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69 ·

·调查研究·

浙江省金华市 2014－2016 年人感染 H7N9
禽流感流行特征分析
庞志峰，朱军礼，唐慧玲，章光明，吴晓虹
金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制科，浙江 金华 321002
摘要：目的

分析浙江省金华市 2014－2016 年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和规律，为制定疫情控制

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析。结果

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对金华市 17 例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确诊病例的流行特征进行分

2014－2016 年累计报告病例 17 例，死亡 10 例，病死率为 58.82%；其中男性 10 例，女性 7 例，＜50 岁 7 例

（死亡 1 例），≥50 岁 10 例（死亡 9 例）。冬季高发，地区分布以农村为主，职业分布以农民为主。17 例病例均有明确

的活禽接触史或禽类交易场所暴露史，采集与病例有流行病学关联的活禽市场外环境标本 167 份，H7N9 流感病毒

检出率为 39.52%。家庭聚集性疫情一起，发病 2 例，感染来源于活禽暴露的可能性较大，但不能完全排除人传人的
可能性。轻症病例 5 例，重症病例 12 例，重症病例以≥50 岁（91.67%）合并基础性疾病（75.00%）为主，病死率高

（83.33%）。结论

金华市今后在防控工作中应重视农村地区的活禽市场管理；加强基层医务人员培训，强化发热

病例“是否接触禽类或禽类交易场所暴露史”的问询机制，对可疑病例及时采样检测，并尽早使用有效抗病毒药物，
做到病例的早确诊、
早治疗，从而降低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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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scribe and analyze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infection with avian influenza
A（H7N9）virus, so as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developing disease control measures. Methods Epidemiologic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17 laboratory confirmed cases of human infection with H7N9 virus in Jinhua city, Zhejiang. Results A
total of 17 cases of human infection with avian influenza A（H7N9）virus, 10 males and 7 females, were reported from 2014

to 2016，with 10 fatalities（58.82%）. A total of 7 cases were ＜50 years old（including 1 death）, 10 cases were ≥50 years
old（including 9 death）. Winter was the high ⁃ occurrence season for avian influenza A（H7N9）, and cases were mainly
farmers from countryside. Epidemiological survey indicated that 17 cases had the histories of exposure to live poultry or

poultry markets. In total, 167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external environments which associated with cases
epidemiologically, with the positive rate of 39.52% . A household clustering of human infections with avian influenza A

（H7N9）virus involving 2 children occurred in February 2014.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showed that the later cases
were more likely to be exposed to alive poultry, but the possibility of person to person transmission could not be ruled out.

Among 17 cases, 5 were mild cases, 12 severe cases. The severe cases were complicated with other primary diseases

（75.00%）and ≥50 years old（91.67%）, with the fatality rate of 83.33%. Conclusion It is necessary to emphasize the

market management of live poultry in rural areas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strengthen training of community ⁃ level medical
personnel and improve the sample detection rate for influenza ⁃ like case, so that the cases can be early diagnosed and
treated as well as reduce the fatality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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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2 月上海市报告首例人感染 H7N9 禽流

感，为全球首次报告人类感染该病毒亚型的禽流感
病例 。2014 年 1 月浙江省金华市报告该市首例人
感染 H7N9 禽流感，截至 2016 年底，全市累计报告病
［1］

例 17 例。为了解浙江省金华市人感染 H7N9 禽流感

病例特征，笔者对该市 2014－2016 年病例报告相关

资料进行了分析，
以期掌握疾病流行规律，
为防控决
策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对象

2014－2016 年现居住地为金华市

的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确诊病例、病例密切接触者
及疫情涉及的活禽销售人员等。
1.2 流行病学调查
1.2.1

病例调查

按照《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疫情

防控方案》 进行调查。对单例病例，调查内容主要
［2］

包括基本情况、发病就诊经过、临床资料、实验室监
测资料、
诊治和转归情况、
家居环境、家禽接触史、密
切接触者情况等。对聚集性病例，在上述调查基础
上详细调查所有病例发病前 7 d 各自和/或共同的禽

