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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与统计方法·

贵州省黎平县一例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Ｈ５Ｎ１）的
流行病学调查
杨继宝，龙蓉，杨正培
黎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贵州 黎平 ５５７３００
摘要：目的 对黎平县一例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 （Ｈ５Ｎ１） 的调查进行分析，为制定禽流感防控措施提供依据。方
法 采用流行病学调查、临床检查、血清学检查和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 法进行分析和诊断。结果 黎平县发现一例 Ｈ５Ｎ１
确诊病例，经救治无效因多器官衰竭死亡。患者有明确的病、死禽接触史。采用隔离治疗、个人防护、医学观察、消
毒等措施，疫情得到控制，未出现二代病例。结论 黎平县一例 Ｈ５Ｎ１ 病例属感染个案，感染来源可能与接触病、死
家禽有关。需要加强人禽流感相关知识的技术培训和不明原因肺炎、不明原因死亡的主动搜索监测，以及与农、林、
工商、运输等部门的信息联系才能防止疫情再次发生。
关键词：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流行病学；调查
中图分类号：R195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０７（２０１４）２３－４２４９－０３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on a case of human infection with 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H5N1) in Liping Countyof Guizho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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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Ｈｕｍａｎ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ｌｙ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ａｖｉａ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７ 日 １０：００，黎平县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ＣＤＣ） 接到黔东南州卫生局传来湖南省怀
化市卫生局信息通报，１ 月 １６ 日 １７：００，湖南省怀
化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人，患
者是黎平县高屯镇八舟村桥头寨，吴某某，男性，
１６ 岁。初步诊断疑似人感染禽流感。请县 ＣＤＣ 及县
临床专家对该病例居住地进行排查、核实。接报后，
立即向县卫生局和黔东南州 ＣＤＣ 报告，同时组织相
关专业人员赶赴疫点开展流行病学调查。１７ 日，湖
南省怀化市 ＣＤＣ 采集患者痰液标本送湖南省 ＣＤＣ
实验室采用 Ｒｃａｌ－ｔｉｍｃＲＴ－ＰＣＲ 检测人禽流感病毒特
异性核酸，结果 Ａ 型 Ｈ５Ｎ１ 阳性。１９ 日卫生部核实
确认为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现将本例流行
病学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作者简介：杨继宝 （１９６４－），男，大专，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
疾病预防控制及免疫规划

1.1 对象 在湖南省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
的患者由当地 ＣＤＣ 负责流行病学调查；患者居住地
与患者接触的家属、同事、朋友、医护人员、驾驶
员等密切接触者由本次流行病学专家组负责确认、
追踪、医学观察；对全县各医疗机构开展流感 ／ 人
禽流感、不明原因肺炎和不明原因死亡病例主动收
搜监测；对境内各村寨、集市、农贸市场、养殖场
等禽鸟类病死情况开展调查。
1.2 方法 按照卫生部 《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应
急预案》［1］的要求，由省、州、县 ＣＤＣ 的专业人员担
任调查员，进行个案调查，采集环境标本送贵州省
ＣＤＣ 病毒实验室用 Ｒｃａｌ－ｔｉｍｃＲＴ－ＰＣＲ 方法检测人禽
流感病毒特异性核酸，血清标本送中国 ＣＤＣ 病毒实
验室检测人禽流感病毒特异性抗体。
1.3 诊断标准 按卫生部 《人禽流感诊疗方案》
（２００８
版） 进行诊断［2］。
2
2.1

