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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地区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人感染Ｈ５／Ｈ７／Ｈ９
亚型禽流感病毒风险监测
陈宗遒

陆剑云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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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分析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广州市人禽流感监测结果，综合评估人群感染Ｈ５、Ｈ７、

Ｈ９（Ｈ５／Ｈ７／Ｈ９）亚型人禽流感病毒的风险。方法广州市人禽流感监测系统包括职业暴露人群血
清流行病学监测、环境标本病原学监测、禽流感疫情应急监测、流感样病例病原学监测、不明原因

肺炎监测和重症肺炎排查５个部分。采用ＲＴ－ＰＣＲ检测环境和呼吸道标本中Ｈ５／Ｈ７／Ｈ９禽流感病
毒核酸，血凝抑制试验检测职业人群血清Ｈ５／Ｈ７／Ｈ９抗体。结果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共采集禽鸟职业
暴露人群和一般人群血清标本４１０３份，Ｈ５／Ｈ７／Ｈ９抗体总阳性率为３．８２％。其中Ｈ５抗体阳性为
０．２２％，Ｈ９抗体阳性率为３．７０％，Ｈ７抗体阳性率为０。有４份血清标本同时检出Ｈ５和Ｈ９抗体阳
性。职业暴露人群Ｈ９阳性率（４．２ｌ％）高于对照人群（２．１６％）。共采集外环境标本２０２８份，其中
Ｈ５核酸阳性标本５５份，阳性率为２．７１％；Ｈ９核酸阳性标本１４份，阳性率为０．６９％。有５份标本同
时检出Ｈ５和Ｈ９禽流感病毒核酸阳性，其中菜市场禽类摊点Ｈ５禽流感病毒核酸阳性率最高
（３．０３％，４６／１５１８），未检出Ｈ７禽流感病毒核酸。历年应急监测所排查的高危人群和医学观察密切
接触者、流感样病例病原学监测、不明原因肺炎和重症肺炎排查对象均未检出Ｈ５／Ｈ７／Ｈ９禽流感病
毒核酸。结论广州地区涉禽环境中存在Ｈ５／Ｈ９禽流感病毒污染，以菜市场禽类摊点污染为主，
禽类职业暴露人群存在一定的Ｈ５／Ｈ９禽流感病毒无症状感染者，提示广州地区禽类职业人群存在
感染禽流感病毒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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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华南地区一直被认为是流感的重要起源，

