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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热点报告·
【专栏寄语】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严重威胁人群健康和社会安定，及时开展规范化的现场流行

病学调查。揭示其发生原因并采取控制措施，是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基本任务。在此基础上，如能
高瞻远瞩写出分析评述，及时与同行分享，乃至提出科学的对策建议以供决策参考，就会使一次性
调查的意义扩大千百倍。长期以来，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虽然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成千上
万，但对公共卫生决策有影响力的精品却寥若晨星。我乐见《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开辟了“现场流行
病学调查热点报告”专栏，为重要公共卫生事件的精品调查报告提供发表的平台。我盼望全国现场
流行病学工作者，大力支持这一栏目，踊跃投稿。在本期该专栏中，由“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
（ＣＦＥＴＰ）”提供稿件。并以此为调查报告的形式提供了今后该专栏发表文章的模板。本期稿件中既
有ＣＦＥＴＰ首次发表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也有以往曾在国际重要刊物发表的文章，相信以上两方面
内容都将会得到同行们的欢迎。我衷心希望今后该栏目能够囊括国内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的精品，
成为《中华流行病学杂志》最受关注的栏目之一，为保障和促进人民的健康发挥积极的作用。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

甲型Ｈ １Ｎ１流感不通过空气传播：中国

某旅行团甲型Ｈ １Ｎ １流感暴发调查
韩轲祝小平何凡刘伦光张丽杰马会来唐欣宇黄婷朱保平

曾光

主要发现：２００９年６月四川省某旅行团出现甲型ＨＩＮｌ流感暴发疫情。首发病例（６月２日发病）

为一名美籍华人，５—６日该病例参加的旅行团中先后有９Ａ发病。调查表明，凶同团旅友与首发
病例近距离交谈，病毒通过飞沫途径实现传播。

公共卫生意义：流感病毒是否通过空气传播一直存在争议。该次调查结果证实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病
毒主要通过飞沫传播而不通过空气传播。该项研究结果对于制定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的防控措施有
着重大意义。

【摘要】

目的探讨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８日四川省某旅行团甲型ＨＩＮｌ流感暴发的传染来源、传

播模式和危险因素。方法采用患者咽拭子实时荧光（ＲＴ）．ＰＣＲ方法进行实验室确诊，应用回顾
性队列研究调查旅行Ⅲ所有成员与首发病例的接触情况。结果首发病例为一名美籍华人，６月
２日在香港至成都的航班上发病，３—５日参加九寨沟景区旅游某旅行团，５—６日３０名与首发病例
同团的旅友先后９人发病（罹患率为３０％）。该９例患者均发生在与首发病例近距离交谈（距离＜
２

ｍ，时间＞１２ ｒａｉｎ）的１６名旅友中（罹患率为５６％），另１４名与首发病例无近距离交谈的旅友均未

发病（ＲＲ＝∞，９５％ＣＩ：２．０～∞）。交谈时间≥１０ｍｉｎ者的发病风险高于交谈时间２—９ｍｉｎ者

（ＲＲ＝４．８。９５％Ｃ／：１．３。１８０）。与首发病例同桌吃饭，接受其口香糖和共同乘车、乘飞机等因素均
不是本次发病的危险因素。结论该起甲型ＨＩＮｌ流感暴发疫情是由一例输入性病例引起，因二
代病例与首发病例近距离谈话，病毒通过飞沫实现传播。甲型Ｈ１Ｎ１流感大流行中，防止飞沫传
播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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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型ＨＩＮｌ流感大流行早期调查其传播特征

