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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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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一般情况：２０１３年３月ｌ一１０日该校共报告１８名流

Ｊｉａｎ－ｙｕｎ‘．１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ｅｎｔｅｒ加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３

（３）统计学分析：利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软件录入数据、ＳＰＳＳ

ｂｙ

ｈｕｍａｎ ｍｅｔａｐｎｅｕｍｏｖｉｒｕｓ ａｍｏｎｇ ａｄｕｌｔ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ａｎｄ

５１０４４０，Ｃｈｉｎａ；２ ｎａｎ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感样病例，采集１２名患者咽拭子，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

ＰＣＲ法检测排除

Ａ型和Ｂ型流感病毒感染。进一步检测发现，１２份咽拭子标
本中５份ｈＭＰＶ核酸阳性。
（２）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根据实验室结果，按ｈＭＰＶ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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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定义重新调查。自３月１日以来，该校符合ｈＭＰＶ感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ｕｍａｎ

疑似病例定义者６５名（均为学生），临床表现以发热伴呼吸

ｍｅｔａｐｎｅｕｍｏｖｉｒｕｓ；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ｔｒａｃｔ

道症状为主，体温３７．５～４０℃，以中等热度为主，高热患者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例较少（腋下温度＞３９ ｏＣ者占１１．１１％），大部分患者具有咳
人偏肺病毒（ｈＭＰＶ）多与儿童急性下呼吸道感染有关，

嗽、疲倦、咽痛和食欲减退等症状，见表１。确诊病例病程Ｍ

较少引起成人呼吸道感染聚集性疫情。２０１３年３月１日广州

为９（４。１５）ｄ，而疑似病例病程Ｍ为６（３。１１）ｄ。无重症病

市一所职业学校出现大学生感染ｈＭＰＶ导致的成人急性呼

例和住院病例，无死亡病例。疫情持续１９ ｄ，流行曲线呈现

吸道感染疫情，现报告如下。

单峰形态，发病高峰时间为３月７—１２日，２０日后连续８ ｄ无

１．对象与方法：

新增病例出现。

（１）病例调查：２０１３年３月１日起广州市一所职业大专

表１广州市某校６５名可疑ｈＭＰＶ感染病例的

学校师生员工中具有以下临床症状之一者定义为疑似病

主要临床表现

例：①呼吸道症状（咳嗽、咳痰、咽痛、流涕）；②全身症状（发
热＞３７．５℃、头痛、肌肉酸痛）。慢性咳嗽、有明确诱因的肌
肉酸痛、头痛等症状者经临床医生确认后排除。疑似病例
咽拭子经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

ＰＣＲ方法检测ｈＭＰＶ核酸阳性者为确诊

病例。通过查看校医院门诊日志、设计统一调查表逐班调
查、建立日报制度以及对病例同宿舍学生进行访谈等方式
开展病例搜索。收集患者临床表现、症状出现及消失时间
等信息。
（２）样本采集与实验室检测：采集患者咽拭子标本，同时
随机选择部分病例同班级的无症状学生２６名采集咽拭子，
采用ＰＣＲ方法检测流感病毒（Ａ型通用引物和Ｂ型流感）及
其他常见呼吸道病原体，包括ｈＭＰＶ、鼻病毒（ＨＲｖ）、腺病毒
（ＡＤＶ）、呼吸道合胞病毒（ＲＳＶ）、副流感病毒（ＰＩＶ）、博卡病
毒（Ｂｏｖ）、冠状病毒ＮＬ６３型和２２９Ｅ型。选择部分首次检测
ｈＭＰＶ核酸阳性且发病＜３ ｄ的患者，每日采集咽拭子检测，
若检测阳性则次日继续采样；连续２ ｄ采样检测结果为阴性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３．０９．０２０
作者单位：５１０４４０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科（肖
新才、刘慧、陈宗遒、陆剑云）；广州市天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吴
莉萍）；广东省妇幼保健院（魏凌云）
通信作者：肖新才，Ｅｍａｉｌ：ｂｉｏｔｉｎ２００１＠１６３．ｃｏｍ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百分比（％）；ＩＬＩ为流感样
病例

（３）实验室检测：６５名疑似病例咽拭子经检测流感病毒
核酸阴性，２１例ｈＭＰＶ核酸阳性，１例ＨＲＶ核酸阳性，ＡＤＶ、
ＲＳＶ、ＰＩＶ、ＢｏＹ、冠状病毒ＮＬ６３和２２９Ｅ型均为阴性。２６名
健康学生中除１例检出ＨＲＶ核酸阳性外，其余病毒核酸均为

阴性。部分病例血液白细胞降低，其中确诊病例白细胞下降
比例为８１．８２％（９／１１），疑似病例白细胞下降比例为７５．ｏ％
（１２／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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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期（一般为５～９ ｄ），对于ｈＭＰＶ现症患者的隔离治疗时

２０１ ３年杭州市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病例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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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３月在我国上海和安徽两地首先发现人感染
Ｈ７Ｎ９禽流感病例，疫情迅速波及到杭州地区，共报告３０例
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确诊病例。为此对３０例确诊病例的分
布、暴露史及其传播来源进行探讨。
１．资料与方法：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Ｄ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３１００２１，

（１）病例及其定义：参照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人

Ｃｈｉｎａ；２ Ｓｈａｎｇｃｈｅ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ＣＤＣ；３ Ｘｉａｃｈｅ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ＣＤＣ；

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诊疗方案（２０１３年第１版）》和《人感染

４ Ｘｉｈ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ＣＤＣ；５

Ｈ７Ｎ９禽流感诊疗方案（２０１３年第２版）》中的标准分为监测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Ｊｉａｎｇｇ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ＣＤＣ；６

Ｘｉａｏｓｈ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ＣＤＣ

病例、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并按照《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ＤＩＮＧＨｕａ，Ｅｍａｉｌ：ｄｈ．ｄｈｕａ９９９＠１６３．ｔｏｍ

疫情防控方案（第１版）》对病例进行个案调查，获得病例临

床及流行病学资料”１，同时采集病例及密切接触者的咽拭子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３．０９．０２１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２１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谢立、丁华、孙昼、考
庆君、黄仁杰、温圆圆、杨旭辉、黄春萍、于新芬、李钧、濮小英、潘劲
草）；上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金涛）；下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周晓红）；西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郑琳）；江干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李剑）；萧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汪芬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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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进行病原学检测。
（２）实验室检测：采用ＲＮｅａｓｙ Ｍｉｎｉ Ｋｉｔ（ＱＩＡＧＥＮ）进行
病毒ＲＮＡ提取；应用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

ＲＴ

ＰＣＲ法（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

ＰＣＲ仪，

ＡＢｌ７５００）进行病毒亚型鉴定。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计数资料采用频
数和百分率等描述性指标，率的差异性检验用Ｐｅａｒｓｏｎ ｆ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