（如病例发病前曾活动的禽类场所）有禽类接触史的

甚至是亚洲乃至全世界的流感流行中心…，曾多次

高危人群，对其进行７ ｄ医学观察，必要时采集呼吸

有不同禽流感病毒亚型首次感染人的报道陋“。广

道标本检测禽流感病毒Ｈ５、Ｈ７和Ｈ９核酸；②疫区

州地区为华南中心区域，位于候鸟迁徙路线之上，且

流感样病例应急监测：在疫区设立哨点医院开展流

与周边省市禽类贸易活跃，区域内活禽市场、禽类批

感样病例（发热＞／３８．０ ｏＣ，伴咳嗽或咽痛）应急监测，

发市场和禽类养殖场众多，自然环境与人群生活习

对医院门诊流感样病例填写禽流感应急监测报告

惯亦为人与家禽、水禽、野鸟等禽类接触提供了更多

卡，并对有流行病学接触史的可疑病例进行跟踪排

机会，存在诸多易于人禽流感疫情发生和蔓延的危

查，并每日汇总监测信息及时上报。

险因素。为此本研究总结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广州市人

（４）流感样病例病原学监测：在广州市内设立４

禽流感监测结果，综合评估广州地区人群感染人禽

家病原学监测医院，每周对就诊的５～１５例流感样

流感病毒的风险。

病例采集呼吸道标本，于２４ ｈ内送至广州市疾病预
资料与方法

防控制中心进行流感病毒分离检验。
（５）不明原因肺炎监测与重症肺炎排查：各医疗

１．监测体系：

机构按照《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排查和管理

（１）职业暴露人群血清流行病学监测：以广州市

方案》‘５１的要求开展不明原因肺炎监测。

内活禽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和肉菜市场的禽类零售

２．采样方法：

摊点，或家禽规模养殖场和家庭养殖散户中直接与

（１）环境和呼吸道标本采集：环境标本病原学监

禽类接触的人员，以及野生候鸟栖息地与候鸟及其

测和流感样病例病原学监测的标本采集使用意大利

排泄物、分泌物有接触的人员为监测对象，同时选择
生猪屠宰人员和肉菜市场非禽类销售人员或其他一

Ｃｏｐａｎ公司的病毒采样管。采集环境样本时用随管
配备的医用棉拭子涂抹禽类笼具内壁、笼具中或养

般人群作为对照，通过标准化问卷收集调查对象的

殖场地面新鲜粪便、宰杀和摆放禽肉的砧板表面或

基本信息、健康状况、职业暴露信息等内容，并采集

处理禽类的污物桶和褪毛机等，然后将棉拭子放人

空腹静脉血５ ｍ１检测禽流感病毒Ｈ５、Ｈ７和Ｈ９抗体。

含采样液的螺旋管内；呼吸道标本采集时间为发病

（２）环境标本病原学监测：选择广州市内活禽批

后３ ｄ内（一般不超过７ ｄ），采样时用棉签稍用力旋

发市场、农贸市场或肉菜市场禽类销售摊点，或家禽

转擦拭双侧咽扁桃腺及咽后壁，随后将棉签浸入

养殖场、家庭养殖散户以及野生候鸟栖息地为监测

４。５

点，收集监测点内禽类饲养、环境卫生等基本信息，

本，如呼吸道抽取液、呼吸机灌洗液等。标本采集后

每月定期采集环境中禽类分泌物、排泄物或受其污

应在４℃条件下当天运送检验室。

染的环境介质或器具，检测禽流感病毒Ｈ５、Ｈ７和Ｈ９
核酸。一旦发生人禽流感或动物禽流感疫情则在疫
点开展应急采样，增加采样批次，强化环境监测。

ｍｌ采样液中。重症肺炎病例采集下呼吸道标

（２）血清学标本采集：采集被调查者静脉血５

ｍ１，

分离血清，一２０℃保存待检。
３．实验室检测：环境和呼吸道标本采用ＲＴ－

（３）人和动物禽流感疫情应急监测：即发生人或

ＰＣＲ，流感病毒Ａ型核酸检测采用甲型流感病毒核

动物禽流感疫情后为掌握疫情状况、搜索所有病例、

酸检测试剂盒（ＰＣＲ一荧光探针法，中山大学达安基

控制疫情蔓延而采取的紧急监测。包括①病例密切

因公司产品），Ａ型流感病毒核酸阳性标本进一步进

接触者和疫点高危人群的应急监测：通过流行病学

行Ｈ５、Ｈ７和Ｈ９亚型检测。反应体系配置及反应条

调查确定曾与病例有接触史的密切接触者和疫点内

件按照试剂说明书操作。

·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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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学检测前血清经霍乱菌滤液（ＲＤＥ）处理

外环境标本２０２８份，其中Ｈ５病毒核酸阳性标本５５

后，用浓度２０％的鸡红细胞吸附，以去除非特异性抑

份，阳性率为２．７１％；Ｈ９病毒核酸阳性标本１４份，阳

制素和凝集素；采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一配

性率为０．６９％。表２显示广州市Ｈ５禽流感病毒核酸

发的试剂，应用马红细胞血凝抑制试验检测Ｈ５／Ｈ７／

检出率较高的年份为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２年，仅在２００８

Ｈ９亚型流感病毒抗体（Ｊｉａ等哺３研究表明，相对于使

年和２０１２年检出Ｈ９禽流感病毒核酸，各年均未检

用鸡红细胞的传统方法，采用马红细胞血凝抑制试

出Ｈ７禽流感病毒核酸。

验进行Ｈ５／Ｈ７／Ｈ９禽流感亚型的抗体检测，可增加

表１

检测的灵敏度）。人血清对Ｈ５／Ｈ７／Ｈ９抗原的抑制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广州市禽流感职业暴露人群
Ｈ５／Ｈ７／Ｈ９血清学监测

