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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仁,   

我们很高兴地向您发送 LinkTADs 项目的第一期新闻，列出在过去十 个月项目成就，以及中欧专家可能感兴趣领域的更新，如动物健康，食品安全，

流行病学和兽医研究。 

来自项目协调人的说明 

欧盟和中国流行病学研究与实验室研究方面

的合作 

 
LinkTADs: 联合跨境动物疾病项目(www.linktads.com) 由欧

盟第七框架协议（FP7）资助，为期三年，共投入一百万欧

元，于 2013 年 11 月启动。 联合欧洲与中国的动物疾病预防

控制的研究人员。LinkTADs 共有五个来自欧洲的合作伙伴和

五个中方合作伙伴（见表一），他们都是动物疾病领域科研

的重要参与者。国际粮农组织（FAO）是本项目的协调人

（见表一）。  

 

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伴随着人口上升和城市

化，这也导致家畜产品需求急剧增加。为了满足对动物蛋白

质的需求，家畜生产已经发生了大幅度的改变（如集约化农

业），家畜及其产品的国际贸易大幅增长。现在, 中国是世界

最大的家畜生产者和消费者。 

 

这些经济、社会和人口规模的改变，带来了新发病原在全世

界的出现、增长和扩散，有时甚至影响到人类健康。由此产

生的疾病会长时间、远距离传播并对贸易产生巨大影响。因

此，有效的预防、控制及消除跨境动物疾病，对保障国内与

国际的食物供给，改善生活质量以及人类健康至关重要。 

 

与动物疾病的抗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大量研究团体所研

发的新技术和新方法。这些可能是新的疫苗和诊断技术，

或是利用流行病学更好地理解疾病的传播，改进检测、预

防和控制的方法。 

 

动物疾病研究人员的国际合作可以通过汇集新思路、技

术、资金和专业知识来解决家畜健康问题，加快领域内的

进步，从而优化研究资源的利用。然而，这类合作仍面临

许多障碍和挑战，比如中欧在法规、政策、政治和语言等

方面存在的差异。因而在过去十年中，已开展了大量旨在

协助中欧研究协调与促进的项目。 

 

 

 

 

 

 

加强实验室研究 

 

http://www.linktad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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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 合作伙伴 

 

  

 

 

 

 

 

 

 

 

 

 

 

 

 

 

 

 

 

 

 

 

 

 

 

 

 

 

 

 

 

 

 

                                                                                                                      诚挚地,  

丹尼尔·贝尔特兰-阿克鲁多,  

动物卫生主任（兽医流行病学家） 

跨界，家畜卫生处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 

组织名称  国家 

国际粮农组织 (FAO) 意大利 

欧洲媒体非盈利公益有限公司 (EM) 匈牙利 

皇家兽医学院 (RVC) 英国 

国际农业研究合作发展中心 (CIRAD) 法国 

瑞典国家兽医研究所 (SVA) 瑞典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SHVRI) 中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HVRI) 中国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 (CAHEC) 中国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CADC) 中国 

仕博创新管理咨询公司 (SPI) 葡萄牙 

华中农业大学 (HZAU) 中国 

“在 LinkTADs 项目下，来自欧盟和中国的

科学家将受益于彼此的知识、技能、设施和

设备。最重要的是，他们将有机会获得的更

广泛的资助项目。”  

 

 

 

 

专注于流行病学和实验室诊断，本项目的目

标是: 

(i) 确定优先合作领域; (ii)连接欧洲和中国的研究项

目以及正在开展的活动; (iii) 确保大范围学术团体

和利益相关者的联系; (iv) 为今后的共同研究提供

长远计划和协调规划; (v) 促进欧盟的国际政策制

定; (vi) 通过交换项目和培训支持青年研究人员，

提高研究机构的科研能力; 以及 (vii) 在合作团队内

外讨论和共享研究结果与方法。 

 

 

 

 

 

 