类暴露史及相互接触史，按时间序列记录和分析暴
露（接触）时间、方式、频次和强度，判断其可能的感
染来源。调查前对病例（或监护人）进行口头告知，
调查结束后由其在调查表上签字确认。
1.2.2

密切接触者判定和随访

依 据《人 感 染

H7N9 禽流感疫情防控方案》
（第 3 版） 标准，将患
［3］

者发病前 1 d 至隔离治疗前与病例有共同生活或其

他近距离接触者及诊疗过程中未采取有效防护措施
的医护人员判定为密切接触者，使用统一登记表由
流行病学调查人员进行登记，并反馈至密切接触者
居住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卫生院，由责任医生每
日测体温 2 次并进行健康随访，体温和随访结果使
用统一的《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病例密切接触者医

学观察登记表》进行登记，医学观察期限为自最后一
次与病例发生无有效防护的接触后 7 d。
1.2.3

溯源调查

通过询问病例及其家属、查阅活

禽进货单及活禽摊主回忆等对病例所接触活禽来源
进行调查，
并采集相关外环境标本进行检测。
1.3

病例来源

1.4

实验室检测

由浙江省 CDC 提供，
检测试剂均在有效期内使用。
1.5

提取《人感染 H7N9 病例个案调

统计学分析

查表》和流行病学调查报告中各病例相关信息，
录入
Excel 2007 软件建立数据库进行统计，采用描述性
流行病学方法分析。
2

结

2.1

果

基本情况

2014－2016 年全市累计报告病例

17 例，
各年依次为 10、4 和 3 例，死亡 10 例，
分别为 5、

材料与方法

1.1

Chin J Vector Biol & Control, August 2018, Vol.29, No.4

住院重症肺炎病例排查、密切接触

者排查、
流感样病例排查和流感样病例强化监测等。
采集病例咽拭子、活禽暴露处外

环境标本，送县级 CDC 微生物实验室，采用 RT⁃PCR
法进行甲型流感通用引物和 H7N9 流感病毒核酸检

测，阳性标本送金华市 CDC 流感网络实验室复核。
实验室流感病毒核酸提取试剂均购自美国 ABI 公

司，甲型流感病毒和 H7N9 流感病毒引物、探针序列

3 和 2 例，病死率为 58.82%。病例分布在 5 个县（市、
区），依次为婺城区和永康市各 4 例，金东区、义乌市

和东阳市各 3 例；农村 12 例，城区 5 例。男性 10 例，
女性 7 例。1 月 4 例、2 月 6 例、9 和 11 月各 1 例、12 月

5 例，在春节前后 1 个月内的病例共 11 例。患者年

龄最小11月龄，
最大84岁，
≤7岁3例、
30～39岁2例、
40～49 岁 2 例、
50～59 岁 5 例，
70～79 岁 3 例，
≥80 岁

2 例；＜50 岁 7 例（死亡 1 例），≥50 岁 10 例（死亡
9 例）。农民 9 例，散居儿童和商务人员各 2 例，幼托

儿童（其父母为活禽销售人员）、干部职员、活禽销售
人员和退休人员各 1 例。散发病例 15 例，家庭聚集
性病例 2 例。

2.2 病例发现途径 重症肺炎病例筛查 10 例，强化
监测 3 例，有活禽接触史流感样病例筛查 2 例，密切
接触者和职业暴露人群随访各 1 例。
2.3 临床特点

2.3.1 就诊情况 发病至首次就诊、确诊时间、抗病
毒治疗时间间隔分别为 2、6 和 5 d。首次就诊医疗
机构类型：个体诊所 1 例，社区卫生服务站 2 例，乡镇
卫生院 6 例，县级医院 5 例，市级医院 3 例。发病到

