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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甲型（Ｈ １ Ｎ １）流感·

甲型（Ｈ【Ｎ１）流感现场流行病学的几点思考
张顺祥
【关键词】
Ａ

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现场流行病学

ｆｅｗ ｔｈｊｎｋ ｄｅｅｐｌｙ ｏｆ ｔｔ№ｉｎｎＩ地ｎｚａ Ａ（Ｈ１Ｎ１）ｏｎ矗ｅｌｄ

ｅｐｉｄｅｌｎｉｏｌｏ野ｚ嬲Ｍ 鼽Ⅱｎ喘如婚 妣砌肌 ＆舭ｒ 加

须立即做出反应，深入发生公共卫生事件的现场解
决问题；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深度可能受到必须及早

Ｃｂｎ￡ｒｏＺ口，斑Ｐ撇ｎｆ如ｎ，ｉ‰，幽，Ｉ ５ ｌ ８０２０，Ｃｈｉｎａ

采取措施的限制，研究设计和流行病学方法也会受

ｃ０肿邓珩以ｉ，ｌｇ口Ⅱ￡ＪＩｌｏｒ：删Ｈ＾临跏“ｎ吲玩，ｌｇ，Ｅ蛳ｉｌ：曲ａｎｇｓｘ＠

到紧急情况的制约阳］。世界各国近年来高度重视人

ｓｚｃｄｃ．ｎｅｔ

感染禽流感的预防和控制，ｗＨｏ一直致力于流感大

Ｄ括ｅ口ｓ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ｎｎｕｅ北ａ Ａ（Ｈ１Ｎ１）；Ｆｉｅｌｄ印ｉｄ锄ｉｏｌｏｇｙ

甲型（Ｈ１Ｎ１）流感曾被称为人感染猪流感，最早
发生于墨西哥和美国。ＷＨＯ于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４日和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ＣＤＣ）４月２３日分别在其网
站上做了正式报道。该型流感由包含少见基因片段
复合体的新病毒引起，甲型（ＨｌＮｌ）病毒此前在美国
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和猪体内从未被发现¨，“。从
甲型（Ｈ１Ｎ１）流感暴发的短短几天时间内，即被
ｗＨＯ确定为具有国际影响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并将大流感预警级别由开始的３级提升为４级后，
再提升至５级。目前全球已经进入流感大流行的边
沿［３４］。与此同时，发现和报告甲型（ＨｌＮｌ）流感病
例已经包括美洲、欧洲和亚洲的２１个国家和地区，
病例数还在不断地翻新。世界各国政府也纷纷采
取了一系列应急性措施，公共卫生机构和工作人员
作为专业队伍又一次被推到重大传染病预防控制
的前沿。我国卫生部在第一时间对这场突如其来
的疫情做出了反应，中国ＣＤｃ也及时调集专业力量
【６ｔ“，参与了这场“战役”。甲型（ＨｌＮｌ）流感疫情如
何演变还是未知数，应对这场公共卫生事件的帷幕
才刚刚拉开。

在调查和处理传染病爆发性流行中应运而生、
在应急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展壮大的现
场流行病学，在这场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疫情的控制中
必将再显身手。由Ｇｒｅｇｇ主编的第三版“现场流行
病学”于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出版，该部学术专著对现场流
行病学定义进行了更新。认为现场流行病学主要解
决发生时难以预料的问题，强调流行病学工作者必

流行的应对，并告诫全球，流感大流行将会发生，但
具体发生的时间却不能确定。因此，甲型（Ｈ１Ｎ１）流
感正是现场流行病学所要研究的问题。相信全球的
现场流行病学工作者已经参与到了这场应对甲型
（ＨｌＮｌ）流感的战役之中。本文结合甲型（ＨｌＮｌ）流
感疫情应对，对现场流行病学提出几点思考。
１．流感监测系统在这场甲型（ＨｌＮｌ）流感疫情
中已经并且还将发挥重要作用。墨西哥发生的这场
甲型（ＨｌＮｌ）流感是如何被发现和确定的？这是值
得讨论的问题。据美国ｃＤｃ对该国最先发现的５例
病例报道显示旧，ｌｏ】，这些病例分别于４月中旬在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Ｓａｎ Ｄｉｅｇｏ县、Ｉｍｐｅｒｉａｌ县和德克萨斯
州的Ｇｕａｄａｌｏｐｅ县当地诊所因流感样病例就医，从而
进入美国常规流感监测系统。由就医的诊所和医疗
机构采集患者样本，在当地县卫生部门的实验室进
行常规检测，发现甲型流感病毒阳性但未能分型，样
本常规送往美国ＣＤＣ后，在５．６ ｄ的时间内，美国

