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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ＳＡＲＳ到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

——行为生态型传染病
徐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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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过去１０年间我国发生的８种新发传染病和３
种重发传染病，发现行为生态型传染病具有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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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与经济动物规模化养殖有关。上述８种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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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中有４种与经济动物规模化养殖关系密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ｅｙｅｎｔｉｏｎ，Ｂｅ讲ｎｇ １ ０２２０６，Ｃｈｉｎａ

如ＳＡＲＳ、人感染猪链球菌、人感染Ｈ５Ｎ１禽流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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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心＾６’“’”１。２００５年我国发生人感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染猪链球菌疫情，发病２１５人，死亡３８人。其中除
贵州省一例患者外，其他地区患者分离的８４株猪

２００３年春季我国发生ＳＡＲＳ流行，引发全世界
对新发传染病的重新认识和思考［１＇２｜。２０１３年春我

链球菌染色体的脉冲场凝胶电泳（ｐｕｌｓｅ

ｆｉｅｌｄ ｇｅｌ

国发生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再次唤醒我们认识新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ＰＦＧＥ）带型相同，而所有患者家散养
的病猪分离菌株与患者分离菌株的ＰＦＧＥ带型相

发传染病的重要［３１。这两次传染病疫情均首先在我

同，提示为同一传染源，即向农民提供散养猪仔的种

国发现，且为第一次在全世界出现，告诫我们当前传

猪场可能是本次疫情的传染源Ｈ］。２００４年１月至

染病的发生原因、表现形式、社会影响等已经发生了

２００９年４月我国出现１０３起Ｈ５Ｎ１禽流感疫情，扑杀

根本性改变，即现代传染病主要与社会行为、个人习

或病死禽３５０余万只；２００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９年１月我

惯、生产模式、生活方式、环境和生态等因素相关，称

国卫生部（现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确诊人

之为行为生态型传染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感染禽流感Ｈ５Ｎ１患者３６例，分布在１６个省市自治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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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区［６１。２０１３年３月３０日发现的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

过去的传染病如霍乱、鼠疫、天花、血吸虫病、疟

病毒病例，截至４月２２日已确诊１０４例，并相继在上

疾、黑热病、丝虫病、麻疹、甲型肝炎、百日咳、细菌性

海、江苏、浙江、安徽、河南、北京等地的鸡（包括养殖

痢疾等主要和贫穷、落后、营养不良、卫生条件差等因

场、农户的散养鸡）、鸽以及出售活禽的农贸市场环

素有关。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行

境标本中检测到病毒基因或分离到病毒ｂ１。由于感

为、活动方式以及食品生产、加工、供应和消费模式等

染Ｈ７Ｎ９禽流感病毒的禽类未表现出明显的症状，

发生了重大改变，居住和活动的环境、生态等也发生

给控制传染源带来很大困难。回顾１９９９年春夏季

巨大变化。因此主要传染病的种类也随之改变。

在苏皖边界地区发生的大肠埃希菌０１５７：Ｈ７感染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的１０年间，我国相继发生了ＳＡＲＳ旺］、

导致１９５人住院、１７７人死亡的爆发疫情ｎ引，其传染

人感染猪链球菌Ｈ１、Ｃ群脑膜炎奈瑟菌引起的流行性

源也是来自农户散养的经济动物羊、猪、牛、鸡。

脑脊髓膜炎ｂ１、人感染Ｈ５Ｎ１禽流感【６。、嗜吞噬细胞无

２．与个人饮食习惯的改变有关。随着经济社会

形体病ｈ］、甲型Ｈ１Ｎ１流感旧］、新型布尼亚病毒引起的

的发展，一些人的饮食习惯发生了变化。如海鲜的

出血热ｈ１０１、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３１８种新发传染病，以

消费增加，更多的人喜食色拉（生蔬菜）、生猛海鲜、

及手足口病、布鲁氏菌病、副溶血弧菌腹泻３种重发

半熟或七成熟的肉类。这种饮食习惯的改变，也带

来了腹泻病种类的变化，使我国绝大多数城市腹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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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病原体的分离率发生改变，如深圳、上海、杭州等

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地分离的副溶血弧菌已经超过志贺菌，成为感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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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泻中分离率最高的病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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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与动物贸易活动有关。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我

国布鲁氏菌病疫情非常严峻。经过数十年的努力，

现的嗜吞噬细胞无形体病，和２００９年在河南、湖北
省发现的新型布尼亚病毒感染㈦７’９＇１０ ３。

１９９２年报告新发病例降至２１９例，发病率降至０．０２／
１０万。近年来，由于牛、羊饲养规模不断扩大，病

９．与野生动物有关。如ＳＡＲＳ病毒、出血热病
毒与蝙蝠有关；Ｈ５Ｎ１禽流感和候乌有关口＇”’１８１。

羊、病牛的数目增加，发病人数和发病率亦快速增

由此可见，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每１～２

加，２０１２年新报告病例４０ ９９４例，发病率达３．０４１１０

年就可能发生１～２种新的传染病，因此将面临新发和

万，分别是１９９２年的１９４倍和１５９倍。由于养殖规

再发传染病的双重威胁。基于上述特点也使行为生

模和区域的扩大，通过贸易使带菌动物扩散，疫区也

态型传染病的病原体数目更多，传播速度更快，疫情规

扩大到包括海南省在内几乎每一个养殖羊牛的省

模更大，表现方式更多样，不确定因素更多，对社会经

份。由于餐桌对果子狸的消费需求，全国一度出现

济的影响更大，应对难度也更高。为此应特别关注，并

十余个省市发展人工饲养果子狸，如在广州市就形

需要卫生和农业等部门共同努力，才能有效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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