联合跨境动物疾病项目旨在 

 联合跨境研究； 

 帮助寻找共同研究目标；  

 全过程引导合作伙伴； 

 创造简单且可持续的机制来保持未来的合

作。  

为了帮助解决家畜健康问题，LinkTADs（联合跨境

动物疾病项目）将协调中欧之间的相关研究，从而促

进动物卫生领域的进步，尤其是流行病学和实验室研

究方面的发展。这将会深化中欧研究合作，降低双方

在法规、政策、政治和言语上的壁垒。 

项目计划持续 36 个月，包含 8 块密切相关的工作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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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优先考虑中欧新兴动物健康、生物安全和食品安全问题，

由英国皇家兽医（RVC）与中国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ADC）发布了两篇文献综述。 这些研究结果在随后的当地

相关方和专家研讨会上被讨论。文献综述的研究结果总结和研

讨会于 2014 年 4 月 14 日-16 日 LinkTADs（联合跨境动物疾病

项目）的上海举行。 

英国皇家兽医（RVC）在动物健康研究学者中开展了一次调

研，旨在定位高优先领域中可得资源和基础设施，识别中欧间

的具体差异和协同效应。有限的资金，是欧盟研究人员提到一

个潜在研究障碍；而中国研究人员认为，缺乏动物健康信息数

据库管道，以及流行病学方法和培训人员的欠缺可能是主要障

碍。 

 

主要结果: 

 欧盟和中国都认为流感、非洲猪瘟（ASF）、狂犬病和布鲁氏菌病为高优先级的问题，同时抗菌性 也值得特别关注。 

 欧盟对结核病（TB），蓝舌病（BT）及口蹄疫（FMD）高度重视。中国也将结核病 列为优先事项，但落后于其他疾病。  

 在中国,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PRRS），新城疫（ND），猪瘟（CSF），猪流行性腹泻（PED）和伪狂犬病非常重要，但在

欧盟为低优先级。  

 虽然在文献回顾没有强调，小反刍兽疫（PPR）和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是中国日益关注的新兴议题。  

 在欧盟，动物健康研究主要集中于牛，而在中国，猪和家禽是关注重点。将近四分之三的中国动物保健研究在实验室进行，而

在欧盟，以实验室为基础和流行病学研究分配的更加平均。 

 这些结果表明共同的优先事项，以及潜在的差距和合作的机会，将进一步成为正在进行的 LinkTADs 活动加以探讨的一部分。 

 

 

 

通过 LinkTADs 分析, 找到中欧实验室与流行病学的进一步联合行动的成果 

在中国的流行病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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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TADs 事件 

 
项目启动会 2013 年 12 月 9 日-10 日 罗马 

 

 
第一个 LinkTADS 的会议于 2013 年 12 月 9 日-10 日，FAO 总部

罗马召开。共有分别来自 11 个单位的 27 人参加项目启动会。这

是一个让合作伙伴了解彼此，并对未来数月的工作计划进行说明

的机会。 

胡安•卢布罗斯（首席兽医官，粮农组织）和巴特范奥蒙（技术合

作部，粮农组织）首先欢迎项目的参与者，并强调全球伙伴关系

对控制和预防跨界动物疾病的重要性，以及介绍欧盟和中国之间

的交流与合作。项目启动会的参加者首先介绍自己、所代表的组

织以及他们在 LinkTADs 的任务。其次，在共同计划框架中，概述

和讨论每个技术工作的内容：1）任务包和任务的目标; 2）交付成

果; 3）敏感/复杂的问题; 4）建议在 6 个月内的工作计划; 5）合作

伙伴（公开讨论）意见和建议。 

流行病学和实验室活动的协调是一个关键问题，它可以通过组织

工作包 3 和工作包 4 的连续会议，产生互惠互利来部分实现。此

外，项目组成员充分讨论，并确定了潜在的机构和个人的名单。

此外，就项目徽标和网站设计也达成同意。 

会议结束之前，欧洲媒体组织对缺乏参与第七框架计划资助项目

经验的合作伙伴进行了短期培训。 

 

 

以下为启动会的两个主要成果: 

 

