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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一例人禽流感病例现场流行病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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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结合人禽流感病例的调查处理探索现场流行病学的应用效果。方法

对一例人

禽流感病例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密切接触者观察，采用ＲＴ—ＰＣＲ检测咽拭子或气管分泌物Ｈ５亚型
核酸片段和血清中Ｈ５抗体；对气管分泌物中分离到的Ｈ５Ｎ１病毒进行主要基因片段的测序和分析。
按照现场流行病学特征完成处理和控制。结果根据临床表现和病原学检测结果，确诊为人禽流感
病例；患者病前曾到过居住地附近的一间兼营活禽的菜市场，余无可疑接触史；对患者的９８名接触者
进行医学观察，并对其中的４名进行隔离观察，未发现人与人之间的传播。由患者气管分泌物分离到
Ｈ５Ｎ１病毒［～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０２／２００６（Ｈ５Ｎ１）］，基因序列分析仍为禽源性特征，但与２００５年之前国内分
离的病毒株明显不同。病例呈现起病急、进展快和多脏器严重损害等特征，经救治而康复。疫情处理
以疾病预防控制和临床专业为技术支撑，注意了政府主导下的多部门参与、公众互动、媒体沟通、与香
港交流等，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结论及早发现和病原学确诊是病例成功救治的关键；病毒株仍为禽
源性特征，未见人间传播现象，但病毒感染来源和传播因素不明；现场流行病学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对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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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ｒｏｂｌｅｍｓ

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人禽流感）是国内外广

的禽流感病毒。确诊由国家流感中心完成，对

受关注的新发传染病，其流行病学研究进展很快，

Ｈ５Ｎ１流感病毒的分离鉴定和８个ＲＮＡ片段ＰＢ２、

但从现场流行病学角度的研究报道较少‘１。。我国是

ＰＢｌ、ＰＡ、ＨＡ、ＮＡ、ＮＰ、Ｍ和ＮＳ的核酸序歹Ⅱ进行了

全球禽流感防治最受注目的国家乜］。我国规定，一

测定。综合考虑了地域、时问、禽和人类等因素，从

个地区出现１例人禽流感病例时，需按突发公共卫

ＧｅｎＢａｎｋ中选出Ｈ５Ｎ１代表株，利用Ｓｉｍｍｏｎｉｃ及

生事件报告和处理。３。。根据现场流行病学的定义和

ＭＥＧＡ ２．１软件对上述８个基因片段的核苷酸同源

特征Ｈ一，在人禽流感应对中，就应该采用现代流行

性、氨基酸序列进行了对比，还对ＨＡ基因序列进行

病学理论和方法，并汲取传播学、公共关系学、决

了系统进化树分析。

策论等学科手段。为此本文以深圳市首例人禽流感

在初筛时，对病例气管分泌物ＳＡＲＳ病毒核酸

病例的调查和处理为例，探讨现场流行病学的应用

和军团菌核酸、血清ＳＡＲＳ病毒ＩｇＭ抗体、衣原体

问题。

和支原体ＩｇＭ抗体、军团菌ＩｇＧ抗体进行了检测。
资料与方法

在对密切接触者排查时，检测了流感病毒Ａ和Ｂ型
核酸片段。

１．流行病学调查：病例的发现和排查由“深圳市

采用ＲＴ－ＰＣＲ方法，对病家周围禽类散养户和

不明原因肺炎监测系统”完成。由流行病学专业人

市售的鸡血清、鸡咽或肛拭子，病家附近垃圾、泥土

员对患者的配偶、女儿、同事等相关知情人进行了多

和污水，以及病家及其市场中活禽销售场所、禽笼等

次详细的访谈和调查；患者康复后，详细询问和核实

器具的涂抹标本中流感病毒Ｈ５核酸片段进行了

有关情况。调查内容包括发病前１４天到过的地方、

检测。

可疑因素接触情况及起病经过、诊治过程、发病后接

４．疫情处理和应对：按照要求实施不明原因肺

触情况等。病例临床治疗和经过等相关资料来源于

炎和人禽流感网上直报，采取综合应对措施和部门

诊治记录。

问联动；强化病例的救治和疫点处理；社会和公众

２．密切接触者观察：根据“禽流感密切接触者判

互动，包括相关信息和资料的扩散，启用基于计算

定标准和处理原则”的有关规定¨１，由疾病控制专业

机电话拨号系统的“深圳市人群行为因素监测系

人员划定该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并实施医学观察和特

统”；采取系列媒体互动措施，包括公布疫情，动态

异性病原学检测，发现体温超过３８℃并伴上呼吸道

接受采访，新闻发布会等；与香港有关专业机构协

症状者，收入定点医院隔离观察。

调行动。

３．实验室检测和分析：初筛在生物安全Ⅱ级实

结

果

验室内进行，Ｈ５亚型核酸提取采用科润达和匹基公
司Ｈ５亚型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试剂盒及科润达公司Ａ、