结

果

基本情况

黎平县地处湘、黔、桂三省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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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界处，距省府贵阳 ４８０ ｋｍ，离湖南省怀化市 ２５０
ｋｍ，交通较为便利。全县国土面积 ４ ４４１ ｋｍ２，人口
５１０ ７１５ 人，辖管 ２５ 个乡 （镇），４０３ 个行政村，侗
族居住 ７８％以上。境内为中低山丘陵地貌，海拨最
高 １ ５８９ ｍ，最低 １４８ ｍ，平均海拨 ６８５ ｍ，山地面
积占 ７４．６％，丘陵面积占 ２１．７％，山间平坝面积占
３．７％ 。 属 中 亚 热 带 湿 润 季 风 气 候 ， 年 平 均 气 温
１５．８℃ ， 年 均 降 水 量 为 １ ４１９．６ ｍｍ， 年 日 照 时 数
１ ３１７．９ ｈ。境内无大江、湖泊和候鸟迁徙情况。高
屯镇八舟村距县城 ２０ ｋｍ，离乡镇所在地 ４ ｋｍ，共
有 １９ 个自然寨，各个自然寨相对独立，全村 ６４３
户，人口 ２ ３４９ 人，以侗族居住为主。病例发生在
桥头寨，该寨共有 ８ 户 ４１ 人。其中 ２ 户 ９ 人外出打
工，仅有 ６ 户在当地居住，家禽以散养为主，无大
型养殖场，卫生状况一般。
2.2 发病及诊治情况 患者，男，１６ 岁，贵州省黎
平县高屯镇八舟村桥头寨村民，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８ 日
无明显诱因，出现全身不适、咳嗽等症状，未进行
治疗，９ 日病情无明显加重，末引起重视；１０ 日自
觉病情加重，在家自测体温 ４０℃，诉其父到村一私
人诊所购药服用 （用药不详） 效果不佳。１１ 日患者
自行到镇私人诊所购药 （用药不详） 服用 ２ ｄ 无好
转，１３ 日该村医对其进行诊治，测体温 ３９℃，有咳
嗽、咳痰、呼吸急促和腹泻等症状，予以庆大霉素
３２ 万 Ｕ、ＶｉｔＣ ２ ｇ、先锋霉素 ２ ｇ 治疗，仍无好转，
１３ 日 ２０：００ 送入高屯镇卫生院治疗。入院检查：
Ｔ：３９．２℃，Ｒ：３０ 次 ／ 分，Ｐ：８６ 次 ／ 分，考虑为：
（１） 重感， （２） 肺结核， （３） 肺炎，予以病毒唑、
双黄连、左氧氟沙星、地塞米松静滴，阿莫西林、
非那根口服，无好转。１４ 日 ８：００ 转至黎平县 ＣＤＣ
进行痰检，因病情较重立即转入县医院，入院检查，
Ｔ： ３９．５℃ ， Ｒ： ２８ 次 ／ 分 ， Ｐ： ８８ 次 ／ 分 ， ＢＰ：
９０／６０ ｍｍ Ｈｇ，ＷＢＣ：２．１５×１０９／Ｌ，Ｌ：０．４７×１０９／Ｌ，
胸部 ＣＴ 示双下肺炎，予以头孢、克林霉素、丁胺卡
那等抗炎治疗。１５ 日病人病情无好转且呼吸困难进
一步加重，１６ 日 ９：００ 病人出现谵妄，呈现急性呼
吸窘迫综合征，由县医院 １２０ 医生送入湖南省怀化
市第一人民医院。经医院组织专家进行会诊，初步
诊断为 “疑似人禽流感”，并报市 ＣＤＣ 采集病人痰
液标本，送湖南省 ＣＤＣ 病毒实验室初检，结果 Ａ 型
Ｈ５Ｎ１ 核酸检测阳性。１９ 日国家 ＣＤＣ 复检确认为人
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２０ 日 ８：１５ 病人出现多
器官功能衰竭在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2.3 流行病学调查
2.3.1 病家病周调查 据患者家属回忆 （患者在怀
化市医院住院已神志不清） 患者发病前一直在家中
从事放牛、砍柴、喂鸡鸭等农活，无外出史，未接
触过类似病例。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８－３１ 日，寨内村民
吴××办酒宴，患者为其帮忙，喜宴所食用的鸡、
鸭、肉、鱼等主料是从黎平县城关大市场现场宰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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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带回家中进行加工。１ 月 ２－４ 日，吴××家中饲
养的 ３０ 只鸡有 ２８ 只相继死亡。４－７ 日，患者家中
所饲养的 ４０ 只鸡死亡 ２５ 只，鸭 ２２ 只，死亡 １０ 只，
患者参与对死鸡、死鸭的拔毛、清洗等加工工作，
并与家人共同食用病死家禽，村内无类似疾病。
2.3.2 密切接触者 患者发病后共与 ４４ 人有过密切
接触，其中医护人员 ２７ 人 （接诊医生、护理人员及
驾驶员），家庭人员 ４ 人，亲朋好友 １３ 人。流调人
员对其进行医学观察。４４ 名密切接触者均未出现异
常症状。
2.3.3 禽鸟发病情况 对八舟村 １９ 个自然村寨全覆
盖入户禽类主动搜索，全村共计调查饲养家禽 ５ ８５４
只，其中病死 ８２４ 只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上旬开始零星
病死家禽到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上旬出现病死高峰） 病死率
１４．０７％，全村除一户家禽为集中饲养外，其余户数
均为散养。县内其他村、寨、集市、农贸市场、养
殖场等没有发现鸡、鸭、野鸟不明原因死亡和鸟粪
污染现象。
2.3.4 标本采集及实验室检测
2.3.4.1 患者痰液标本 由湖南省怀化市 ＣＤＣ 采集
患者深部痰液标本送湖南省 ＣＤＣ 病毒实验室采用
Ｒｃａｌ－ｔｉｍｃＲＴ－ＰＣＲ 检验人禽流感病毒特异性 核 酸 ，
结果：Ａ 型流感病毒核酸阳性；Ｈ５ 亚型禽流感病毒
核酸阳性；Ｎ１ 亚型禽流感病毒核酸阳性。
2.3.4.2 环境标本 由专业人员采集禽类污水、鸡
鸭粪便、死禽内脏、禽舍表面等标本 １８ 份，送贵州
省 ＣＤＣ 病毒实验室检测，结果：２ 份 （污水、鸭粪）
Ａ 型流感病毒核酸阳性；２ 份 Ｈ５ 亚型禽流感病毒核
酸可疑阳性。
2.3.4.3 密切接触者血清标本 对密切接触者采集
双份血清标本 ３０ 人，共计 ６０ 份。另选取与患者年
龄相近的 ５ 个侗族同村青年血清标本 １０ 份，低温运
送中国 ＣＤＣ 病毒实验室检测人禽流感病毒特异性抗
体，结果全部阴性。
2.4 疫情防控措施
2.4.1 接到疫情报告后，及时向当地党委、政府汇
报，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Ⅱ级） 响应。成
立防控领导小组，制定相应控制方案，多部门配合，
依法防控，科学应对。
2.4.2 做好医护人员和疫情流调人员的个人防护。
2.4.3 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由县 ＣＤＣ、乡镇卫生院
医生和村医对其医学观察 ７ ｄ。
2.4.4 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半年来流感 ／ 人禽流感、
不明原因肺炎、不明原因死亡病例和禽鸟类死亡情
况的主动搜索监测，实行每日“０”病例报告制度。
2.4.5 与农业部门建立联防联控机制，以八舟村桥
头寨为中心 ３ ｋｍ 范围内农户饲养的家禽进行全部捕
杀并进行无害化处理。
2.4.6 对患者居住村寨病周、病家、禽舍、水沟及
患者就诊过的医疗单位用 ２５％的漂白粉或 ８４ 消毒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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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终末消毒。
2.4.7 加强对医疗机构和乡村医生的培训，提高对
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的诊断水平和防治知识。
2.4.8 开展人禽流感健康知识的教育，提高公众防
控人禽流感知识水平。做好公众心理疏导工作，避
免群众恐慌，维护社会稳定。教育群众不吃病死的
家禽，将病死的家禽焚烧深埋。
3