 6 个月的工作计划是由合作伙伴讨论，并正式确

认。这份文件指导项目成员在整个项目的首六个月

的工作，强调负责研究的机构与需要进行的里程碑

活动、交付成果和主要活动的一个关键。 

 合作伙伴同意事件日历上的地点和时间安排。两天

的会议安排，可让会议有更多参加者，同时减少旅

行成本和时间。 

 

 

 

 

 

 

 

LinkTADs 的合作伙伴参加启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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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TADS 中国研讨会 2014 年 4 月 14 日-16 日 

 

 

 

研讨会的目标包括: 

 

 交流有关流行病学、控制和跨界动物疫病和

人畜共患病防治策略的知识和经验; 

 优先考虑的疾病名单; 

 讨论建立跨界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控制的

网络。 

 

 

 

 

 

由上海兽医研究所主办的跨境动物疾病和人畜共患病研讨会，于 2014 年

4 月 14 日-16 日在上海召开。研讨会由 LinkTADS 和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

究所，国家卫生研究所资助项目“在不断变化的农业集约化的禽流感传输

动力和外溢效应”共同协办。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连接中国和欧盟的跨界

动物疾病和人畜共患病的研究活动。 

 

 

 

LinkTADs 研讨会参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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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研讨会于 4 月 14 日举行，集中讨论流行病学和禽流感

的生态学。第二次研讨会在 4 月 15 日-16 日举行，专注于建立

动物疾病和人畜共患病的控制网络。在为期 3 天的研讨会中，

共有 96 人，包括来自亚洲，欧洲和美洲的 35 个研究机构的专

家、学者和学生，参加了研讨会的讨论。与会者中 37％为女

性。  

在研讨会的第 2 和第 3 天，32 名代表介绍了他们的研究成

果，主要集中于以下疾病： 

 跨界动物疫病：禽流感（AI），猪瘟（CSF），非洲

猪瘟（ASF），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PRRS）和新

城疫（ND）。 

 新兴和再出现疾病：猪地方性腹泻（PED），鸭登布

苏病毒感染和变型伪狂犬病。 

 人畜共患疾病：狂犬病，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

布氏杆菌病和结核病（TB）。  

 

 

 

 

研讨会的第一天致力于流行病学和禽流感的生态学，与禽流感

在亚洲传播项目的项目启动会联合举办。该项目由美国国家卫

生研究院（NIH）资助，由 Xiangming Xiao 博士（俄克拉荷马

大学，复旦大学海外教授）担任协调人， LinkTADs 和 NIH 相

关的中欧研究人员共同有参加。他们介绍了各自专业领域的研

究成果。  

这些演讲，连接了禽流感病毒的流行病学和实验室研究，演讲

结束后专家们在讨论环节各自发表意见。专家意见结果将被进

一步分析，并在 LinkTADS 项目第一年年底提交。除此之外，

许多有趣的建议在研讨会上也被提出，特别是关于我们现有的

知识在禽流感病毒流行病学的差距，以及预防、控制和管理禽

流感疫情爆发的可选方式。 

与会者广泛讨论了关于建立跨界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的控制

网络的方式。提出建立网络的主题和潜在参与者。 

 

UPCOMING LINKTADS EVENTS: 

   有许多机制、工具指南和模板已经制定，以方便实施和推广的过程: 

 项目工具箱 

 质量保证计划 

 性别策略 

 LinkTADs 视觉形象和网站 

 LinkTADs 传播和沟通的计划和宣传材料（项目宣传册，传单，海报），以及 LinkTADs 社交网络战略。 

 
 
 

 

                    LinkTADs 项目管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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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LINKTADS 合作的类似跨境动物疾病和人畜共患病研究项目 

 

