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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贸（集贸）市场新型冠状病毒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中，对农贸（集贸）市场等场所环境和从业人员开展新型
冠状病毒监测的监测对象、监测内容、监测方法及实验室生物安全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新冠肺炎疫情流行和常态化防控期间，疫情防控相关机构和人员对农贸（集贸）市场
等场所环境和从业人员开展监测，包括现场采样、实验室检测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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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J 91.1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7 室内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HJ/T 194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HJ 664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试行）
WS/T 697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特定人群个人防护指南
危险品航空安全运输技术细则（Doc9284－AN/905）
新型冠状病毒实验室生物安全指南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卫办科教函﹝2020﹞70号）
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运输管理规定 原卫生部（第45号令）
农贸（集贸）市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指南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
合组（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0〕223号）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 国家卫生健康委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农贸市场 agriculture product market
以食用农产品现货零售交易为主，为买卖双方提供经常性的公开的固定的交易场地、配套设施和服
务的零售场所。
3.2
集贸市场 trade market
由法人单位或者自然人主办的，由入场经营者向集市主办者承租场地、进行商品交易的相对固定场
所。
3.3
经营户 business households
向农贸（集贸）市场举办方承租场地、进行现场批发和零售交易的法人单位或自然人。
3.4
环境监测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为了特定目的，按照预先设计的时间和空间，用可以比较的环境信息和资料收集的方法，对一种或
多种环境要素或指标进行间断或连续地观察、测定、分析其变化及对环境影响的过程。
3.5
多点分布式采样 distributed sampl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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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表采样过程中，采样对象表面较大时，按照均等的原则划分3～5个采样区域，每个采样区域面
积约为10 cm²，使每个样本实际采集到3～5个同一属性区域的样品表面，从而提高检出率的采样方法。
4

一般要求

4.1

对组织实施单位的要求

4.1.1 应建立农贸（集贸）市场新型冠状病毒环境监测制度，包括现场采样、样本运输、实验室检测、
结果分析等，并定期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4.1.2 制定农贸（集贸）新型冠状病毒环境监测培训制度，定期组织对监测人员进行培训。
4.1.3 为开展农贸（集贸）市场新型冠状病毒环境监测提供物资准备。
4.1.4 完成农贸（集贸）市场新型冠状病毒环境监测结果的复核及风险评估工作。
4.2

对监测及检测工作人员的要求

4.2.1 接受农贸（集贸）市场新型冠状病毒环境监测技术的培训，具备开展监测工作的能力。
4.2.2 对农贸（集贸）市场内从业人员的采样，应由经培训合格的医技人员进行操作。
4.2.3 农贸（集贸）市场新型冠状病毒环境监测和检测，由经生物安全及技能培训考核合格的专业人
员进行操作。
5

监测对象和内容

5.1

监测对象

5.1.1

环境监测

重点市场：具备区域辐射能力的大型农贸（集贸）市场：包括冷冻、冷藏的肉类、海鲜水产及动物
经营摊位的市场；潮湿、通风不良、半密闭空间的市场。监测的市场数量以及是否设立监测点等可根据
当地疫情防控需求和市场情况进行安排。
重点摊位：经营冷冻或冷藏食品、进口货品及动物的摊位。
5.1.2

人员监测

重点从业人员：重点市场和重点摊位的从业人员。
5.2

监测内容

5.2.1 监测内容应按照《农贸（集贸）市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指南》的要求进行。
5.2.2 市场内重点摊位从业人员上呼吸道样本。包括鼻咽拭子、咽拭子等。
5.2.3 市场内销售的肉、禽类和海鲜水产类食品。对食品应按照无包装食品和有包装食品加以区分,
其中有包装类食品重点是肉类、禽类和海鲜水产类等，需要冷藏运输的食品及其外包装。
5.2.4 市场内的动物。包括销售的完整动物、市场内捕获的流浪猫和老鼠等动物。
5.2.5 各类物体表面：
a) 市场内公共空间中人员接触较多的部位。包括工作人员工作服表面、手套、主要进出口电梯
按钮、楼梯扶手、门把手表面，茶水间、卫生间等公用设备设施表面，潮湿的公共通道和卫
生间地面、地漏、墩布池等。
b) 市场内经常性跨区域移动的工具或物品。包括垃圾车、垃圾桶、墩布等清洁工具，转运物品
的拖车等。
c) 市场内重点摊位的设施、用具。包括摊位台面、磅秤、面板、地面、把手，以及切割机械和
刀具等各种器具。
d) 市场内重点摊位存放食品的冰箱、冷柜内部表面。
5.2.6 市场内排水系统中的污水。市场内污水管道、排水渠、污水井，重点包括市场内海鲜水产、肉
禽类产品摊位排放的污水。
5.2.7 市场内工作人员聚集、通风不良和密闭的环境。包括办公室、工具间、休息间、局部交易环境、
卫生间和具有曝气养殖设施环境等的物体表面拭子及气溶胶样本。此外，还包括有空调、空气净化器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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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气通道的进、出风口以及风扇等的表面拭子。
6
6.1

