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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病毒性人畜共患传染病的影响因素、预防与控制
肖奇友

Ｚｈｅｎ Ｆ．Ｆ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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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５８％，病毒约占人类疾病病原体总数的１５％，而在新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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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发生的人畜共患传染病对人类的威胁，主要体现在病毒
性人畜共患传染病中（表１）。可见新发病毒性人畜共患传染

Ｃｈｎ扎鼬矗８ ４１０００５，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ＺＯｏｎｏｓｅＳ；Ｒｉｓｋ

人畜共患传染病中，病毒性人畜共患传染病超过了５０％。近

病对人类的威胁越来越大，但是我们对这些疾病的发生发展

ｆａｃｔｏｒ

过程了解很少，本文仅就其影响因素和预防与控制措施进行
近年来，人畜共患传染病广泛地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２００３年发生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ＳＡＲＳ）所产生的社会影

探讨。
表１

响，是以往任何一种疾病所没有的；目前，正在发生的Ｈ５Ｎ１
禽流感不断加深了对人与动物疾病相关联的理解。世界卫
生组织（ｗＨ０）对人畜共患传染病的定义为：“这些疾病能在
人类和非人类脊椎动物之间传播”旧ｏ；这种传播常常有两种

病毒名称
ｓＡＲｓ冠状病毒
Ｈ５Ｎ１

Ａ群流感病毒

情况：一种是动物在自然界维持了基本的传播链，人类只是

Ｎｉｐａｈ Ｖｉｒｕｓ

偶尔地受传染；另一种是人类和动物均接触共同的病源，如

Ｈｅｎｄｒａ

土壤、水、植物、非脊椎动物，动物在自然界并没有维持该病

Ｓａｂｉａ ｖｉｒｕｓ

原体的生态传播链，但在不同程度上传播了该疾病ｕ１。
１．新发病毒性人畜共患传染病：人畜共患传染病有一个

近３０年新（再）发病毒性人畜共患传染病

Ｖｉｍｓ

疾病名称

蒋踬攀

ｓＡＲｓ

２００２

高致病性人禽流感

１９９７

Ｎｉｐａｈ Ｖｉｒｕｓ 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ｉｔｉｓ

１９９７

ＨｅｎｉｐａｖｉｒｕＳ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１９９４

巴西出血热

１９９４

马休波病毒（ＭＩｄｌｕｐ０Ⅵｒｍ）玻利维亚出血热（ＢＨＦ）

１９９４

ｓｉｎ Ｎｏｍｂｅｒ ｖｌｒｕｓ

汉他病毒肺综合症（ＨＰｓ）

１９９３

Ｇｕａｎａｒｉｔｏ ｖｉｒｕｓ Ｓａｂｉａ

委内瑞拉出血热（ⅧＦ）

１９９１

显著的特点，就是一旦传染给人类，流行链容易被打断，但临

埃博拉病毒（Ｅｂｏｌａ ｖｉｒｕｓ）埃博拉出血热

１９７７

床表现一般十分严重，甚至是致死性的；这符合生态系统的