法检测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病毒。

（例如传播模式是否和季节性流感一致），有助于了

２．相关定义：本次调查的疑似病例是指乘坐过６

解这种新型病毒的特点，以便采取有效的控制措

月３日成都至九寨沟ＣＺ６６５９次航班、或６月５日九寨

施。我国早期对甲型ＨＩＮｌ流感采取的围堵措施主

沟至成都ＣＺ６６６０次航班及参加过该旅行团的所有人

要包括入境体温筛查、填写健康登记卡、隔离病例以

员，６月３日以来出现≥ｌ项下列症状：发热（腋温≥

及对密切接触者进行检疫等。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８日，

３８℃）、流涕、鼻塞、咽痛、咳嗽、咳痰、头痛或全身酸

四川省某旅行团成员中发生甲型Ｈ１ＮＩ流感暴发。

痛。确诊病例为疑似病例并甲型ＨＩＮｌ流感病毒核酸

为查找传染来源，研究传播模式和危险因素，开展了

检测阳性者。二代病例指发病时间在６月３日２１：００

流行病学调查。

后（即在首发病例发病至少２４ ｈ后发病）的确诊病例。
对象与方法

１．调查对象：首发病例为４０岁女性美籍华人，
从美国至中国九寨沟景区旅游（途经香港、成都转
机）。６月２日２１：００左右，该病例抵达成都前１ ｈ（距

３．调查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传播模
式和危险因素。通过面访和电话访淡获得旅行团所
有成员与首发病例的接触情况。
结

果

离美国２１ ｈＥ右），出现畏寒症状。首发病例到达国

本次暴发共搜索到１１例（男性２例、女性９例）

内曾先后乘过３个航班，并参加某旅行团。本次调

甲型Ｈ１ＮＩ流感确诊病例（图１）。病例年龄１８～５９

查通过面访和电话调查的方式，对３个航班所有乘

（Ｍ＝３６）岁。临床表现主要为咳嗽（７３％）、发热（腋

客和该旅行团的所有成员在５月２７日至６月１２日期

温≥３８℃，６４％）、咽痛（６４％）、头痛（２７％）、咳痰

间流感样症状的发生情况进行调查；将首发病例乘

（１８％）、流涕（１８％）和全身酸痛（１８％）。该１１例均

坐过的３个航班上其前后三排的乘客及所有该旅行

已痊愈，时间分别为６月１３日３例、１５日５例、１７日１

团成员作为密切接触者进行医学观察，采集咽拭子

例和１８日２例。病程９～１４（Ｍ＝１１）ｄ。首发病例６

检测；对首发病例乘坐过的３个航班ｊ排以外的乘

月２日０：００从美国纽约乘坐ＣＸ８４１次航班于当日

客进行追踪调查，有流感症状者进行采样检测；采用

１４：００到达中国香港，１９：２５分换乘ＣＡ４２８次航班

ＷＨＯ统一推荐的引物，应用实时荧光（Ｉ盯）．ＰＣＲ方

（波音７５７）２２：００抵成都双流机场。次日１２：２５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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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及家人在同一机场加入某旅行团乘坐ＣＺ６６５９

ＣＺ６６５９（成都至九寨沟）航班除旅行团成员外均未

次航班（波音７５７）前往九寨沟景区旅游，１３：１０到达

发现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病例。两个航班上的乘客均未

九寨沟（３３。１５’５５”Ｎ，１０４。１３’３５”Ｅ；平均海拔

佩戴口罩。３０名旅行团成员中，有９例（３０％）出现

ｍ）后又有７名成员加入该旅行团。在随后的

二代病例。将旅行团成员分为两组，一组是从成都

ｄ内，该旅行团成员先后到达多个景点，并参加多

飞往九寨沟的游客，另一组是九寨沟当地加入的游

种群体活动。６月５日，该旅行团中２４名来自成都

客，两组人群二代病例罹患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的成员乘坐ＣＺ６６６０次航班（波音７５７）于１３：３０离开