确诊医疗机构最少 1 家，最多 4 家，平均 2 家。病例
确诊医疗机构类型：
省级医院 3 例，市级医院 6 例，县
级医院 8 例。
2.3.2

潜伏期中位数为 6 d（3～9 d）。

临床症状

轻症病例 5 例，
4 例表现为一般流感样症状，
1 例合并

轻度肺炎，经治疗均痊愈，病程（6±3）d。重症病例

12 例，表现为进行性加重的单侧或双侧肺炎，从发
病到出现呼吸衰竭时间间隔为（5±1）d；2 例经治疗

痊愈，病程（19 ± 8）d；10 例死亡，病死率为 83.33%，
从发病到死亡间隔为（25±20）d。
2.3.3

影像特点

5 例轻症病例中，4 例肺部影像学

检查无改变，1 例表现为右下肺高密度影伴右侧胸
腔积液。12 例重症病例中，1 例表现为左肺大片状
实变影，11 例表现为双肺多叶大片状实变影，12 例
均伴有单侧或双侧胸腔积液。
2.4 流行病学特征
2.4.1

暴露情况

活禽市场暴露 7 例，购买活禽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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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 6 例，
宰杀活禽和职业暴露各 2 例。

H7N9 禽流感聚集性疫情，病例为两姐妹。2 例病

病。12 例重症病例中，3 例无基础性疾病，9 例合并
有基础性疾病，其中高血压伴糖尿病 2 例，高血压、

鸡后回家宰杀，每次买鸡 1～2 只，1 只当天宰杀，
未宰杀的暂养家门口编织袋中。宰杀时，2 例病

2.4.2

既往健康状况

5 例轻症病例均无基础性疾

高血压伴慢性支气管炎和高血压伴冠心病各 1 例，
免疫抑制类疾病 4 例（骨髓异常增生综合征 2 例，多
发性骨髓瘤和肾移植后各 1 例）。
2.4.3

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情况

17 例 病 例 共

296 名密切接触者，其中医务人员 76 人。在 7 d 的医

学观察中，6 人出现流感样症状并确诊为季节性流
感病例。

例发病前 10 d，其父亲 3 次到同一农贸市场买活

例均在 1 m 范围内围观，但与鸡及污物无直接接
触。每次宰杀用时约 30 min，宰杀后的鸡毛等杂

物装入塑料袋后扔掉，宰杀场地清水冲洗后用拖

把拖干。发病前 2 例病例均无其他禽类接触史，
姐姐发病前曾与已发病的妹妹有 1～2 d 的密切接

触史。病例暴露与发病时间见图 1。使用风险矩

阵 法对后 发病病例（姐 姐）的 感 染 来 源进 行 分 析

2.4.4 病例暴露处外环境 与病例有流行病学关联

（表 1），将暴露时间、暴露剂量和信息确定性划分

14 个检出 H7N9 流感病毒阳性标本。在上述 17 个

行赋值，分别计算两种不同感染途径的暴露强度

的活禽市场共 19 个，其中 17 个采集到外环境标本，
市场采集外环境标本 167 份，经检测 66 份为 H7N9
流感病毒核酸阳性，
阳性率为 39.52%。
2.4.5

2014 年 2 月报告一起人感染

聚集性疫情

为 5 个等级，结合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按 1～5 分进

和感染来源的可能性，认为该病例感染来源于活
禽暴露的可能性较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人传人
的可能性［4］。

图 1 浙江省金华市 H7N9 禽流感病例可疑暴露、发病及就诊情况时间序列图
表 1 H7N9 禽流感后病例感染来源的风险矩阵分析
感染来源
活禽（鸡）

暴露时间 暴露剂量 暴露强度 确定性
可能性
（A）
（B） （C＝A×B） （D） （E＝C×D）

患者

3

4
2

4
2

16
4

4
4

64
16

讨 论
2014－2016 年浙江省金华市累计报告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病例 17 例，占同期全省病例总数的
8.99% ，属浙江省人感染 H7N9 禽流感中等水平流
［5］

