洗斜坡（5% 坡度）便于车厢内部排水；北方地区烘

干车间要做好保温及密封，保证高效烘干。烘干车间两侧建耳

房，便于热风流通循环。设置污区、净区；净区位于污区常年

主导风向的上风处，污区、净区之间以围墙或绿化带隔离，车辆、

人员和物品严格实行由污区进入洗消中心到净区出去单向流动

的洗消流程。洗消中心的清洗车间和烘干车间分别见图 3-4 和 

图 3-5。

四、建设要求

1. 预处理区

功能单元建设车辆洗消中心入口、值班室、物品消毒通道、

人员消毒通道、动力站、硬化路面、污区停车场等。

2. 清洗区

（1）功能单元。建设司乘人员休息室、洗车房、硬化路面、

废水处理区、衣物清洗干燥间及停车沥水区等（图 3-6、图 3-7）。

（2）设备设施。配备热水高压清洗消毒机、清洗平台、

沥水台、底盘清洗机、清洗吹风机、真空吸尘器、臭氧消毒机等。

图 3-6  洗消中心清洗区 图 3-7  停车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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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道建设标准。

按照服务猪场的每天最大车

流量来评估和核算车辆洗

消中心洗车房的通道数量，

设计单通道、双通道或多通

道。单通道洗车房内部尺寸为 

18m×7m×6m（长×宽×高），

多通道根据通道数量按比例增

加洗车房的宽度（图 3-8）。

（4）清洗要求。水压要

保证 13MPa 以上，北方地区

冬季最好使用 40~45℃热水

冲洗防止结冰。可喷洒泡沫消毒剂或用过硫酸氢钾、戊二醛、2%

柠檬酸、2000mg/kg 次氯酸钠等消毒剂对车辆消毒 30min 以上。

3. 高温杀毒区（烘干车间）

（1）设计要求。如果加温到 70℃时维持该温度要求

控制在 30min 以上；加温到 85℃时维持该温度要求控制在

3min 以上。

（2）设备选型要求。假设烘干车间尺寸为 20m×4.5m× 

5m，要求外墙和屋顶均采用不燃烧材料，墙体传热系数不

大于 0.35，屋顶传热系数不大于 0.23，大门传热系数不大于 

4.0W/cm2 ·k。烘干机器的加热能力可参考表 3-1。

（3）建设要求。清洗车间和烘干车间，要结合车辆尺寸

建设。清洗车间与烘干车间间距一般在 20m 以上，中间设置

图 3-8  洗车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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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烘干设备在不同室外温度下所需加热能力

室外温度
／℃

室内温度
／℃

烘干时间
／min

耗能量
／kwh

热负荷／Kw
（设备加热能力）

-20 70 30 13.5 27

-20 85 3 1.6 31

-30 70 30 15 30

-30 85 3 1.7 34

-10 70 30 12 24

-10 85 3 1.4 28

0 70 30 10.5 21

0 85 3 1.3 25

车辆沥水区，减少污区与净

区的交叉污染（图 3-9）。

（4）功能单元。建设

烘干房、物品消毒通道、人

员消毒通道、动力站、硬化

路面、净区停车场、车辆洗

消中心出口和监测实验室等

（图 3-10）。

图 3-9  清洗车间与烘干车间间距

图 3-10  洗消中心高温杀毒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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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设备设施。应配

备大风量热风机、热水高

压清洗消毒机、液压升降

平台、循环风机、臭氧消

毒机、检测仪器设备等。

有燃气条件选购燃气热风

机，没有燃气条件可以选购大风量燃油热风机（图 3-11）。

第 四 节  洗消中心操作技术规程

一、车辆检查、采样、登记流程

（1）车辆到达洗消中心前需要先在外面初洗，精洗，开

具合格证明。

（2）检查车辆清洗情况和上一节点洗消合格证，确认无

猪粪、猪毛和泥沙。

（3）对驾驶室，车厢，底盘，轮胎等多点采样。

（4）登记。

二、 精洗流程（图 3-12 至图 3-18）

（1）工作人员引导车辆进入洗消中心，到达洗消间。

（2）司机下车，按指定路线的前往人员消毒通道，洗澡、

洗头。换衣鞋，前往休息室等待。

（3）工作人员将专业泡沫清洁剂按比例稀释后，用高压

发泡装置喷洒车厢内外、轮胎、底盘等。

图 3-11  配套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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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面覆盖无死角，驾波室脚垫拿出清洗，浸泡 15min。