在６月５日从九寨沟飞回成都的航班上，８７名非旅

九寨沟景区，１４：１５分到达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同航

行团成员的乘客中仅１人发病（表１）。该病例座位

２９３０
３

班还有其他８７名乘客（图２）。

（９Ａ）和首发病例的座位（７Ａ）及一名已经发病的二

６

代病例的座位（７Ｂ）相隔一排。双侧Ｆｉｓｈｅｒ’Ｓ精确概

５

率法分析发现，旅行团成员中女性罹患率（５０％）显

４

著高于男性（１３％）（Ｐ＝０．０５）。１８～３９岁组罹患率

３

为４１％（７／１７；９５％ｃ，：１８～６７），４０—６３岁组罹患率

瓤匿馔
２

为２１％（３／１４；９５％ＣＩ：４．７～５１）。

●

表１

Ｏ

２００９年６月四川省某旅行团甲型ＨＩＮＩ流感暴发
不同航班乘客二代病例发病率（％）
乘

客人数病例数＝代发商率（％）

只（２００９年６月）

图１

２００９年６月四川省某旅行团甲型Ｈ１Ｎｔ流感暴发病例

发病时间分布

首发病例乘坐过的所有飞机均有高效过滤器，
可使机舱中近一半的空气循环利用，其余的空气来
自舱外；机舱内的空气大约每３ ｍｉｎ循环一次。旅行
团乘坐的旅游大巴内约７０％的空气采用循环利用，

６月２日２１：００首发病例在乘坐从香港到成都

３０％来自车外；空气过滤后，通过乘客座位上方的送

的航班上开始出现畏寒症状。３日１２：００从成都到
九寨沟在下飞机前开始出现咳嗽症状，在随后的旅

气孔送人，通过大巴车后方排出。
首发病例于６月５日返回成都后被诊断为甲型

程中咳嗽、流涕等症状逐渐加重，一直持续到返回成

Ｈ１Ｎ１流感确诊病例，因此对旅行团所有成员进行医

都后。首发病例和旅行团成员接触频繁，包括互相

学观察。首发病例乘坐的ＣＡ４２８（香港至成都）和

交谈、照相，首发病例给其他人分发口香糖、聚餐、住
同一旅馆等。在３ ｄ的旅

出现良寒

开始咳嗽

程中，旅行团成员同乘密
封空调旅游大巴，乘车时
间约４１０ ｍｉｎ。调查旅行

团成员与首发病例的接触

美国一中国香港卜一＋叫
香港成都（９１人）

情况，发现１６名旅行团成
争

员与首发病例近距离（＜

成都一九察淘（１１０人）４－
旅游火巴（３０人）

叠口暑

口口口

■

几寨沟一成都（８７人）
Ⅲ体聚餐（３０人）

啊

Ｗ

ｎ

２

ｍ）交谈（时间≥２ ｒａｉｎ），

其中５６％的成员发病；１４

暴露口期及次数如下：

名未与首发病例近距离

＋

交谈的成员均未发病。

飞机：６月２Ｈ，美国一中国香港（ＣＸ８４１）Ｏ：ｏｏ一１４：００；香港一成都（ＣＡ４２８）１９：２５－－２２：００
６月３日，成都一九寨沟（ＣＺ６６５９）１２：２５一１３：１０
６月５日，九寨沟一成都（ＣＺ６６６０）１３：３０－－１４：１５

口

旅游大巴：６月３口，１３：１５一１３：４０，１４：１５一１５：４０，１９：００－－２２：００

ｎ

团体就餐：６月３Ｈ，１３：４０一１４：１０，２２：ｌＯ一２２：３０

６月４Ｈ，０８：００－－０８：５０，０９：３０—１０：２０，１１：００—１Ｉ：２０

６月４日。１８：３０一１９：００

图２

２００９年６月四川省某旅行团甲型ＨＩＮＩ流感暴发疫情首发病例暴露时间序列分析

与首发病例近距离交谈
时间≥１０ ｍｉｎ的成员其发

病风险约是交谈２—９ｍｉｎ
者的５倍（表２）。１４名未
与首发病例交谈的成员

·１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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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经和其有过接触（如同桌进餐、飞机座位相邻在