汉坦病毒（ＨａＩｌｔａ ｖｉｒｕｓ）

肾综合征出血热（ＨＦＲｓ）

１９７７

进化规则，即由于长期的共生现象，寄生物一般不杀灭其宿

西尼罗病毒（ｗＮＶ）

西尼罗病毒脑炎

（在霎蓄备发）

主，但偶尔的侵入其他种类宿主，例如人类，因为尚未进化适
应新的宿主；往往容易引起新的宿主十分严重的疾病，甚至
快速杀死新的宿主¨一。

２．新发病毒性人畜共患传染病的影响因素：在今后几十
年，可以预知的全球变化包括人口增长、城市化、气候变暖

目前，人畜共患传染病的总数仍很难确定，但根据

等，其趋势还会继续加剧，人类疾病模式随着人群的迁移和

Ｔａｙｌｏｒ等Ｈ１的报道，ＷＨ０所分类的１４１５种人类疾病的病原

居住密度的增高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动物疾病的模

体包括：细菌和立克次体占５３８种，真菌３０７种，蠕虫２８７

式会随着土地的使用，新的耕种方式及环境污染而改变Ｋ］。

种，病毒和朊病毒２１７种，原生动物６６种，这些病原体所引

这些变化的趋势是复杂的。许多变化会改变人畜共患传染

起的疾病６１％属于人畜共患传染病；而在１７５种被认为是

病的发生与流行。

“新发”疾病，其中１３２种，即７５％是人畜共患传染病，所谓新

（１）野生动物的贸易和迁移是人类感染人畜共患传染病

发人畜共患传染病是指这种人畜共患传染病被新认识或新

的主要来源。野生动物作为人畜共患病病原体的宿主一直

产生，或是以往已存在，但是呈现发病率增加或地理区域内

是一个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人可以通过直接接触野生动物

宿主或病原携带者种类范围扩大”ｂｏ。新发人畜共患传染病

或被污染的水而感染，也可以因吸人了污染的空气而感染。

有人畜共患细菌传染病、寄生虫传染病、真菌传染病、病毒传

野生动物的全球贸易在不同程度上为人类疾病提供了传播

染病，但病毒性传染病“新发”最为明显。有资料表明，人畜

的媒介，携带病原体的野生动物不仅仅限于传染给人类，同

共患传染病的病原体新发病的可能性，比非人畜共患传染病

时也将病原体传染给家养动物和本土的野生动物，威胁本土

的病原体高１倍。在１３２种新发人畜共患传染病中，有７７

动物的数量和正常的生态系统ｏ“。最近从２只山鹰分离出

种是病毒性人畜共患传染病，约占新发人畜共患传染病

的Ｈ５Ｎ１Ａ型禽流感病毒就是非法从泰国流人到比利时

作者单位：４１０００５长沙，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肖奇友）；

贸易范围小到山村，大到跨国贸易，并且大多是通过非法和

的哺１。准确估算全球野生动物贸易量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Ｃ０１１ｅｇｅ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非正常贸易网络而进行的，但仍有些数据表明，大约有４万

Ｇｅｏｒｇｉａ，Ａｔｈｅｎｓ，ＧＡ ３０６０２，ｕＳＡ（ｚｈｅｎ

只活灵长类动物，４００万只飞鸟，６４万只爬行动物和３５亿条

Ｆ．Ｆ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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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鱼，每年在全球进行贸易‘９。。据报道，２０００年ＳＡＲｓ暴