网络/项目   涵盖范围 项目介绍 

COLLAB4SAFETY 全球 

旨在促进在全球范围内对食品安全的合作与协调，从而改善生活质量，提高社会福利，促

进了欧洲食品行业的经济竞争力。 

DRAGON-STAR 欧盟-中国 

旨在支持中国参与“展望 2020”，签署中国 - 欧盟科技合作协议，在科学，技术和工业研究

和创新领域的双边合作，以及正在进行的欧盟- 中国创新合作对话。 

MARLON 欧洲 

旨在创建欧盟内外的流行病学和监测行动计划，为监测动物饲料对畜禽动物健康的影响提

供有用的数据，特别是那些含有基因改造成分的饲料。 

PACENET 全球 

PACE-Net Plus 旨在进一步双区域科学，技术和创新南太平洋岛国和欧盟之间（ST＆I）

的合作。 

ESNIP 3 全球 

旨在提高流行病学和欧洲猪 SI 病毒演化（SIV）的认识，通过组织现场监测计划，来了解

疾病趋势和当代病毒变化。 

EPIZONE 全球 

EPIZONE 欧洲研究小组（ERG）是流行性动物疾病（包括可能的传染性动物疾病）兽医

研究组织的国际网络。 

STAR-IDAZ  全球 

STAR-IDAZ 的总体目标是改善主要传染性家畜和人畜共患病的研究活动的协调，以加快

先进控制方法的推广。 

ECRAN 欧盟-中国 

中欧研究和咨询网络（ECRAN）是由欧盟资助的一个为期三年的项目，为欧洲政策制定

者提供关于中国的建议。它的目的是在中国建立欧洲专家利益相关机构网络。 

   

 

 

 

http://www.collab4safety.eu/
http://www.dragon-star.eu/
http://www.marlon-project.eu/
http://pacenet.eu/
http://www.esnip3.com/
http://www.epizone-eu.net/
http://www.star-idaz.net/
http://www.euecran.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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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项目 涵盖范围 项目介绍 

BIO CIRCLE 2 全球 该项目旨在增加来自欧洲以外地区的研究人员在欧洲研究项目中的参与。 

ASEMDIALOG 欧洲-中国-东南亚 

ASEMDialog 的目标是为欧盟、中国与东南亚未来的合作，识别有关动物健康和食品

链安全性等共同感兴趣的领域。 

Foresight Infectious 
Diseases  
China Project 

欧洲-中国 

该项目设计出一个简单而新颖的方法，识别未来可能在中国发展的动物和人类传染

病趋势，受到中国当局的优先关注。 

EPISARS 全球 

该项目旨在通过动物和人类 SARS 相关冠状病毒（冠状病毒）感染的控制，防止

SARS 疾病在人群中再次出现。 

CSFV_goDIVA 全球 CSFV_goDIVA 项目旨在改善家猪和野猪的猪瘟预防和控制的工具和策略。 

ASFORCE  全球 该项目的目的是为兽医，养猪户和决策者提供实用的答案和预防工具以对抗疾病。 

PoRRSCon 全球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PRRSV）是导致全球猪繁殖与呼吸问题的主要原因。为

了动物健康和农业经济，迫切需要控制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 

RISKSUR 欧洲 

RISKSUR 项目旨在开发决策支持工具，设计经济实用并结合最新流行病学进展的监

控系统。 

Epi-SEQ 欧洲 

EPI-SEQ 旨在利用新一代测序（NGS）技术来生成在病毒性疾病流行威胁欧洲家畜

产业时可用的改进工具。 

LAB-ON-SITE 欧洲 

该项目旨在利用科学委员会对动物健康和动物福利（SCAHAW）的建议改善九大跨

界动物疾病（跨界动物疾病）的诊断。 

  

http://www.biocircle-project.eu/
http://ec.europa.eu/research/biosociety/inco/projects/0054_en.html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19589327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19589327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19589327
http://www.pasteur.fr/recherche/episars/accueil/
http://www.csfvaccine.org/
http://asforce.org/
http://www.porrscon.ugent.be/
http://www.fp7-risksur.eu/
http://www.episeq.eu/
http://ec.europa.eu/research/health/infectious-diseases/emerging-epidemics/projects/126_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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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项目 涵盖范围 项目介绍 