（5）50-60℃高压热水冲洗，底盘清洗机冲洗底盘。

三、消毒流程

（1）车体沥水至无积水和滴水。

（2）用消毒液浸泡的毛巾，对方向盘、前车窗、仪表台、

座椅、靠背、脚踏板、两侧车窗，两侧车门内侧热擦拭消毒，

对驾驶室内部可喷雾消毒。

（3）用高压清洗机对全车里外喷淋消毒，重点为车厢内

死角部分、轮胎、底盘等。

（4）打开驾驶室门和车厢后门，关闭洗消间大门，在全

密闭情况下对车辆自动喷淋消毒 1~2min，喷雾消毒 2~3min。

开启弥雾熏蒸消毒机，喷药 20~60s，密闭熏蒸 1h。

四、烘干流程

（1）消毒结束后，将车开往烘干间。

（2）打开驾驶室门和车厢后门。

（3）   将车厢温度计探头放入车厢，并检查其他3个温度计探头。

（4）关门密闭烘干间，开启加热设备。

（5）待 4 个温度计升到 70℃之后开始计时，持续烘干

30min。

五、采样、开具证明、放行流程

烘干结束；对车辆采样；检测合格，开具证明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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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节  管理措施

洗消中心建成后，监督管理措施十分重要。监督管理不到

位，洗消中心就会形同虚设。有的地方消毒监管不严，惩处措

施不到位；有的猪场存在车辆消毒不规范、不彻底的问题，车厢、

轮胎还残留着动物粪便等污物，即不清理干净，进行消毒程序，

起不到真正消毒的作用。

首先，养殖企业自身要承担起防疫主体责任，充分认识到

清洗消毒的重要作用。一是要建立精细化管理制度，制定洗消

程序和效果验收标准，以达到科学管理、规范洗消的目的。二

是要健全组织、执行、检查、奖惩、培训等方面规章制度。三

是健全领导机制，建立专门监督管理，通过明确责任、建立专

人巡查登记等工作机制，抓好监督检查落实。

其次，在行业监督管理方面，要完善车辆消毒效果的评估

标准和处罚标准，以做到评估和处罚有据可依。将车辆洗消证

明纳入到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管理中，实行全链条监管，以达到

消毒灭病的目的。

  

a. 烘干间                                                   b. 清洗间
图 3-12  并列式洗消中心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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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洗消中心后部

                        a. 清洗间                                                      b. 烘干间
图 3-13  清洗间内部

图 3-16  洗消中心热风系统图 3-15  洗消中心后部



 49 

第三章  洗消中心的建设与管理

图 3-17  洗消中心布局

图 3-18   洗消中心底盘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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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节  生物安全防控关键控制点

为了真正达到切断病毒的目的，根据猪场管理可以把洗消

中心分多级管理，从猪场外到猪场内一般按顺序至少分为：一

级洗消中心（预洗消 + 烘干）→二级洗消中心（精洗消 + 烘干 +

中转）→三级洗消中心（猪场大门消毒通道）。

洗消前要对车辆进行认真检查，确认车牌号与报检信息一

致；确认车辆清洁干净（即车体、车厢、驾驶室无杂物及粪便

残留），车辆中（驾驶室）不可有猪肉和肉制品，如不达标，

禁止进入，返回上级洗消点。

车辆清洗时，确保清洗顺序从内向外，从前往后，从上往

下；确保使用清水对车辆车厢内外、底盘、车轮、挡泥板及车

头等进行全部清洗，不留死角，无任何残留，并把轮胎缝隙内

石子挖出；确保使用泡沫喷枪将清洗剂以泡沫形式覆盖车厢内

外、底盘、车轮、挡泥板及车头全车，静置 10min 以上；确保

驾驶室和副驾驶室清理干净杂物，驾驶室脚踏板取下冲洗干净，

脚踏位置拖干净。

车辆消毒时，确保消毒顺序从内向外，从前往后，从上往

下；使用 1 : 200 正典双杀对车厢内外、底盘、车轮、挡泥板

及车头等进行全面喷洒，保持湿润 10min；在喷洒消毒剂时将

压力调低，避免消毒剂大量的浪费；车辆消毒后开往沥干区，

沥干 10min。

车辆烘房要保证密闭性和温度的均匀性；车辆烘干时要打

开车厢门，将热风炉移至车厢尾部并调试好，并打开热风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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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干时关闭进、出口门达到密封效果，按规定时间烘干直至车

厢内无明显水迹。

中转站洗消时分别在外侧和内侧进行洗消，不可交叉，

内侧洗消员负责内侧车辆洗消和赶猪，禁止进入中转站外侧；

外侧洗消员负责外侧车辆洗消和赶猪，并禁止进入中转站内

侧；每次使用中转站后，需进行场地清洗消毒。

专职人员检查确认车辆洗消是否合格，检测合格后，进入

“待调度”状态，方可安排经过洗消合格后的司机及押车人出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