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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分析２０１３年４月浙江省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确诊病例的临床与流行病学特

征，探讨其临床特征、感染重点地区和人群及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病例
和密切接触者咽拭子Ｈ７Ｎ９禽流感病毒核酸；采用流行病学个案调查与描述性流行病学相结合
方法，收集与分析６例确诊病例的临床与流行病学相关资料；采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结果６例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确诊病例主要分布在杭州和湖州地区，平均年龄６０．８３（Ｍ＝
６４．５０）岁，男性多于女性（５：１）；咳嗽常为首发症状，主要临床表现有发热、头晕、肌肉酸痛、咳嗽、

咳痰以及气促、呼吸困难等，胸部影像学均显示严重肺炎，大部分病例（５／６）有慢性基础性疾病。
所有病例均无病（死）禽暴露史，但有高频度农贸市场暴露史，其暴露的农贸市场外环境标本Ｈ７Ｎ９
禽流感病毒核酸阳性率达４３．２１％。６例病例的３７５名密切接触者中有３２人（８．５３％）出现异常症
状，但咽拭子Ｈ７Ｎ９禽流感病毒核酸检测均为阴性。结论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以急性呼吸系统
损害为主要Ｉ临床表现；老年男性，特别是有慢性基础性疾病者是浙江省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病例
的危险人群，其感染来源可能与禽类暴露有关，暂无充分证据支持病毒的人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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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３—４月我国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省

确诊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病例６例（２例死亡）。其中

（市）陆续报告了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病例，这是全球

男性５例（２例死亡），女性１例；年龄３９—７９（平均

首次发现人类感染这一亚型的禽流感病毒…，引起世

６０．８３，Ｍ＝６４．５０）岁；退休人员３人，农民、公司门卫

界广泛关注乜１。目前对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病例的感

和厨师各１人。６例确诊病例集中于杭州（４例）和湖

染谱、感染源、传播途径以及病毒是否引起人间传播

州（２例）两地，但病例间无明显的流行病学联系。

等问题，尚无明确结论。为此本研究对２０１３年４月
１０ Ｅｔ以前浙江省最早报告的６例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

２．临床特征：６例确诊病例均以咳嗽为首发症状，

仅２例同时有发热，但疴隋进展时所有病例均出现中、

感确诊病例进行初步分析，以期从临床和流行病学特
征中发现流行规律，为防控和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高度发热（腋下体温＞／３８℃）。临床表现均有头晕、肌
肉酸痛、咳嗽、咳痰（痰中带血），肺部病变加重时可出

对象与方法

现呼吸困难甚至呼吸衰竭及多脏器功能衰竭（ＭＯＤＳ）

１．研究对象：根据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

而死亡。实验室检查显示，血常规白细胞计数正常或

（卫计委）《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诊疗方案（２０１３年第２

降低，Ｃ反应蛋白增高，病情加重时出现心、肝等重要

版）》中的病例诊断标准，以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１０日浙江

脏器的损害。６例确诊病例胸部影像学检查均提示肺

省各级医疗机构报告的６例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确诊

部炎症（单侧或双侧），且呈进行陛加重，部分病例有轻

病例为研究对象。确诊病例诊断标准：符合卫计委《人

度胸腔积液现象。６例临床表现均为危重，其中２例

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瘦隋防控方案（第１版）》中监测病例

死亡，可能与年龄大，且有高血压、心脏病等慢陛基础

表现［即同时具备以下４项条件：发热（腋下体温≥

性疾病有关。值得注意的是，病例起病后经过数天

３８℃）；具有肺炎的影像学特征；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

（３～１６ ｄ，Ｍ＝７ ｄ）症状相对较轻的时期，以后病情迅

降低或正常，或淋巴细胞分类计数减少；不能从临床或

速加重，提示早期诊断和治疗的重要陛（表１）。

实验室角度诊断为常见病原所致肺炎］，或有流行病学

３．流行病学特征：６例发病前１周均无病（死）禽

接触史，并且呼吸道分泌物标本中分离出Ｈ７Ｎ９禽流

接触史，且大部分无接触或购买活禽的情况，但所有

感病毒或Ｈ７Ｎ９禽流感病毒核酸检测阳性。

病例均有频度较高的农贸市场（有活禽宰杀销售摊

２．研究方法：采集病例发病早期的呼吸道标本

点）暴露史。从其中３例病例发病前曾去过的农贸市

（尤其是下呼吸道标本），使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场活禽摊点外环境检出Ｈ７Ｎ９禽流感核酸阳性，阳性

下发的Ｈ７Ｎ９禽流感病毒核酸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引

率高达４３．２１％，阳性标本包括活禽宰杀销售场所涂

物与探针，以荧光定量ＰＣＲ阳性者为确诊病例。采用

抹标本、污水、鸡粪以及尚在销售的鸡鸭咽拭子和肛

卫计委《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疫情防控方案（第ｌ版）》

拭子标本。对６例确诊病例的３７５名密切接触者进

中的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流行病学个案调查表，对人
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确诊病例进行流行病学个案调查，