效价≥１：１６０判定为阳性ｎ］。
结

果

１．职业暴露人群血清流行病学监测：２００６—
２０１２年共采集禽鸟职业暴露人群和一般人群血清
标本４１０３份，检出抗体阳性（Ｈ５／Ｈ７／Ｈ９）标本１５７
份，总阳性率为３．８２％。其中９份Ｈ５抗体阳性，阳性
率为０．２２％；１５２份Ｈ９抗体阳性，阳性率为３．７０％；
Ｈ７抗体阳性０份。有４份同时检出Ｈ５和Ｈ９抗体阳
性。４１０３份监测样本中，男性样本２４１８份，女性样
本１６８５份，性别间Ｈ５和Ｈ９阳性率的差异无统计学

注：均未检出Ｈ７抗体阳性；括号外数据为阳性份数，括号内数
据为阳性率（％）

意义。２０～６０岁年龄组占总人数的９２．５４％（３７９７／
４１０３），９份Ｈ５阳性标本和９７．３７％（１４８／１５２）的Ｈ９阳

表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广州市禽流感环境标本
Ｈ５／Ｈ７／Ｈ９病原学监测

性标本均来自该年龄组。７５．１９％（３０８５／４１０３）的监
测对象为有禽类接触史的职业暴露人群，２４．８１％
（１０１８／４１０３）为无长期禽类接触史的对照人群。监
测结果表明有长期禽类接触者Ｈ５抗体阳性率为
０．２６％（８／３０８５）高于一般人群的０．１０％（１／１０１８），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ｃ２＝０．９１，Ｐ＝０．３４）。９份Ｈ５阳
性样本中有８份来自禽类从业人员，其中５份为肉菜
市场家禽零售者，２份为家禽规模养殖场饲养人员，
１份为禽类散养户。另１份Ｈ５阳性样本来自一般人

注：均未检出Ｈ７禽流感病毒核酸；Ｉ司表１

群。职业暴露人群的Ｈ９阳性率为４．２１％（１３０／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广州市１２个行政区县有８个检

３０８５），高于对照人群的２．１６％（２２／１０１８），差异有统

出Ｈ５病毒核酸阳性，中心城区（荔湾、海珠、天河、越

计学意义（ｚ２＝９．０４，Ｐ＝０．００３）。见表１。
健康监测结果显示，Ｈ５或（和）Ｈ９抗体阳性的

秀和白云）检出Ｈ５病毒核酸阳性标本占全部阳性标
本的７８．１８％（４３／５５），其中Ｈ５病毒核酸阳性率较高

１５７名研究对象均否认过去一年肺炎和严重呼吸道

的区县为海珠（４．６７％）和荔湾（３．０４％）；郊区增城市

感染疾病史，１０．１９％（１６／１５７）的研究对象在过去一

Ｈ５病毒核酸阳性率高达２５．００％，但样本量相对较

年内曾出现流感样症状，但均在一周内痊愈。

低；仅中心城区荔湾和郊区增城市检出Ｈ９病毒核酸

４名同时检出Ｈ５和Ｈ９抗体阳性者中３名为肉

阳性标本（表３）。市场禽类摊点Ｈ５病毒核酸阳性

菜市场活禽销售或宰杀人员，屠宰家禽时均未采取

率（３．３６％，４６／１３６８）高于禽类批发市场（１．７５％，８／

防护，自述既往无肺炎病史；另１名为商场零售员工
（该市场内无活禽及冰鲜禽肉出售），自述偶尔购买

４５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３．１４，Ｐ＝０．０７７），其
次为家禽养殖散养户（０．８８％，１／１１４），各年份规模化