１．病例的发现：患者为３１岁男性，货运司机。

Ｂ型流感通用型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试剂盒，按说明书对

２００６年６月３日起病，４—６日在家休息，７日出现

ＨＡ基因和Ｍ基因进行核酸检测。复检由广东省

高热（Ｔ ３９．９℃）、咳嗽咳痰，伴畏寒、呕吐等，到私立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ＣＤＣ）完成，用ＲＴ—ＰＣＲ法对核

诊所治疗；８日咳嗽加重、胸闷气促、呼吸困难，并伴

酸进行Ｎ１亚型的鉴定。对病例及密切接触者血清

稀水样便，９日转往深圳市级综合医院就诊，影像检

采用血凝抑制（ＨＩ）试验，检溅Ｈ５流感病毒抗体；所

查示“左肺大叶性肺炎”。１０日按“重症肺炎”住院

用的Ｈ５Ｎ１抗原系该病例气管分泌物分离并经灭活

治疗。１１日出现高热（Ｔ ４０℃）和“呼吸窘迫”，报告

２５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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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ＣＤＣ，深圳市ＣＤＣ当日病原学检测结果为流

与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我国华南地区分离到的禽类毒株

感病毒Ｈ５亚型核酸阳性，并介入调查和处理。１２

同源性高（９８．４％～９９．４％），而与１９９７年香港

日病例被转入深圳市定点医院，当日广东省专家组

（ＨＫ／１５６／９７）和１９９６年广东省禽类（ｇｓ／ＧＤ／１／９６）分

确诊为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疑似病例，１５日，卫

离的病毒，以及近年从越南、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分离

生部公布为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确诊病例。

的病毒同源性较低。

２．流行病学调查：患者既往健康，发病前没有明

由ＨＡ的氨基酸序列系统进化树分析（图１）可

确的可疑病例和病死禽接触史。所在工厂及居住小

见，国内外６８株Ｈ５Ｎ１的ＨＡ基因片段被聚成５

区无类似病例。发病前１４天送货地点为东莞、佛

组，其中ＧＤ／２／０６株在进化关系上与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

山、广州和深圳等地，无类似病例和传播因素接触

我国华南地区分离到的Ｈ５Ｎ１毒株被归为同一组，

史。居住条件良好，家中从未养殖禽鸟。全家５口

其ＨＡ基因与２００５年以前我国分离到的Ｈ５Ｎ１相

人，配偶及３个孩子中无相同病例。

差最明显。进一步对ＧＤ／２／０６株有关基因片段的氨

患者居家附近有一小型肉菜市场，１３０个摊档

基酸序列进行比对发现，在ＨＡ基因ＨＡｌ及ＨＡ２

中有４个经营活禽，日均售鸡量约５０只、鸭１０余

闯切割位点仍为ＬＲＥＲＲＲＫＲ，符合高致病性禽流

只，禽类摊档与其他经营铺位分隔，禽类宰杀与销售

感病毒特征；受体结合区依然是“Ｇｌｎ２２２

分开；鸡鸭来源于正规禽类批发市场，未出现过病死

Ｇｌｙ２２４”的氨基酸残基，具有典型的禽流感病毒受体

禽，从业人员未发现类似病例。病家以及活禽销售

特性…。

Ｓｅｒ２２３

场所、禽鸟笼等器具涂抹标本３５份，禽流感Ｈ５核

５．临床特征及其救治：病例临床特点为起病

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５月２７日，患者妻子到居家

急、多脏器功能衰竭或严重损害。经采用机械通

附近的肉菜市场购得活鸡一只，由市场屠宰点宰杀

气、纠正弥漫性血管内凝血（ＤＩＣ）、控制血糖水平、

后带回家煮汤，全家５人食用。患者家中平时买菜

维持水电解质平衡、使用激素和抗病毒抗感染等抢

由其妻承担，６月１日曾到该肉菜市场，但未到禽类

救治疗，８月２日患者康复。出院诊断：高致病性

销售摊档。患者居住区８ ｋｍ２范围无规模化的家禽

人禽流感（Ｈ５Ｎ１型），重症病毒性肺炎，成人呼吸

饲养场，但有散养户２６户，饲养家禽１６８９只，于３

窘迫综合征（ＡＲＤｓ），多脏器功能衰竭（呼吸、心脏、

月底已完成禽流感疫苗免疫，家禽健康状况正常；抽

免疫系统等），多脏器功能损害（上消化道出血、

取３户散养户鸡血样和鸡咽、肛拭子各１５份，检测

ＤＩＣ、肾小管坏死、中毒性肝炎），继发多种细菌引起

禽流感病毒Ｈ５Ｎ１为阴性。调查患者居住区小型肉

的肺部感染（多重耐药的假单胞绿脓杆菌肺炎、耐甲

菜市场供应活鸡的批发市场均无禽类非正常死亡现

氧西林溶血葡萄球菌肺炎、肺炎克雷伯菌肺炎）、多

象；对患者居住区及周边采集垃圾２份、泥土２份、

部位真菌感染（消化道、泌尿道、肺部）、药物热、药

污水１份，Ｈ５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物疹。

３．密切接触者观察：共确定密切接触者９８名，

６．主要应对措施：由表１可见，在本例人禽流感

医学观察、咽拭子和血清检测均未发现Ｈ５Ｎ１感染

的应急应对中，在不同过程采取了不同的针对性措

标志。曾隔离观察４人，包括患者１０月龄的小女儿

施。事件发生初期（第１—７天），除了专业措施外，

和患者曾就医诊所的１名护士，分别以Ｂ型流感和

尤其注意了政府主导下的多部门参与，社会和公众

Ｂ型流感并发急性支气管炎解除医学观察；另２名

理性互动及积极主动的媒体沟通。在与公众的互动

隔离观察者分别为患者的病友和陪护人，均排除了

方面，不同一般的人群知识水平调查，在计算机辅助

Ｈ５Ｎ１禽流感病毒感染的可能。

的电话调查前后均通过媒体向市民预告和公布结

４．病原学检测：初筛Ｈ５亚型核酸阳性后第二
次采样进行了重复检测，仍为阳性，而其他病原体检
测未发现异常。后期Ｈ５亚型核酸阴转，而抗体呈
阳性。广东省和中国ＣＤＣ均从病例的气管吸取物

果，目的是与公众沟通。与香港及时通报情况，并邀
请专业人员参与调查处理。
讨

论

中分离到禽流感病毒，命名为Ａ／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２／２００６

本例人禽流感患者调查处理的实践说明，一定

（Ｈ５Ｎ１），简称为ＧＤ／２／０６。对核苷酸序列同源性分

时期应对高敏感性的传染病，不能以发病数多少为

析表明，ＧＤ／２／０６株的８个基因片段仍呈现禽源性，

