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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广州市Ｈ７Ｎ９禽流感疫情并开展快速风险监测评估，为做好应急准备提

供依据。方法

随机抽检活禽市场禽类和外环境，并调查活禽市场档口及从业人员防护情况。对

野鸟（候鸟）栖息地鸟粪进行采样和访谈工作人员。整理分析不明原因肺炎监测系统数据和开展
重症肺炎监测。采用ＲＴ－ＰＣＲ方法检测标本Ｈ７Ｎ９亚型及Ｈ５和Ｈ９亚型禽流感病毒核酸。结果
共采集广州市１２个区（县）１３家活禽市场４９个档口相关标本３００份，均未检出Ｈ７Ｎ９禽流感病
毒。１份砧板拭子检出Ｈ５亚型核酸阳性，阳性率为０．３３％；４份标本（鸡笼、鸭笼、砧板、鸽笼）检出
Ｈ９亚型核酸阳性，阳性率为１．３３％。近１个月未发现病、死禽（鸟）和出现流感样症状的从业人
员。２１．２％（７／３３）档口销售活禽未分“三间式”（售卖、屠宰、存栏）；１０．３％（４／３９）的档口＞４ ｄ才清
洁笼具；现场宰杀禽类时仅３．７％（２／５４）从业人员戴口罩，４０．７％（２２／５４）戴手套。１０２份鸟粪采样均
未检出Ｈ７Ｎ９禽流感病毒核酸。疾病监测系统近２个月未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４月３—１７日
全市共上报重症肺炎病例２６例，Ｈ７Ｎ９禽流感病毒检测均阴性。结论根据禽类环境标本实验室
检测、人群不明原因肺炎监测和重症肺炎排查，以及市场相关人员防护水平等调查结果，判断广州
市于４月初暂无Ｈ７Ｎ９禽流感疫情，但由于活禽市场对禽流感防控措施和从业人员防范意识不足，
仍存在出现病例的风险。
【关键词】Ｈ７Ｎ９禽流感；监测；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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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３—４月我国一些省市相继发现人感染
Ｈ７Ｎ９禽流感病例。鉴于以往Ｈ７Ｎ９亚型禽流感病

重症肺炎排查。

毒感染仅在禽问发现，而此次事件为全球首次人感

３．实验室检测：使用意大利Ｃｏｐａｎ公司出品的
病毒采样管采样，标本采集后在４℃条件下当天运

染Ｈ７Ｎ９禽流感疫情，同时引发人间感染的病原为

送检验室。采用ＲＴ－ＰＣＲ进行检测。流感病毒Ａ型

新型重配病毒，基因来自Ｈ９Ｎ２ｎ’３］，且人感染后病情

核酸检测采用甲型流感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

较重甚至死亡。为了解广州市Ｈ７Ｎ９禽流感疫情，

（ＰＣＲ－荧光探针法，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

在国家公布疫情的次日开始的１周内，对全市活禽
市场和从业人员以及医院相关监测数据开展应急监

司），Ａ型流感病毒核酸阳性标本进一步进行Ｈ７Ｎ９
亚型（使用国家最新公布的引物和探针）及Ｈ５和Ｈ９

测和风险评估，为广州市做好Ｈ７Ｎ９禽流感疫情应

亚型检测，试剂盒为Ｐｌａｔｉｎｕｍ＠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对准备提供科学依据。

ＴｈｅｒｍｏＳｃ邱ｔＴＭ Ｏｎｅ－Ｓｔｅｐ Ｓｙｓｔｅｍ（Ｌｉｆ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美国），禽流感病毒Ｈ５亚型核酸检测试剂盒和禽流

对象与方法

ＲＴ－ＰＣＲ

１．风险评估项目：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６日从广州市

感病毒Ｈ９亚型核酸检测试剂盒（ＰＣＲ一荧光探针法，

１２个区（县）随机抽取活禽市场开展Ｈ７Ｎ９禽流感禽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反应体系配置