活禽由市场宰杀后自行烹饪，否认既往肺炎和严重

养殖场和候鸟栖息地检测均无阳性；仅在市场禽类

呼吸道感染病史。

摊点检出Ｈ９病毒核酸阳性标本，而所有监测点均未

２．环境标本病原学监测：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共采集

检出Ｈ７病毒核酸阳性标本（表３）。鸭等水禽的Ｈ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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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核酸阳性率（３．９４％）高于鸡等陆禽的阳性率

别为２份鸡粪和１份宰鸭砧板标本。

（１．９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ｘ２－－－－－６．７９，Ｐ＝０．００９）；

对部分检出Ｈ５和Ｈ９病毒核酸阳性的采样点开

Ｈ９病毒核酸阳性率则相反，鸡等陆禽的阳性率

展应急监测（采集番禺区某市场禽类从业人员咽拭

（１．０８％）高于鸭等水禽的阳性率（０．２９％），但差异无

子７份、血清３份，增城市某市场禽类从业人员咽拭

统计学意义（Ｚ２＝３．４３，Ｐ＝０．０６４）。值得注意的是鸡
鸭混养条件下，Ｈ５病毒核酸阳性率（４．７２％）高于单

子１５份），经检测均未发现Ｈ５、Ｈ９病毒核酸阳性或

独鸡喂养（１．９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２－－－－－４．２７，
Ｐ－－０．０３９）（表３）。采自砧板、屠宰台面和褪毛机等

３．人和动物禽流感疫情应急监测：２００６－－２０１２
年广州市共启动禽流感疫情应急监测６次，采集咽

直接屠宰活禽操作部位的标本，Ｈ５病毒核酸阳性率

拭子２６３份，均未检出Ｈ５／Ｈ７／Ｈ９核酸阳性标本。医

较高（３．７４％，１２／３２１）；而采自笼具内壁表面、禽类粪

学观察密切接触者２４２人，未发现续发病例。流感

便、污物桶、垃圾桶和污水等位置的标本，Ｈ５病毒核

样病例监测１０ ４６８例，未发现续发病例。该期间共

酸阳性率基本一致（２．４６％～２．５３％）（表３）。

报告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Ｈ５Ｎ１病例１例（为

表３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广州市不同地区、禽类场所、禽类
和采样部位禽流感Ｈ５／Ｈ７／Ｈ９病原学监测

抗体阳性者。

广州市首例也是惟一１例人禽流感病例），共报告２
起动物禽流感疫情（２００７年番禺水禽Ｈ５Ｎ１禽流感
疫情和２００８年荔湾区农贸市场禽流感疫情）。
４．流感样病例病原学监测：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广州
市４个监测点采集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标本１５

１１２

份，其中流感病毒阳性标本２７０５份，阳性率为
１７．９０％，其中Ａ（Ｈ１Ｎ１）型３１２份，Ｂ型７６５份，Ａ
（Ｈ３Ｎ２）型７４４份，Ａ（Ｈ１Ｎ１）ｐｄｍ０９型８８４份。未检
出Ｈ５、Ｈ７或Ｈ９型流感病毒（表４）。
表４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广州市流感样病例病原学
（流感病毒亚型）监测

注：分母为检测样本数，分子为阳性份数，括号内数据为阳性
率（％）

５．不明原因肺炎监测与重症肺炎排查：２００６—
２０１２年广州市各医疗机构共报告不明原因肺炎９
例，经检测均排除Ｈ５／Ｈ７／Ｈ９人禽流感病例；各医疗
机构共采集标本８８０份（５５５份血清，３２５份呼吸道标
本），除２００６年３月广州市首例人禽流感确诊病例的
３份呼吸道Ｈ５病毒核酸阳性外，其余均为阴性。
注：同表２