样本采集
采样方法

6.1.1 从业人员上呼吸道样本：按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实验室检
测技术指南》的相关要求进行从业人员上呼吸道样本采集。
6.1.2 食品及其包装表面拭子样本：为不影响食品的售卖，应先将食品小心分离后，再进行拭子样本
采集。要求用病毒采样管中的病毒保存液充分浸润采样拭子后，对拟采集食物样本及其包装的表面重复
涂抹，并将拭子放回采样管进行浸润，取出后再次涂抹采样，重复 3 次以上。对较大或无法分离的食品，
应直接使用一次性包装中取出的干燥拭子进行涂抹，避免浸润病毒保存液，并按照进行多点分布式采样。
对液体较多的食品，可直接涂抹、浸润液体采集样本。对半固态食品，可直接采集样本。
6.1.3 动物样本：用采样拭子采集其体表拭子、口咽拭子和肛拭子，也可以采集其排泄物或分泌物样
本，并在记录单上进行相应记录。对于已经处理过的动物，分别用拭子采集其体表和体腔拭子样本，要
求用病毒采样管中的病毒保存液充分浸润拭子后，对样本的表面重复涂抹、并将拭子放回采样管进行浸
润，取出后再次涂抹采样，重复 3 次以上。对于体型较大的动物体表，进行多点分布式采样。
6.1.4 物体表面拭子样本：参考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方法，拭子充分浸润病毒保存液后表面重
复涂抹、并将拭子放回采样管进行浸润，取出后再次涂抹采样，重复 3 次以上。对表面较大的物体进行
多点分布式采样。
6.1.5 污水样本：污水采样应按照 HJ 91.1 的规定。按照市场内排水系统分布情况，选取 2 处～3 处
污水采样位置，重点为摊位污水排水口、内部管网汇集处、水流方向的下游或与市政管网的连接处。采
集污水的拭子样本时，用拭子浸入吸附污水，将拭子放回采样管进行浸润，取出后再次浸入污水，重复
3 次以上。对每个污水采样位置应进行多点分布式采样。采集污水的水体样本时，用聚乙烯塑料瓶收集
1 L～1.5 L 污水；大于 1.5 L 体积的污水采集，可以使用聚乙烯塑料桶或现场水样专用富集设备。污
水水体样本采集前，先充分混合均匀后取样；如果污水难以充分混合，出现分层现象时，可按各层水量
的比例分层取样。
6.1.6 气溶胶样本：样品采集应符合 HJ/T 167、HJ/T 194 的规定。采样点的设置应符合 HJ/T 167、 HJ
664 的规定。采样前应根据采样任务和计划确定采样器类型、配件、辅助器材及其相应数量。根据不同
类型空气采样器具体要求进行样本采集。采样器一般固定于支架上或置于平稳的表面上，采样高度应根
据具体情境和需求进行调整，一般情况下采样器进气口距离地面高度建议为 1.2 m～1.5 m。调整采样
器流量至设定范围并记录采样开始时间，确保采样器运行正常且气密性良好。采样过程中应避免采样器
周围有人为因素的气流干扰。采样时间应根据实际环境中病毒的浓度水平进行调整。一般情况下病毒气
溶胶的采样时间建议为 15 min～30 min。采样结束时，应记录采样结束时间、采样器流量、实时温度、
气压和采样点等信息。
6.2