判断标准，即便是“传言事件”，也要采取行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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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互动，不仅采取了传统的方法，如扩散人禽流感

刊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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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宣传和系列讲座，网站开设了“禽流感专题”等，

对话；积极主动与媒体沟通，通过各种渠道与香港方

Ｌ｛产医足鞴舞０８瞄

面交流；这些都是现场流行病学特征所要求的。文

．Ｉ［粼黼３。

中重点表述了所采取的措施控制（表１），旨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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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画册及折页和宣传片，进行人禽流感健康知识

还启动了计算机辅助的电话访问系统，与市民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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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１

·２５１

在社会经济开放的地区，注重现场流行病学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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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人禽流感应对的效果会更为明显。
本例人禽流感病例的调查，结合国内外的报
道ｂ’“，我们体会到，个案调查在现阶段人禽流感现
场流行病学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通过个案

８４

调查确定了密切接触者９８人，尤其是患者的家人、
Ｓ啊Ｉ凸Ｅｍ
Ｃ１ｄ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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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早期的接触者和ＩＣｕ病房的病友中，有４人在
观察期间出现“发热伴呼吸道症状”，被转入定点医
院观察并被排除感染禽流感，证明该例患者未发生
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本例患者发病前无可疑因素接
触史，其感染来源未明，这不是现场流行病学个案调
查的缺陷，可能与禽流感传播机理尚未完全明确有
关。香港最早发现，虽然从事禽类经营职业的人员
中没有禽流感病例，但感染禽流感病毒的情况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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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病例，感染来源不明的为数不少，但城市中的活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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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禽流感病例的流行特征提示，在深圳这样人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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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在。７二。国内迄今发生的人禽流感病例中，尤其是城

ＧＤ／２／０６株与ＧｅｎＢａｎｋ公布的６８株Ｈ５Ｎ１病毒
ＨＡ基因系统进化树

流频繁的大城市，在国内较早发现禽间禽流感的地
方，应重视人禽流感传播动力学的研究。
由本文还可见，实验室检测技术在人禽流感病
例调查和处理中的重要作用。在病例初筛和检测阶
段，从临床医生作出“禽流感待排查”的考虑开始，在
国家、省和市三级有禽流感检测资质的实验室运行
之时，临床和流行病学工作者期待的就是病原学的
实验检测结果。本次调查中快速的ＲＴ’ＰＣＲ技术
弥补了流感病毒分离培养耗时较长的局限，达到了

是防止其演变为危机事件而给经济社会带来不良影

快速和准确的要求，有利于采取应急应对措施；对本

响一２｜。本例人禽流感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卫生专业

例禽流感病毒基因序列比较和系统进化树分析，说

机构及时做出特异性诊断并完成了流行病学调查、

明病毒具有典型的禽源性特性，进一步认识了病毒

患者得以成功救治和康复、密切接触者得到良好的

的来源和演变，防止了对事件的过度反应。因此，现

观察等；还实现了政府主导下的多部门参与，及时启

场流行病学工作者必须重视实验室检测证据，熟练

动和停止与人禽流感应急预案对应的防控响应，保

运用现代实验检验技术，把实验室检测作为应对突

证了防控的力度和相关措施的落实；与社会和公众

发公共卫生问题的重要工具。

生兰煎鱼堑兰苤查！！！！篁！旦篷；！鲞笙ｊ塑

·２５２·

２００６年深圳市１例人禽流感病例不同进程时的应对措施

表１

ｃｈｉｎａｃｄｃ

本例人禽流感患者的及早发现，得益于“深圳市
不明原因肺炎监测系统”和“深圳市流感／禽流感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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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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