５５份Ｈ５和１４份Ｈ９病毒核酸阳性标本中，有５

讨

论

份标本同时检出Ｈ５和Ｈ９病毒核酸阳性。这５份标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广州地区人感染Ｈ５／Ｈ７／Ｈ９禽流

本均来自同一市场，其中２份来自同一摊点，为鸡粪

感病毒风险综合分析显示，涉禽环境中存在Ｈ５／Ｈ９

和鸭粪标本各１份，另外３份涉及３个不同摊点，分

禽流感病毒的污染，以市场禽类交易摊点污染为主，

·９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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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类职业暴露人群存在一定的Ｈ５／Ｈ９禽流感病毒无

年广州地区曾在４２７份禽类标本中分离出Ｈ９Ｎ２亚

症状感染者，提示禽类职业人群存在感染禽流感病

型流感病毒１０株，在８４４份禽类从业人群血清标本

毒的风险。

中检出Ｈ９Ｎ２抗体阳性标本１６８份（阳性率为

１．广州地区未发现禽间和人感染Ｈ７亚型禽流感

１９．９％）陋引，提示Ｈ９Ｎ２亚型在广州地区已呈流行态

病毒。在国内外曾出现人感染Ｈ７禽流感病毒随。１１Ｉ，

势。此后的一些研究表明¨５—７｜，我国禽类职业人群

Ｈ７Ｎ９既往曾在捷克、西班牙、美国和墨西哥等导致

中始终存在一定的Ｈ９抗体阳性率，且明显高于Ｈ５

禽鸟感染，而近期在我国首次发现新型Ｈ７Ｎ９禽流

抗体阳性率，与本次研究的结果一致。分析其原因，

感病毒流行¨２’”】。可见，相对于在亚洲流行的Ｈ５和

首先已有研究表明Ｈ９亚型禽流感病毒相对于Ｈ５亚

Ｈ９亚型，此前Ｈ７亚型主要在欧洲出现ｎ引。我国以

型拥有更丰富的宿主谱，可在多种不同宿主中感染

往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外环境或在职业人群中Ｈ７亚

存在，因此更有利于在人体外环境中储存进而感染

型的感染率均极低¨“。本研究结果显示历年来广州

人［２引；其次，对于禽类而言，Ｈ９Ｎ２亚型禽流感病毒致

地区职业人群血清监测和外环境病原学监测均未检

病性低ｂ０。，感染禽类后并不如Ｈ５Ｎ１易引起严重的动

出Ｈ７抗体阳性或Ｈ７核酸阳性，与国内其他学者研

物禽流感疫情，而“安静”地在禽间传播；另外，Ｈ９Ｎ２

究结果一致ｎ５＇１６］。由此推论广州地区禽鸟及其外环

亚型禽流感病毒则主要导致普通的流感样症状，极少

境中Ｈ７亚型禽流感病毒感染率较低，其疫情风险主

出现重症病例，因此重视程度远不如Ｈ５Ｎ１亚型。

要来自输入性。但２００８年Ｌｕ等ｎ７１曾在广州地区禽

４．广州地区市场活禽宰杀交易场所存在感染高

类从业人员血清中检出Ｈ７Ｎ７抗体阳性，提示Ｈ７亚

风险。外环境中（特别是禽类零售摊点）存在人禽流

型禽流感病毒在当地可能有极低水平的存在。

感病毒污染，是导致人禽流感散发病例不时出现的

２．广州地区存在Ｈ５亚型禽流感病毒感染风

原因。有研究表明在越南２００４年开始出现Ｈ５Ｎ１人

险。本研究表明广州地区禽类从业人群中Ｈ５亚型

禽流感病例之前，Ｈ５Ｎ １禽流感病毒已在市场外环境

病毒抗体阳性率为０．２６％，处于较低水平。以往研

中存在超过３年ｂ１。。２００６年广州人禽流感病例和

究表明广东、香港、江苏、安徽、山西和黑龙江地区禽

２０１２年香港人禽流感病例应急监测均显示，在患者

类从业人员Ｈ５抗体分别为３．０３％、１０．００％、２．６１％、

发病前曾去过的禽类零售摊点外环境标本中检出

８％、０．９７％和２．６８％ｎ７。２２｜，而Ｙａｎｇ等ｎ５１对北京市水

Ｈ５核酸阳性。其他地区报告的人禽流感病例亦有

禽从业人群的研究未发现Ｈ５抗体阳性者，广东省兽

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活禽市场的禽类感染人ｂ２＇３３１。活

医人群中也未发现Ｈ５抗体阳性者陉３Ｉ。可见不同地

禽市场的禽类现场宰杀过程可导致摊点内禽流感病

区禽类从业人员之间Ｈ５亚型病毒感染率有所不同，

毒的广泛播散和污染。本研究表明广州地区禽类摊

已有研究显示从事禽类直接宰杀加工的暴露方式比

点和禽类批发市场外环境中均存在一定比例的