行为期１周的医学观察，发现３２人出现发热、咳嗽等
症状，出现率为８．５３％，但其咽拭子Ｈ７Ｎ９禽流感病

包括病例一般情况、发病与就诊经过、临床表现与实

毒核酸检测均呈阴性。密切接触者中出现的异常症

验室检查、居住环境与暴露情况、家禽饲养情况、生活

状大部分是轻微、一过性，１～２ ｄ即恢复正常（表２）。

习惯与既往健康史、发病前暴露情况、密切接触者情

讨

论

况等。采集确诊病例暴露的外环境标本与密切接触

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是由Ｈ７Ｎ９亚型禽流感病

者咽拭子标本，采用前述荧光定量ＰＣＲ方法检测病毒

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患者一般表现为流感

核酸，判断病例的感染来源与密切接触者感染情况。

样症状，重症患者病情进展迅速，可因呼吸衰竭甚至

３．统计学分析：所有确诊病例流行病学个案调

发生ＭＯＤＳ而死亡［３］。目前国内外对病原的基因溯

查表输入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软件建立的数据库，然后导入
ＳＰＳＳ １７．０软件进行分析。采用流行病学描述性分

源结果显示，新的Ｈ７Ｎ９亚型禽流感病毒是一种重

析方法，分析确诊病例的临床与流行病学特征。
结

果

１．一般情况：截至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０日，浙江省共

配流感病毒，其基因片段分别与浙江省鸭的Ｈ７Ｎ３、
东北亚地区野禽的Ｈ７Ｎ９，以及禽源的Ｈ９Ｎ２禽流感
病毒高度同源［３］。以往虽有人感染Ｈ７亚型禽流感
病毒的报道Ｈ≈１，但主要表现为结膜炎和轻微的呼吸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５月第３４卷第５期Ｃｈ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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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ｙ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５

表１浙江省６例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确诊病例主要临床表现
临床表现

参考值习丽盯万丽ｉ———瘸丽訾瘗二墼凑券秀篙掣芋墨生型磊曼器尊达叁型≮丽砸＿—焉丽ｉ一

性别
年龄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３９

６７

６４

５１

７９

６５

首发症状
发热（℃）

咳嗽

咳嗽、咳痰

咳嗽、呼吸困难咳嗽

发热、咳嗽

发热、咳嗽

３９．５

３９．５

３８．８

３９．９

３８．０

３９．０

主要症状体征

咳嗽、咳痰、
血痰、腹泻

咳嗽、咳痰

咳嗽、咳痰、呼
吸困难

咳嗽、咳痰、
血痰、大咯血

头晕、肌肉酸
咳嗽、咽痛、
痛、咳嗽、咳痰咳痰、血痰

发病至病情迅速加重时间（ｄ）
实验室检查
白细胞总数（×１０９／Ｌ）４．０～１０．０
淋巴细胞分类计数（×１０９／Ｌ）
１．０～４．０
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ｕ／Ｌ）０～３８
丙氨酸氨基转氨酶（ｕ／Ｌ）０～４０
１３５—２２５
乳酸脱氢酶（ｕ／Ｌ）
肌酸激酶（ｕ几）
３５—２００

１６

１５

３

８

５

６

１．６０

９．１２

３６．２～３７．２

ｃ反应蛋白（ｍｇ／Ｌ）０～４
呼吸道标本Ｈ７Ｎ９病毒核酸检测

７．００

５ｔ３０

７．２０

４．２０

０．３４

０．１０

一

一

０．９３

２０４

一

一

１３４

轻度增高
轻度增高

４９５

６０７—－—．

一

一

２５３３
４３．７

５２．８

—

１７７．６

＋

３１．４

＋

＋

·－Ｌ

＋

胸部影像学检查

右下肺炎

左肺间质性肺炎，两肺感染灶，以两肺多处感染，左下肺炎症
两侧胸膜增厚，右右下肺为著，右部分肺实变，
侧胸腔少许积液侧胸腔积液
两侧胸腔积液

合并症

ＭＯＤＳ

呼吸衰竭

既往慢性基础性疾病慢性乙型肝炎高血压

左肺上叶及
右肺下叶渗
出性病变

呼吸衰竭

心脑血管栓塞，一
肺栓塞

糖尿病

风湿性心脏病高血压、脑梗塞一

注：可疑暴露史追溯发病前１周内；异常症状指发热、咳嗽、咽痛等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

系统症状随１。本研究６例确诊病例临床症状均较重，
进展非常迅速，可能与病例年龄较大，有慢性基础性

与该类人群在农贸市场等污染环境暴露机会多有

疾病有关。仅就目前掌握的信息分析，新的Ｈ７Ｎ９

关。虽然对病毒的分子溯源结果提示可能与候鸟的
迁徙有关ｂ１，但具体的传播过程与机制还有待于进

禽流感病毒对人类的毒力似乎强于以往的Ｈ７亚型

一步研究。目前对有限数量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进行

禽流感病毒和普通的季节性流感病毒（Ｈ１Ｎ３和

医学观察并未发现确切的人传人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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