行区。病例呈冬季多发特征，春节前后 1 个月发病

尤为集中，
主要与春节期间活禽消费需求集中、
消费

禽市场外环境中均有 H7N9 流感病毒阳性标本检

出，直接接触活禽或活禽市场暴露是金华市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病例的主要感染来源，与有关报道结
果一致［7-11］。2013 年出现人感染 H7N9 禽流感流行

后，金华市各县（市、
区）主城区相继采取了永久性或
季节性关闭活禽交易市场的控制措施，减少了城区
居民的暴露机会，但农村地区活禽交易普遍且管理
欠规范，
人群暴露机会多，
故而在疾病分布上呈现出
农村、农民高发特征。反映关闭活禽市场为控制人
感染 H7N9 禽流感发病的有效措施，提示在今后的

防控工作中需进一步规范农村地区的活禽交易管理。
《人感染 H7N9 禽流感诊疗方案》（2017 年第 1

量大及活禽市场外环境 H7N9 流感病毒污染率高等

版）将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的最长潜伏期由 7 d 修订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金华市报告人感染 H7N9

最长为 9 d，该调查结果支持对人感染 H7N9 禽流感

有关 。
［6］

禽流感病例发病前均有明确的活禽直接接触史或活

禽市场暴露史，与病例有流行病学关联的大多数活

为 10 d［12］。金华市 17 例病例中 3 例的潜伏期＞7 d，
最长潜伏期的修改。金华市所报告病例以重症病例
为主，12 例重症病例年龄≥50 岁，9 例重症病例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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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基础性疾病，10 例重症病例最终死亡。早期发现

并尽早给予抗病毒治疗是防止病例转为重症的关键

in two young girls with novel avian influenza a （H7N9） in

Dongyang，Zhejiang province，in 2014［J］. J Clin Virol，2015，
63：
18-24. DOI：
10.1016/j.jcv.2014.11.034.

因素［12］。金华市报告病例从发病到确诊、抗病毒治
疗的时间分别为 6 和 5 d，时间间隔较长，可能与该

［5］ 浙江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疫情播报［EB/OL］.（2017-05-17）

弱，
医务人员对流感样病例“是否接触禽类或禽类交

［6］ 张兵，朱军礼，朱淑英. 金华市禽类职业暴露人群及外环境禽

市病例大多发生于农村地区，医疗机构诊治能力较
易场所暴露史”
询问和早期抗病毒治疗意识不强，导
致病例发病至确诊和服药时间延长有关［13］。因此，

［2017-07-15］. http：
//www.zjwjw.gov.cn/col/col1202112/index.
html.

流感病毒监测分析［J］. 中国卫生检验杂志，2017，27（2）：
235-237.

建议加强医务人员特别是门诊、社区医院等基层医

［7］ Li Q，Zhou L，Zhou MH，et al. Epidemiology of human infections

意识和诊疗能力。此外，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的早

［8］ 陈恩富，柴程良，孙继民，等. 浙江省人感染 H7N9 禽流感流行

分，
为提高病例诊断和抗病毒治疗的及时性，
建议医

［9］ 潘琼娇，魏晶娇，余向华，等. 9 例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病例流

务人员的培训，提高其对人感染 H7N9 流感的诊疗

期症状与季节性流感类似，仅依靠临床症状难以区
疗机构对有活禽接触史或禽类交易场所暴露史流感
样病例强化实验室检测，并加强流感快速检测试剂
在基层医疗机构的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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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调查在云南省河口县采获吸血蠓 2 属 20 种，

其中包括一中国新纪录种，云南省首次记录 5 种，填

补了河口县吸血蠓无研究报道的空白，丰富了该地
区吸血蠓的本底资料，为蠓类防治和蠓媒疾病研究
提供了参考资料。卢特库蠓为采自印度尼西亚和马
来西亚的新种，本次在云南省河口县采获的该种主
要形态特征与原描述相同，仅有原种描述 n＝3、翅
长 1.08 mm、AR 1.15、P/H 0.45 与本种观察 n＝10 的

测量结果略有不同，认为是不同地域的个体差异。
未发现该种雄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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