RAPIDIA-FIELD 欧洲 项目 RAPIDI-FIELD 将开发可用于支持动物卫生从业人员地方决策的现场测试。 

ConFluTech 全球 该项目为通过技术转让和培训控制禽流感组织能力建设活动。 

FLUTRAIN 欧盟和 INCO 国家 

该项目致力于欧盟扩大成员国和 INCO 国家禽流感诊断和疾病管理技能的培训和技术

转移，组织研讨会并提供培训教材。 

China FETPV  

 
中国 

该项目计划形成可循环使用的在职培训模式，向社会、农业企业和个体农户宣传已证

实的，有利于经济的相关政策决议。 

EURAXESS China 欧盟-中国 

向欧洲希望从事研究事业的欧洲和非欧洲研究人员提供完整的信息和支持服务的途

径。 

Health2Market 欧洲 旨在发展卫生研究人员的创业知识和技能，以支持其研究成果的市场化。 

NEAT 欧洲 

NEAT，提高欧洲和周边地区经济在动物健康教育、政策制定和研究方面作用的网络，

旨在设计和开发新的教材和方法，并向合作伙伴和最终用户发布，评估它们的社会影

响。 

ANIHWA: IUEPPR 欧洲-非洲, 土耳其 

该项目的目的是识别东、中、西部非洲和土耳其感染佩什特-DES-反刍动物疫（PPR）

的野生动物种群，并评估传染其他野生动物和家畜的风险。 

   

 

http://rapidia.eu/
http://ec.europa.eu/research/health/infectious-diseases/emerging-epidemics/projects/104_en.html
http://ec.europa.eu/research/health/infectious-diseases/emerging-epidemics/projects/120_en.html
http://www.china-fetpv.org/index.php/About/index
http://ec.europa.eu/euraxess/index.cfm/links/eurRes/china/
http://www.health2market.eu/
http://www.neat-network.eu/
https://www.anihwa-submission-era.net/IUEP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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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时间和地点 

ECVIM-CA Congress  

美因茨, 德国 

2014 年 9 月 4 日 – 6 日  

5th International Meeting on Emerging Diseases and Surveillance (IMED 2014) 
维也纳, 奥地利 

2014 10 月 31 日  - 11 月 3 日  

EuroTier 
汉诺威, 德国 

2014 年 11 月 11 日 – 14 日  

European Scientific Conference on Applied Infectious Disease Epidemiology (ESCAIDE) 
斯德哥尔摩, 瑞典  

 2014 年 11 月 5 日-7 日,  

5th Chinese Veterinary Conference & Veterinary Medicine Exhibition  

青岛, 中国 

2014 年 10 月  

EuFMD Open Session 

察夫塔特, 克罗地亚 

2014 年 10 月 29 日-31 日  

Society for Veterinary Epidemiology and Preventive Medicine (SVEPM) conference 

根特, 比利时 

2015 年 3 月 25 日-27 日  

 

 

订阅我们的新闻:                             

http://linktads.com/news/newsletter  

 如您不愿意接收此新闻, 

发送邮件到: newsletter@linktads.com  

 

 

UPCOMING LINKTADS EVENTS: 

 

 July 31
st
, 2014 FETPV meeting “Follow-up on the FETPV program” 

 October 14
th

 LinkTADs policy event 

 October 15-16
th

 LinkTADs first progress meeting 

 October 17
th

, WP4 2
nd

 workshop 

 

 

Upcoming LinkTADs [events] 

近期相关活动 

 

 

 

近期项目活动  2014.10.15-16  LinkTADs 第一次项目进度会 

 2014.10.17  任务包 4 第二次研讨会 

 2014.11.17  LinkTADs 政策会议 

 

http://www.ecvimcongress.org/future_congresses
http://imed.isid.org/
http://www.eurotier.com/home-en.html
http://ecdc.europa.eu/en/escaide/Pages/ESCAIDE.aspx
http://www.chinaexhibition.com/Official_Site/21-764-Chinese_Veterinary_Medical_Association.html
http://www.opensessioneufmd.com/
http://www.svepm.org.uk/conferences.php
http://linktads.com/news/newsletter
mailto:newsletter@linktad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