本次调查也可能存在回忆偏倚，即病例对接触

两排以内和接受分发的口香糖等）。另外，１４名未

史的回忆可能较非病例更为准确。但冈首发病例具

发病的成员中，有３人曾经在旅游大巴上坐在首发

有非常与众不同的发型，使得她很容易被人回忆起

病例座位两排以内，但没有和首发病例近距离交谈。

来。同样，对暴露于首发病例的游客，均是在其旅行

表２

２００９年６月四川省某旅行团成员不同暴露情况下

后ｌ周内完成个案调查。这两种冈素应能最大程度
减少可能存在的回忆偏倚。

甲型ＨＩＮｌ流感二代病例罹患率（％）

暴露史人数病例数罹患率艘值（９５％ｃｔ）
航班座位距首发病例（排）

综上所述，本起甲型Ｈ１Ｎ１流感暴发疫情是由一

＞２

１９

５

２６

参照

例输入病例引起，首发病例在咳嗽或与同旅游团成员

≤２

４

２

５０

１．９（０．３６—５．ｎ

谈话过程中，通过飞沫方式传播流感病毒。这一结果

＞２

８

２

２５

≤２

２２

７

３２

参照
１．３（ｏ．３９～６．ｏ）

旅游大巴座位距首发病例（排）

与首发腐剜＜２ ｍ谈话时间≥２ ｒａｉｎ
否
是
与首发病例＜２ ｍ谈话时问（ｍｉｎ）

１４

０

１６

９

参照

０
５６

表明，流感大流行期间防止飞沫传播具有重大意义。
（感谢Ｒｏｂｅｒｔ Ｆｏｎｔａｉｎｅ和Ｊｅｆｆｅｒｙ ＭｃＦａｆｌａｎｄ在资料分析和论文撰
写中给予指导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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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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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张林东）
【专家点评】既往文献一致认为流感病毒存在飞沫传
播和接触传播，但对于是否通过空气传播，一直颇有争论，且
支持空气传播的证据多在实验条件下得出。此次甲型Ｈ１ＮＩ
流感全球流行的早期，由于对其传播动力学不清楚，曾引起
较大恐慌，因此在防控上也采取了非常严格的措施。本文作
者抓住一个绝好的契机，深入、细致、透彻地调查了流感大流

另２名已出现症状的病例距离２个座位，符合飞沫传

行早期在中国发生的一起暴发，再次证实了甲型Ｈ１Ｎ１流感
可以通过飞沫传播，并用翔实的证据表明，至少在本次暴发

播或污染物传播的机制。

中，甲型ＨＩＮｌ流感不通过空气传播。该研究受到同行重视，

此次暴发疫情中，首发病例在乘坐过的３个航

曾被Ｅｍｅｒｇ／ｎ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ｕｅ∞ｅ以最快速度发表，发表后受

班上均出现发热症状，一名二代病例在返航（九寨沟

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结果提示，防治甲型Ｈ１Ｎ１流

至成都）中也出现发热症状，但机场体温扫描仪均未

感病毒传播的关键是良好的个人防护行为，包括勤洗手，必

探查到上述病例。另一名二代病例在返航中已出现
头痛症状；首发病例填写了健康调查表，但未如实向
卫生部门报告不适症状；其他９名病例在返家后出
现症状，机场体温扫描仪也均未探查到他们的异常

要时戴普通口罩，谈话时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打喷嚏用纸
巾或衣袖遮挡等。另外，本文也以经得起严格推敲的数据对
流行已久的“空气消毒、开窗通风”预防呼吸道传染病的做法
提出了挑战。依据该研究结果提出的防控策略得到我国卫

信号。这些资料提示，机场体温扫描仪和健康调查

生部的采纳。另外，本次调查结果经媒体广泛报道后，减轻了
社会人群对甲型Ｈ１ＮＩ流感的恐惧，对其预防控制也起到了

表对发现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病例的作用有限。

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