ＣＤＣ于４月２１日公开发表了甲型（ＨｌＮｌ）流感检测
确认结果旧Ｊ。与此同时，在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德

克萨斯州相邻的墨西哥正在发生流感暴发疫情并发
现了死亡病例，墨西哥送往加拿大的１８份流感患者
样本也检测出同样的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病毒…。由此
可见，美国常规运行的流感监测系统在此次流感疫
情的病原体早期实验室确诊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
现场流行病学以现代疾病监测和公共卫生监测
理论、方法为根本ｎ１｜，结合本次猪流感应对的现实，
不难理解其理由：①现场流行病学认为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及时发现和甄别，离不开常规化、高效运作
的监测系统。疾病报告或辅以互联网模式的病例报

ＤＯＩ：ｌＯ．３７６０／ａｍｊ．ｉｓ蚰．０２５４一“５０．２００９．０５．００４
作者单位：５１８０２０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通信作者：张顺祥，Ｅｍａｉｌ：丑ｌ姐ｇｓｘ＠ｓｚｃｄｃ．ｎｅｔ

告系统，称为被动监测，对疾病的早期诊断有益，但
在疾病，尤其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早期发现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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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５月第３０卷第５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ｙ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５

显“被动”；早期发现必须依赖主动的疾病监测系

简言之，现场流行病学是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

统。②为了及早发现人群中疾病，尤其是新发传染

进化而来的应用学科体系，具有明显的交叉学科优

病的发生和流行，现场流行病学更倡导症状监测

势。除了上述经过专业培训的现场流行病学工作者

（ｓｙｎｄｒｏ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认为症状监测更能达到突

之外，更多的是经过了生物恐怖、ＳＡＲＳ和人感染禽

发公共卫生事件早期发现的目标；流感监测系统可

流感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考验的医疗、卫

以归属于症状监测的范畴。③现场流行病学更加注

生专业人员和管理者，他们无疑也受到了现场流行

重监测结果的反馈、报告和发布。于是，专业目的的

病学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成为这场甲型（Ｈ１Ｎ１）流感

监测赋予了社会信息共享和公众互动的新使命；换

应对的主力军。

言之，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按照传播学的理

从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的发现和确定，就不难看出

论和方法，要把事实如实地告知需要知道的人群和

现场流行病学理论主导下的实验室检测技术支持是

公众，这个事实就可以理解为动态的监测结果，发布

如何的发挥作用。至少说明：①应对突发公共卫生

监测结果就可以避免与媒体互动时说大话、套话和

事件的实验室检测不仅要有传统实验科学的严谨，

主观判断或不切实际的话语。④现场流行病学更注

要有与现代实验理论和技术发展相适应的快速、便

重及早采取可能的预防控制措施，其依据不是现场

捷、灵敏和特异的检测方法，还要注重实验窜的网络

调查的最终结论，而是动态的监测系统不断提供的

信息化、运行一体化和实验室人员主动积极参与等

信息。因此，监测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重要

岗位责任、操作规范和丁作意识的形成。这实际上

性，还表现在能为其采取一系列措施提供重要的决

是现场流行病学的公共卫生监测理论对实验室技术

策依据。在这场甲型（ＨｌＮｌ）流感疫情中，ｗＨＯ倡

支持的需求反应，即辅以良好实验室检测数据的公

议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加强监测，并根据其结果和

共卫生监测，结果会更加重要。②突发公共卫生事

疫情的发展，不断调整流感大流行的预警级别，指导

件的病原体、暴露因子、传播机制等的最终判定，特

各国展开行动。通过分析甲型（Ｈ１Ｎ１）流感发现和

异性实验室检测必不可少。目前ＷＨＯ更新的数据

确定的过程，深刻的理解为什么现场流行病学如此