了四次幢…。每次都导致了流感全世界流行，“新”的流行株

发后，在广州市有８３万余只野生动物被没收；东南亚百万吨

一般出现在禽的病毒基因与人的病毒基因重组之后，Ｈ５Ｎｌ

的野生动物每年在区域内或世界范围内进行贸易。野生哺

病毒株于２００４年在东南亚地区不仅引起家禽高致病性禽流

乳动物类、爬虫类、鸟类等每天通过贸易市场进行贸易；在贸

感的暴发同时也显示了对人类的传染力‘２“；人作为一个群

易市场，野生动物不仅接触了人，同时也接触了其他种类的

体来说，其主要的危险在于同时感染禽流感和人流感病毒。

家养或野生动物。据对泰国一个市场进行２５个周末调查显

对于引起人畜共患传染病的能力是微生物适应完全不同和

示，有２７６种，７万只鸟从这一市场卖出，同样２００１年对曼谷

不断变化的生态环境的能力体现。其中一系列最复杂的进

的４个市场进行调查发现，３６ ５５７只鸟仅３７％是泰国本土

化环节涉及到虫媒病毒与传播其病毒的动物的相适应的过

的，６３％的鸟是从其他国家而来的Ｈ０’“１。野生动物贸易市场

程，当生态系统发生变化，病毒为了适应宿主而进化，人和动

好比一个网络的枢纽站，而不是终点站，不仅将动物及其产

物的疾病随之发生。

品分送至各地，同时，也将不同种类动物宿主所携带的病原

３．人类及家养动物侵入到野生动物栖息地以及人类的

体传播到了遥远的地方。如对引起ｓＡＲＳ的冠状病毒的抗

肉食习惯可影响人畜共患传染病的变化。典型的案例就是

体检测表明，农场内的食肉动物抗体很低或是零，而贸易市

美国黄热病的发生，当时，人们进入美洲中部丛林修建巴拿

场的食肉动物的抗体阳性率达８０％【１…。随着动物类产品的

马运河。人类进入森林并造成森林的毁损，人接触野生动物

贸易，变得更加频繁和范围的不断扩大其所传播疾病的危险

和它们所携带的病毒而发病。同样的例子也时有发生，如

性亦随之增加。

Ｍａｙａｒｏ和ＯｒｏｐＯｕｃｈｅ病毒感染了一些巴西伐木工人，他们是

野生动物引起新发人畜共患传染病主要取决于三个因

为了清除亚马逊河的印第安森林而伐木的人。成片成片地

素。第一，野生动物所携带病原微生物的多样性阻列；第二，

伐木暴露于人畜共患传染病的危险性要低于在森林中选择

环境变化对野生动物之间病原体流行的影响；第三，人和家

性伐木的危险性，但为了降低伐木成本，伐木工人往往是选

畜动物与潜在的人畜共患传染病的野生动物宿主接触的频

择价值高的树木砍伐。相对封闭的生态系统一旦开放，人类

率。第一因素中，尤其要分析评价病原体在宿主的演变趋

与其接触就引起疾病的流行。狩猎野生动物从古代开始就

势，可携带病原体的宿主动物的迁移影响了人畜共患传染病

一直存在，狩猎野生动物和食用野生动物仍然是全球人畜共

的流行，这种迁移可因人的旅游和贸易而引起，也可以是野

患传染病发生的重要原因。热带森林的毁损，增加了狩猎者

生动物本身的迁移而引起Ｈ４。１…。狂犬病毒能广泛地传播和

与野生动物接触机会。最近发生的埃博拉出血热在人群中

感染各种动物，尤其是犬种动物，早在１８世纪狂犬就将狂犬

暴发，可以追索到患者是由于狩猎并食用已经感染的动物而

病毒传人北美，而后又传染各种陆生哺乳动物，２０世纪７０年

引起［２２３ ０狩猎过程如追捕、屠宰以及动物尸体的运输均有

代，狂犬病在大西洋中部地区的浣熊中已开始流行，在那里