类及外环境监测，并调查活禽售卖档口从业人员防

及反应条件按照试剂说明书操作。

护情况；选择南沙湿地公园对野鸟（候鸟）栖息地开

结

果

展外环境采样监测及对工作人员开展访谈；对近２

１．活禽市场禽类及环境标本监测：全市１２个区

个月广州市不明原因肺炎监测系统进行整理分析和

１３家活禽交易市场４９个档口采集活禽泄殖腔拭子

开展重症肺炎排查。

和环境标本３００份，其中鸡５９份、鸭２０份、鹅１４份、

２．调查方法：

鸽２８份、鹧鸪２份、鹌鹑２份、鸡笼６ｌ份、鸭笼２６份、

（１）活禽市场禽类及环境标本应急监测：每个区

鹅笼１２份、鸽笼２９份、鹌鹑笼２份、鸡鸭混笼１份、砧

（县级市）选择１～２个肉菜市场作为监测点，随机选

板４４份，均未检出Ｈ７Ｎ９禽流感病毒。从３家活禽

择其中２～４个活禽售卖档口，每个档口根据售卖活

售卖档口的５份标本中检出Ｈ５或Ｈ９亚型核酸阳

禽种类随机抽取存栏内的禽类进行泄殖腔拭子采

性，阳性率为１．６７％（５／３００）；其中１家活禽售卖档口

样，以及对其笼具和档Ｅｌ砧板进行棉拭子采样。

的ｌ份砧板拭子标本中检出Ｈ５亚型核酸阳性，阳性

（２）活禽售卖从业人员健康监测及防护行为调

率为０．３３％（１／３００）；３家档口的４份标本Ｈ９亚型核

查：随机选择２～４个活禽售卖档口的从业人员，询

酸阳性，阳性率为１．３３％（４／３００）。所有档口均否认

问其近１个月内发热（≥３８℃）、咳嗽或咽痛等流感

在过去１个月内出现病、死禽现象。

样病例情况；了解市场、档口禽流感防控相关的设置
和管理，以及从业人员禽流感防护意识和对其防护

２．活禽售卖从业人员健康监测及防护行为调
查：共调查全市１２个区１３家活禽交易市场３９个活

行为进行现场观察。

禽售卖档口从业人员５４人，均否认在近１个月内出

（３）外环境采样监测和工作人员访谈：４月６日选

现发热、咳嗽、咽痛等流感样症状。７．７％（１／１３）的市

择南沙湿地公园多处野鸟（候鸟）粪便集中点，采集新

场设置有单独禽类宰杀间。在参与现场禽类宰杀的

鲜粪便，并与公园工作人员访谈，了解有无出现病、死鸟

档口中，２１．２％（７／３３）的档口未区分售卖、屠宰、存栏

和员工发病隋况，以及野（候）鸟可能引起的传播风险。

“三间式”结构，７１．８％（２８／３９）的档口每天清洁笼具，

（４）不明原因肺炎和重症肺炎监测：广州市不明

但１０．３％（４／３９）的档口＞４ ｄ才清洁笼具。４０．７％

原因肺炎监测系统主要以县级及以上各类医疗机构

（２２／５４）的从业人员平时直接在工作场所就餐饮食，

作为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医院，另选择１４家综合
性医院作为发热肺炎病例监测医院，对监测医院近

３５．５％（１１／３１）的人员穿着工作服回家，１６．７％（９／５４）

２个月不明原因肺炎监测系统上报病例进行分析。

在近１年内接种过流感疫苗，４８．１％（２６／５４）的人员

４月３日起对全市各级医疗机构要求开展不明原因

发生感冒后会第一时间就医。经现场观察发现，

的从业人员接触活禽后不洗手，９．２％（５／５４）的人员

·４９０‘

生堡堕鱼疸堂盘查！！！！堡！旦箜！！鲞笙！塑里！尘！星旦！生望垫！！坚型！！！！！塑！．丝！堕！：１

３．７％（２／５４）的从业人员在宰杀禽类时配戴口罩，

会和感染风险。而且从业人员对禽流感防控意识较

４０．７％（２２／５４）的人员配戴手套，５７．４％（３１／５４）的人

薄弱，未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易导致从业人员和公

员有穿专门的工作服售卖禽类产品。

众的感染。在市场活禽售卖档口调查中检测出

３．外环境监测和工作人员访谈：共采集南沙湿地

Ｈ５、Ｈ９亚型禽流感病毒污染的情况，结合以往禽流

公园内１０２份鸟粪棉拭子标本，经实验室检测，均未检

感病毒外环境监测结果，以及在２０１２年６月香港人

出Ｈ７Ｎ９禽流感病毒核酸。询问公园工作人员均否

禽流感病例调查中也同样在活禽市场检出Ｈ５、Ｈ９

认在过去１个月内发现园内有病、死鸟，并了解到当地

亚型禽流感病毒阳１，说明我国Ｈ５、Ｈ９亚型禽流感病

居民存在捕杀候鸟销售、食用现象，同时存在候鸟在
农田等地觅食，有污染本地养殖场禽类的可能。

毒在活禽市场污染情况绝非少见“…。

根据本次禽类环境标本的实验室检测、人群不

４．不明原因肺炎和重症肺炎监测：广州市近２

明原因肺炎监测系统分析和重症肺炎排查，以及活

个月未监测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４月３—１７日共

禽市场相关人员防护水平等调查结果判断，广州市

上报病例和采集样本２６例，检出甲型Ｈ１Ｎ１流感核

于４月初暂未发现活禽市场和野（候）鸟栖息地受

酸阳性４例，Ｈ７Ｎ９、Ｈ５Ｎ１、ＳＡＲＳ、新型冠状病毒检

Ｈ７Ｎ９禽流感病毒污染。但由于活禽市场禽流感防

测均阴性。与２０１２年同期比较，临床重症肺炎排查

控管理措施和从业人员防范意识不足，以及结合国

标本３２份，检出甲型Ｈ３Ｎ２流感２份，Ｈ５Ｎ１、ＳＡＲＳ、

内疫情流行趋势和当地交通发达、人群流动频繁等

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均阴性，无甲型流感通用引物阳

特点，广州市易受其他地区Ｈ７Ｎ９禽流感疫情影响，

性而未分型的检测报告。

存在可能出现病例的风险。

讨

论

基于以往禽流感疫情调查结果［２Ｊ］，本次调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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