表明ｎ引，截至５月１日，墨西哥２９６０例（包括死亡３１２

强调监测的重要性。

例）疑似猪流感病例中，只有确证病例１５６例（包括

２．公共卫生专业工作者在这场甲型（Ｈ１Ｎ１）流

死亡９例）；而美国１０９例（包括死亡１例）均为实验

感应对中必将发挥主力军作用。这场甲型（ＨｌＮｌ）

室确诊病例。数字对比证明，有无特异性实验室检

流感极有可能演变成全球性的流感大流行，、ⅣＨＯ已

测技术支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的数据准确性

经预示其传播速度强于ｓＡＲＳ，但为什么并没有引

大不相同。我国卫生部及时发布了已经研发成功的

起像ＳＡＲＳ一样的恐慌？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突

快速、简便和特异的甲型（ＨｌＮｌ）流感检测试剂Ｈ“，并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应对，有了经受实战考验的

会很快分发和装备到各省、市有关检测网络实验室，

专业主力军，即公共卫生工作者，包括现场流行病学

解决口岸检疫、可疑对象筛检、一般流感鉴别等关键

工作者。ＳＡＲＳ之后风靡全球的现场流行病学培训

问题。因此，现场流行病学既注重经典流行病学调

项目［１ ２｜。产出的不是一般的流行病学专业人才，而是

查逻辑思维和现代描述、分析流行病学方法的应用，

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突击队”；他们在常见的

也注重实验室技术支持等多学科方法的融合。③只

疾病暴发、食物中毒和职业中毒等疾病预防控制事

有在公共卫生监测和预防控制的常规Ｔ作中，不断

件中“干中学”，目的就是应对如同甲型（ＨｌＮｌ）流感

应用实验室技术，使实验室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才

这样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他们所掌握的不仅

能在疾病暴发或突发性卫生事件的紧急情况下，启

是现代流行病学的理论和方法，还有其他学科的相

动实验项目而派上用场。这是现场流行病学工作者

关知识和技术。因为现场流行病学同时汲取的传播

经历了数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后，对实验室支

学、法学、危机处理技术、管理学和决策学、实验科

持发出的真切感受和需求。④现场流行病学工作者

学、计算机技术等学科理论和方法，会使突发公共卫

与实验室工作人员只有建立密切的关系，相互理解

生事件的处理更加得心应手，从而使现场流行病学

和沟通，才能在突发事件应对中达到双赢；双方不仅

呈现了独特性。它能化解和承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要彼此了解工作程序、调查流程，还要熟悉各自学科

带来的挑战，把陷于窘迫的流行病学工作者引入决策

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例如，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步骤

和公共卫生行动的法律学、伦理学和管理学领域引。

虽然在传统流行病学基础上进行了更新¨引，但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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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步骤”，这实际是现场调查的逻辑思维。表ｌ是

理不好。如同采取的流行病学理论和方法不恰当一

将该现场调查各步骤对应的实验室技术支持的概

样，都会直接影响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②

括；正如现场调查步骤强调的并不是机械地遵照其

重视与政府和行政管理人员的配合和沟通，正确处

过程，而是强调逻辑思维一样，表１中所罗列的采样

理是否开展调查与行政压力之间的关系、调查结果

和检测步骤，只是强调现场调查过程中实验室技术

与采取措施之间的关系。面对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

支持的重要性，提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现场

事件时，社会和公众的焦点最终集中到政府，甚至造

流行病学工作者，注意与实验室人员的良性互动。

成政治压力，因此，现场流行病学工作者必须汲取社

除此，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其他各学科之间的

会学理论和方法而展开工作。③针对突发公共卫生

表１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各步骤所需要的实验室检测支持
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步骤