可能接触携带的病原生物，但是远距离的食用者可能不接

浣熊狂犬病已成为一种地方病，这些浣熊是从美国东南部迁

触，危险性特别高的是狩猎非人类的哺乳动物，尤其是种系

移过来的ｕ７ Ｊ。在２００３年夏天，美国猴痘暴发，共计确疹病例

发育接近人类的黑猩猩。屠宰过程（包括切开、切碎、分装）

３７例¨副；猴痘是一种发生率低的人畜共患传染病，是由痘病

的危险性明显高于运输、买卖和食用动物肉心…。人类医学

毒引起，常发生在非洲；这次暴发的流行病学显示，与美国从

的研究已经探索了传染病发生的基本原理，但是很少有数据

非洲加纳引进啮齿动物有关，感染的啮毒动物将病毒传给美

论证疾病与狩猎野生动物和食用野生动物的关系怛“。人类

国牧狗。这次传播说明了非本土动物能引起严重的公共卫

应尽量避免接触病死野生动物，虽然一些保护性措施可以使

生问题，它们能传播疾病给本土动物和人类。

用，但是它的有效性还未能证实。正因为如此，对动物的医

（２）病原生物的变化或适应同样影响人畜共患传染病的

学研究不仅包括狩猎的过程，还应包括动物的运输、买卖、蒸

流行。这些变化包括突变，如病毒基因漂流，基因的激活和

煮直到餐桌所有过程。这些过程明显的根据性别、种族和文

沉默，基因重组，如病毒基因移位，基因结合、转换等，自然选

化差异而有所不同。在非洲西部和中部对肉食的要求量比

择和进化起着重要作用，ＳＡＲＳ可能是病原微生物进化的最

亚马逊平原平均每人高出４倍坦“。据估计，在刚果每人每天

近发生的案例¨…。基因变化了的微生物或基因进化了的微

食肉量大于２８２．３一驯。对食肉的需求不断增加，导致人类

生物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家养动物可以有多种方式，从野生动

接触人畜共患传染病原生物机会增加，这样评价动物的对人

物传播到人。如Ａ群流感的流行，自然界有多种动物如鸟、

类健康危险性，还应包括人类对肉食的需求与供给。

人、猪、马、海洋哺乳类动物等可以感染Ａ群流感病毒，该病

４．生态学因素，尤其是无限制的城市化和环境污染导致

毒的主要宿主可能是野生水禽尤其是野鸭；Ａ群流感病毒有

许多新发传染病的发生。污水排放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携带

两个主要的表面抗原，一个是有１６个亚型的红血球血凝素，

病原体的节肢动物在污水中孵化；环境化学毒物（如除草剂、

另一个是有９个亚型的神经氨酸酶；所有这些亚型大多可以

杀虫剂）及农药残留物均直接或间接影响了病毒和宿主的关

从野生鸟中分离，但很少从哺乳动物中分离。在２０世纪，具

系，生态学因素在病毒性人畜共患传染病的发生中起着十分

有传染性的不同病毒株抗原性变异，称为抗原移位，已发生

重要的作用，如日本脑炎（乙脑）的发生在南亚新开发的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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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区。全球气候变暖，将影响海平面并进而影响入湖湿