监测频次与采样要求

6.2.1 监测频次：对重点大型农贸（集贸）市场的重点摊位按照 1 次/1～2 周的频次进行监测，对其
余需要监测的市场按照 1 次/月的频次进行监测，不同风险等级地区可根据当地疫情防控需求和市场情
况进行监测频次的安排。
6.2.2 采样实施：现场采样由至少两名工作人员参与完成，采样人员防护应选择隔离衣、医用防护口
罩、防护眼罩/防护面屏、鞋套/工作鞋、乳胶手套/丁腈手套，必要时穿医用防护服。采样过程宜开启
现场采样视频记录设备。
6.2.3 采样装备：生物样本转运箱、商品化病毒采样管和采样拭子、水样富集器、气溶胶采集器、样
本采集信息登记表、洁净采样袋、冰袋和生物安全垃圾袋等。
6.2.4 采样操作：采样开始前，使用手消毒设备进行手部消毒。拭子样本采样过程中，采样拭子只能
接触当前采集的物体，避免触碰到其他物体。采样结束后，按照生物安全要求脱去防护服等个人防护装
备，清理废弃物后离场。
6.2.5 采样记录：样本信息应包括样本采集的时间、地点、农贸（集贸）市场名称、摊位号、采样类
型、样本编号以及采样人员等信息，对于采样面积较大的样本，可单独标注物表面积。新型冠状病毒环
境监测样本采集信息登记表参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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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样品转运：采集样品和样本采集信息登记表应在 24 h 内转运至当地指定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机
构进行检测，样本宜冷藏（0 ℃～10 ℃）存放于专用的生物样本转运箱中，并由专人、专车进行转运。
7
7.1

实验室检测
样本处理

7.1.1 污水水样前期处理：参考 WHO 的方法，使用离心技术去除污水中杂质。先打开低温离心机，待
温度降至 4 ℃左右，建议 4654 g 离心力离心 30 min，取全部上清。再使用膜吸附技术或超滤技术（超
滤管分子量 10 kDa～100 kDa）进行上清液的浓缩，浓缩后可获得 0.5 mL～2 mL 体积的浓缩液。
7.1.2 样本分装：样本应在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BSL-2）的生物安全柜内分装，个人防护装备采用生
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防护的要求。所有采集的环境样本应分装到带有内螺旋盖的冻存管内，按照 200 µL～
1000 µL/管进行分装。样本保存容器及分装管外注明样本编号、种类及采样日期，用于后续核酸提取
和/或病毒分离等实验室检测工作。
7.1.3 样本保存：用于核酸检测的样本应尽快进行检测，24 h 内可以完成检测的样本可置于 4 ℃保存；
24 h 内无法检测的样本则应置于-70 ℃冰箱保存（如无-70 ℃保存条件，则于-20 ℃冰箱保存）。
7.2

核酸提取

7.2.1 宜采用荧光定量 RT-PCR 诊断试剂盒说明书上建议的配套的提取试剂。
7.2.2 应在 BSL-2 实验室内，使用核酸提取试剂盒进行病毒核酸的提取。核酸提取后，应将核酸产物
进行封盖分装，用于后续检测。
7.3

核酸检测

7.3.1 在 BSL-2 实验室中，采用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荧光定量 RT-PCR 诊断试剂进行新型冠状
病毒核酸检测。
7.3.2 RT-PCR 反应体系和操作参考相关厂家试剂盒说明。每一次 RT-PCR 反应均应设置阴性对照、阳
性对照和无模板空白对照，以确保扩增体系工作正常。
7.4

结果判断

按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对商品化核酸检测试剂盒进行检测后结果判读时，以厂家提
供的说明书为准。
7.5

阳性结果复核

核酸检测阳性结果复核验证和相应防控措施，由当地疫情防控部门按照国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
控方案》的要求执行。
8

实验室生物安全

8.1 本文件中涉及的生物安全，包括样本采集、运输、检测、保存、废弃物管理等，均应按照《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新型冠状病毒实验室生物安全指南》的要求进行。
8.2 采集的环境样本属于未经培养的感染性材料，样本采集时的个人防护参照 WS/T 697 防护要求。在
采用可靠的方法灭活前进行的病毒抗原检测、核酸提取，以及样本的灭活等操作，应当在 BSL-2 实验室
进行，同时采用三级防护要求。
8.3 环境样本运输包装分类属于 B 类，对应的联合国编号为 UN3373，包装符合国际民航组织文件《危
险品航空安全运输技术细则》的 PI650 分类包装要求；通过其他交通工具运输的可参照以上标准包装。
环境样本的运输应符合《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运输管理规定》。
8.4 环境样本应当由专人管理，准确记录样本的来源、种类、数量、编号等，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样本
的安全，严防发生误用、恶意使用、被盗、被抢、丢失、泄露等事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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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新型冠状病毒环境监测样本采集信息登记表
新型冠状病毒环境监测样本采集信息登记表见表1。
表 1 新型冠状病毒环境监测样本采集信息登记表
市场名称：
采样日期：
序号

年
摊位号

月

日

样本编号

a

采样单位：
采样人：
采样类型

b

样本名称备注

c

a

包含市场、摊位、样本的逐级编码；
包括物体表面、手部表面、食品样本等；
c
对拼音首字母进行注释说明，如 BX 备注为冰箱。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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