可能的实验室技术支持

事件的现场流行病学，更注重国内外科学研究成果
的分享，依此作为现场调查的基础，作为现场干预措
施的依据，作为公众信息传播的指引。笔者初步查

１．现场调查的准备

与检测机构联系。吸收检验人员参与

２．确定暴发的存在

现场采样（病例样本）

阅了国内外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学

３．核实诊断

初步或快速的实验室检测

者近年来有对猪群中猪流感病毒分离鉴定¨“１７１、各

４．定义和确定病例

特异性实验室检测

５．ｉ间分布分析

现场采样（环境样本）

６．提出假设

实验室检测结果综合分析

究ｂ“、适合猪群的猪流感疫苗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乜２１；

７．验证假设

现场采样（暴露因素样本）

甚至有学者明确地提出了猪流感流行的公共卫生

８．着手进一步调查

深入检测如测序和同源性检测

意义问题∞驯。美国旧２引、加拿大汹Ｊ、欧洲国家乜钆划

９．采取预防控制措施

重复检测及病例恢复期采样检测

ｌＯ．提交和发布结果

实验室检测技术总结和方法更新

型病毒的基因克隆ｎ８’１引、序列分析ｍ】、病毒的实验研

和韩国等ｂｋ ３２１，都有不少猪群中猪流感发生和流行

的报道。美国在本次猪流感疫情的判断时，也比较

关系，如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公共卫生与社会学等

了美国国内２００４年以前和２００５年以来两个不同时

学科之间，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期人感染猪流感病例的发生水平¨引。猪流感的这些

３．良性互动和广泛合作是甲型（ＨｌＮｌ）流感预
防控制中十分关键的重要措施。为什么各国政府和

研究结果，无疑为应对本次甲型（ＨｌＮｌ）流感奠定了
科学基础，增强了自信。

社会各界如此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经历了生物

这场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疫情还有许多未知数期

恐怖、ＳＡＲＳ之后，面临这场甲型（Ｈ１Ｎ１）流感，各国

待被解开，疫情数据仍在不断变化；甚至连原来的

和社会各界一致的应对行动，是对这个问题最好的

“ｓｗｉｎｅ

回答。因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是医疗卫生部门和

（ＨｌＮｌ）”［３引，而我国卫生部也随即将“人感染猪流

行业内部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面临的挑战。甲型

感”更名为“甲型（ＨｌＮｌ）流感”并纳入传染病防治法

（ＨｌＮｌ）流感发生后，ｗＨＯ又一次成为协调世界各

管理ｂ引。这场疫情将会作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国行动的国际化组织和核心；各国各地区之间立即

载人史册，也将会推动现场流行病学的深入发展。

展开了密切的合作；国内各部门和社会各有关机构

短短的几年之间，现场流行病学在我国经历了从提

立即形成了政府主导下的合力；专业部门各学科之

出到热议，现已进入积极推进阶段；现场流行病学的

间立即集中优势力量展开协同；知识更新和信息共

概念、基本理论和方法等学科体系虽然还在讨论和

享立即变得更趋科学和理性。这一切都是ｓＡＲｓ和

完善之中，但已经越来越明确。现场流行病学培训

生物恐怖应对中无法比拟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

项目有力地带动学科的发展，日益增多的现场流行

信，尽管ｗＨＯ流感预警级别还可能调整，使全球一

病学工作者成为学科的生力军。而突发公共卫生事

步跨入曾经认为恐怖的“流感大流行”，但是，有了

件日益被重视，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调查处理作为

甲型（ＨｌＮｌ）流感被确认以来令人鼓舞的“开局”，

研究对象的现场流行病学，有了施展之地。我们有

我们对控制传播有了更多的自信。

理由相信，经过这场甲型（ＨｌＮｌ）流感应急应对的实

现场流行病学在社会良性互动和广泛合作方
面，具有明确的理论和方法要求：①现场流行病学更
加重视与新闻媒体良好的合作，与社会和公众的积
极互动，与法律强制部门和依法开展调查和控制，及
时展开国内外交流和合作等问题。认为这些问题处

ｉｌｌｎｕｅｎｚａ”也被ｗＨＯ更改为“ｉＩｌｆｌｕｅｎｚａ

Ａ

践和考验。现场流行病学有可能成为一门分支学科，
从而得到更加快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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