人员的准备与提供；后勤的保障，以及临床治疗体系，包括病

地、内陆沼：泽以及人类生活居住习惯，同样也会影响到热带

例的隔离治疗和对患者的关怀。对新发人畜共患传染病最

地区的病毒与携带者的关系；关于全球变暖的长期影响研究

早的病例调查尤为重要，重点要调查特征性指标，如死亡率、

项目有许多，但热带医学项目的研究数据十分缺乏。

疾病的严重程度、传播方式，以及是否存在远距离传播，所有

在所有生态学因素中对节肢动物所引起的病毒性人畜

这些都是对疾病流行和社会危险性预测的重要指标∞“。虽

共患传染病影响较大，没有限制的城市化是最重要的，数百

然这些调查经常收集了一些相似病例，但这些真实的病例将

万人口的区域，由于缺乏卫生处理设施，就好比一个人畜共

会促进制订战略性方案以及处理新发人畜共患传染病。

患传染病病原体的培养箱，它将成为下一个世界最难控制的

第二、培训和教育需要预先做好，以便使相关专业人员

人畜共患传染病的危险因素。另外人类自身总是提供一些

了解和识别不同时期人畜共患传染病的表现，需要许多有良

新方式来接触病原体，如水坝的建设，各种管道、空调、输血，

好训练和专业基础的流行病学工作者，以处理和调查发生在

这些自然的和社会的变化总在影响着病原生物的选择，尤为

现场的人畜共患传染病，这些人员应包括，临床医生、动物与

重要的是人口的增长，加剧人对环境的影响心“。

野生动物学家、兽医师、公共卫生官员。

５．不断改进的诊断方法也改变了人畜共患传染病流行

第三、需要相关的各学科间整体的合作及知识与信息互

的报告。一种已经长期存在的疾病可能由于缺乏确定的诊

换、共享。习惯上，人类医学与兽医学是分离的，医生治疗患

断方法而没有报告，不断改进的特异性分子生物学的方法，

者，兽医师负责动物，当然人和动物无论在疾病类型还是在

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人类对人畜共患传染病病原体的认

治疗方法上都存在着不同，在对待传染病个体或被怀疑受到

识旧“。另外生物恐怖行为也可能增加，并且大多数情况都

了感染的个体，对动物而言以宰杀为主，可对人的方式就不

会选择人畜共患传染病的病原体。

同了，尽管这两个专业有许多差别，但是他们有许多共同

６．预防与控制：～般说来，人畜共患传染病引发全球流

点口“。过去几年，人类医学和兽医学之间已经开始有些合

行需要三个步骤：首先，病原体能够成功地在野生动物宿主

作，并取得了许多进步，这种合作对于快速确认和有效控制

和人类或其他家畜中传播，最近新发的几个人畜共患传染病

人畜共患传染病是十分重要的。合作不仅要加强而且要扩

已经体现了这一步，例如Ｈｅｎｄｒａ病毒；第二，病原体能够直

展，包括农业、林业、旅游、贸易、工业尤其食品工业、不断推

接在人群之间传播，最后病原体能够从区域人群中流行扩散

进新的食品生产技术，以满足世界人口对肉食增长的需

到全球人群。有证据表明，许多病原体能够在动物宿主之问

求㈨。

以及动物宿主和人之间传播，但是不能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传

第四、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我们需要发现病毒的自然

播，或者可以说发生率低；不容许病原体在人群之中建立传

宿主，以及在正常情况下是怎样传播？如果病毒发生变异或

播链陋训；有些病原体如禽流感和Ｈｅｎｄｒａ病毒，似乎并没有通

原来的病毒宿主已经不再传播，我们需要尽快地知道这些变

过食用肉类而传播，它们引起几个小的流行，但很少或没有

化，要不断深入了解疾病的流行规律，完善诊断方法，发展

证据表明能够人传人。就病毒性人畜共患传染病而言我们

低成本高效果的疫苗和治疗药物；研究病原体对药物耐受，

把这样情况称作为“病毒唠叨（ｖｉｒｕｓ ｃｈａｔｔｅｒ）”，一种看来十分

需要研究不同影响因素的作用与变化。

普遍的现象，重复将非人类病毒传染给人，大多数情况并没

第五、需要控制野生动物的贸易和捕食。要消灭自然界

有引起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我们可以假设这种理论在病

病原体或消灭带有病原体的野生动物是不可能的，但应采取

毒性人畜共患传染病中是普遍的，高频率的“病毒唠叨”将增

实用的措施降低人畜共患传染病传播的危险性，包括降低与

加病毒的多样性，结果是变化的病毒进入人体，增加了能够

野生动物的接触，关闭野生动物交易市场，以及最终消除野

成功复制并将病毒扩散的可能性；最终，导致了适应人类的

生动物的贸易，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人畜共患传染病的预防

病毒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出现。３“。在某些情况下，这一过程

和控制尤为重要，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人畜共患传染病危

导致了新的病毒株的进化，对于病毒性人畜共患传染病的发

险度高，控制的措施包括对动物宿主没有也难于采取措施控

生可能是一个共同的机理∞“。

制。ＳＡＲＳ和Ｈ５Ｎ１禽流感就说明了这一点。

病毒性人畜共患传染病所面临的问题十分复杂，因为，

第六、加强对家禽家畜养殖业和宠物的管理。家禽家畜

①临床上难于诊断；②治疗的费用昂贵，对于贫困地区更是

养殖业不仅是重要的经济支柱，而且动物和人也是伙伴关

如此；③具有全球快速传播的能力；④一旦形成传播很难消

系。在有些发达国家，一半的家庭有宠物，许多宠物和家庭

除；⑤能引起恐惧并造成经济损失∞…。

成员一样重要，甚至更加需要关心，因此对由宠物可能引发

尽管如此，我们对待病毒性人畜共患病的预防与控制，
仍需采取综合措施。

的人畜共患传染病将会产生更复杂的关系。不仅仅是健康
与疾病关系，还包括社会、经济、心理等关系。

首先，建立系统、专业、快速的病例报告体系。疾病的死

第七、改善公共设施、设备包括卫生和污水排放；安全食

亡登记记录；完善的监测网络及相应的工作人员并且具备符

品与水的供给；动物宿主和病原携带者的管理；动物尸体的

合生物安全要求的实验室。面临疾病的暴发，不断增加管理

处置等都需要系统并需要制订相应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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