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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每年生猪生产5404万吨，生猪存栏42817万头
，生猪出栏69382万头….

• 中国人喜吃猪肉，供需关系紧密

• 但是，猪会患各种各样的疾病

我国生猪生产与猪病

7亿头



猪病中哪类病发生后严重影响养猪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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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猪瘟从非洲侵入欧洲，再侵入亚洲

1921年肯尼亚首次确认ASF疫情；

基因II型ASFV流行于非洲东南部，
2007 年传至格鲁吉亚，并扩散到
俄罗斯联邦和东欧地区；

2017 年，向东长距离跨越式传播
至俄罗斯远东地区伊尔库茨克。

2018年传入我国。

2019年传入东南亚和韩国。

大洋洲、北美大陆尚没有ASFV感
染的案例。

非洲猪瘟疫情严重、牵动举国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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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猪瘟疫情严重、牵动举国上下

2018年8月2日下午17时，经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
诊断，沈阳市沈北新区沈北街
道（新城子）五五社区发生疑似
非洲猪瘟疫情，并于8月3日上
午11时确诊。截至8月3日15时，
疫点内913头生猪已经全部扑
杀和无害化。
2018年8月16日，农业农村部
新闻办公室发布，黑龙江调往
河南郑州的生猪确诊发生非洲
猪瘟。
到目前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且
已有部分地区解除封锁。



现代本体学可否用于猪病？

• 本体是用人和计算机都
可以理解的复杂的知识
网络体系。

• 广泛应用于生物医学数
据分析、分享、检索、
整合、再利用、和 AI。

• 可以开发猪病本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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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I）能帮助精准猪病医疗吗？

我的猪发烧了，身上有出血斑？
这病是非洲猪瘟吗？
有药治吗？有疫苗吗？

问：

·····让我想想？



SDO: 社区驱动的猪病本体

• 目标: 开发利用SDO： Swine Disease Ontology

• 目的：
– 为了更好应对非洲猪瘟各种状况和其它各种突发
猪病

– 面临巨大的大数据挑战



44种猪病毒病的本体表示与分析

• 通过采集44种猪病毒性疾病及其相对应的疾病名称、病原性病毒及其相

关的表型和注释

• 猪病毒性疾病（疾病名称、病原性病毒）：

– 非洲猪瘟（非洲猪瘟病毒病，非洲猪瘟病毒）

– 口蹄疫（口蹄疫病毒病，口蹄疫病毒）

• 表型

– 流行病学，病原，临床症状，病理变化，致病机理

– 高烧；淋巴结出血；口和蹄部形成囊泡；水疱病变；虎斑心

• Method:使用NCBI Taxon数据库、Ontofox和 protégé软件融合不同来源

术语，并注释每种病毒病原诱发的猪病毒疾病。

Ontology usage demo:



• The Protégé-

OWL editor tool 

is a commonly 

used ontology 

editing tool.

• Ontofox is a tool 

to support 

ontology reuse.  

SDO ontology development workflow

Ontology usage demo:



44种常见的猪病毒性疾病本体构建
Ontology usage demo:

• NCBITaxon
数据库、
Ontofox
protégé软件

• 融合不同术
语，释每种
病毒病原诱
发的猪病毒
疾病。

引起44种猪病毒性疾病的病毒本体论层次

100多种
表型



SDO应用于非洲猪瘟临床诊断标准化及研究

皮肤出血、坏死 淋巴结肿大、出血

--Gustavo Lopez,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Brad Heron, Cherkizovo Group

急性高热40-42℃、网状内皮系统出血和高死亡率

Ontology usage demo:

高死亡率



基于SDO本体的猪病毒病—非洲猪瘟诊断分析

SDO representation of pig diseases such as ASF

Ontology usage demo:

Disease hierarchy

(猪病层次关系) Annotation (注释)

Axioms (公理)



基于SDO本体的猪病毒病—非洲猪瘟诊断标准结果

SDO representation of pig diseases such as ASF

Ontology usage demo:

与其他43种疾病相比

只有ASF同时具有
所有这些表型

典型猪瘟因缺少高死
亡率而只符合其中三
种表型我们将能够做出快速有效的标准化鉴别诊断结果

SPARQL or DL Query



非洲猪瘟病原

 非洲猪瘟病毒属于双链DNA病毒，单列于非洲猪瘟病毒科；

 病毒粒子结构复杂；

 基因组长度170-190kb，编码160多种蛋白；

中央保守区（C）
可变区
(VR)

可变区
(VL)

170~190kb

125kb38~48kb 13~22kb

ASFV基因结构模式图 ICVT 

report

2019



非洲猪瘟流行病学

接触传播、经口传

播、空气传播（短

距离）、虫媒传播

所有品种的猪

（包括野猪）

发病猪、带毒猪、

野猪、钝缘蜱

传染
源

传播
途径

易感
动物



易感动物

各个日龄阶段的猪均易感；

康复动物对同型非洲猪瘟病毒有一定抵抗力，但是

仍然会带毒排毒；

康复猪不适合留作种猪；



传染源
猪在感染后第二天就可以排毒（Claire Guinat et al., 2014）;

隐性带毒猪和康复猪可长期带毒；

ASFV感染潜伏期：直接与感染猪接触，潜伏期为5-19天；被带毒蜱

虫叮咬后5-7天可出现典型症状

野猪是重要的传染源。



传播途径
接触传播

直接接触：易感猪与发病猪经口、鼻

接触发生感染。

间接接触：易感猪接触污染物发生感

染。（污染的圈舍、器具、车辆）

食物传播：饲料，泔水和饮水等

媒介传播

钝缘蜱（O.moubata、O.erraticus）、

鸟类、啮齿动物、苍蝇蚊虫等

空气传播

距离短，但是不可忽视

ASFV可经气溶胶传播



非洲猪瘟病毒的致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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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猪瘟病毒是唯一的虫媒DNA病毒

 所有的家猪和野猪均高度

易感；

 蜱虫，尤其是钝缘软蜱

是主要的虫媒中间宿主，

引自FAO，非洲猪瘟：发现与诊断，P7



SDO本体的构建：
• 将推进本体在猪病毒病中的数据分析、检索、整合和再利
用；

• 为我国动物医学精准医疗概念模型标准化、共享及疾病防
控、诊疗标准体系的建立。

‘caused by’ some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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