喂养、清扫或运输等具有更高的危险陛ｎ５，２４‘２ ５｜。本文

Ｈ５Ｎ１禽流感病毒污染。海珠区和荔湾区禽类摊点

研究对象中６２．４３％（１９２６／３０８５）为禽类批发市场、养

外环境中Ｈ５禽流感病毒检出率居市中心其他５个

殖场或野生候鸟栖息地禽类从业人员，其暴露方式

区前两位，外环境污染的持续存在，是这两区在

主要为喂养、清扫和野鸟暴露等危险性相对较低的

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１２年先后发生人禽流感疫情的关键原

暴露方式，而非直接宰杀等危险性较高的暴露方

因。因此加强活禽市场的管理和消毒依然是防止或

式。这可能是本文Ｈ５抗体阳性率较低的原因。本

减少人感染禽流感散发病例的关键。

５．１

次外环境病原学监测结果显示，采自砧板、屠宰台面

５．广州地区禽类职业暴露人群存在隐形感染与

和褪毛机等直接屠宰活禽操作部位的标本中Ｈ５亚

交叉感染。ＷＨＯ统计数据表明Ｈ５Ｎ１禽流感病毒

型病毒阳性率较高，证实直接宰杀为危险性较高的

感染病例病死率高达５９．５５％（３７４／６２８）ｂ“圳，然而本

暴露方式。

研究发现广州地区职业人群中人禽流感病毒抗体阳

３．广州地区职业人群Ｈ９亚型禽流感病毒抗体
阳性率高。本研究结果显示禽类从业人群Ｈ９抗体

性者均无严重的呼吸道疾病史，表明并非所有人感
染Ｈ５Ｎ１人禽流感病毒之后均表现为严重下呼吸道

阳性率（４．２１％）明显高于Ｈ５抗体阳性率（０．２６％）。

感染和肺炎症状，部分人感染后可表现为轻微的呼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在华南地区曾先后确诊８例人感染
Ｈ９Ｎ２型禽流感病例心６１；２００３年香港一名５岁儿童

吸道症状或甚至不出现明显症状。因此应加强对轻
症和无症状感染者的监测。本研究还发现职业人群

确诊为人感染Ｈ９Ｎ２型禽流感病例乜７１；１９９７—２００３

中存在同时（或先后）感染Ｈ５和Ｈ９亚型禽流感病毒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９月第３４卷第９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９

的案例，在同一禽类或其接触环境中存在Ｈ５和Ｈ９

１１７ Ｊ

亚型禽流感病毒混合感染的情况，而不同亚型病毒
在同一个体中混合感染，将增加其相互重配进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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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金芝，梁永奎，李娜，等．贵阳市首例人禽流感病例的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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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人感染Ｈ７Ｎ９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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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病例监测、排查和管理方案（卫应急发［２００７］１５８号）［Ｅ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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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新亚型的可能，值得进一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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