讨

论

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是指人在感染禽流感病
毒后所引起的人禽共患传染病，其传播途径以禽
－ 人、环境 － 人和母 － 婴间垂直传播为主。目前已
知，Ｈ５Ｎ１、Ｈ７Ｎ１、Ｈ７Ｎ２、Ｈ７Ｎ３、Ｈ７Ｎ７、Ｈ７Ｎ９ 和
Ｈ９Ｎ２ 亚型禽流感病毒直接感染人 ［3］，其中 Ｈ５Ｎ１ 禽
流感病毒毒力最强，感染后病情最为严重，病死率
很高 ［4］。本调查显示，黎平县为中低山丘陵地貌，
平均海拨 ６８５ ｍ，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境内
无大江、湖泊、鸟类迁徙栖息地。但该病例感染
Ｈ５Ｎ１ 可能与接触病死家禽有关，依据是： （１） 村
内一月前有零星禽类发病及病死现象，到患者发病
时出现病死高峰； （２） 病家病周短时间内相继出现
大量的鸡、鸭死亡，患者又参与其宰杀、拔毛、加
工、食用等过程，有明显的禽类接触史； （３） 环境
标本有 ２ 份 （污水、鸭粪） Ａ 型流感病毒核酸阳性，
２ 份 Ｈ５ 亚型禽流感病毒核酸可疑阳性，说明环境存
在禽流感疫情。从传播途径看，可认定是“禽 － 人”
或“环境 － 人”
。从参与救治患者的医护人员、密切
接触者和血清学检测看，在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的
情况下，未发现感染 Ｈ５Ｎ１ 病例和聚集性病例，提
示，Ｈ５Ｎ１ 目前尚不具备人传染人的感染能力 ［5］。从
疫情报告看，发病历时 １０ ｄ，患者经历了村、乡、
县多个医疗机构，症状表现为高热、咳嗽、咳痰、
呼吸困难等，其中呼吸困难呈进行性加重，短时间
内出现烦躁、谵妄，血检 ＷＢＣ 低于 ２．１５×１０９／Ｌ，肺

（上接第 ４２３７ 页）
［４］ 李奇凤，杨学磊． 轮状病毒的研究进展 ［Ｊ］． 国际病毒学杂志，
２００９，１６ （５）：１５０－１５４．
［５］ 王春娟，陈志军，白尧． 西安市病毒性腹泻病原学构成及流行
特征分析［Ｊ］． 现代预防医学，２０１３，４０ （５）：９４１－９４３．
［６］ 方肇寅，温乐英，晋圣瑾，等． 在我国腹泻患儿中发现诺瓦克
样病霉感染［Ｊ］． 病毒学报，１９９５，１１ （３）：２１５－２１９．
［７］ 方肇寅． 诺如病毒胃肠炎及其防控对策［Ｊ］．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２００７，２８ （３）：２２２－２２３．
［８］ 王全意，窦相峰，高志勇，等． 北京市春季诺如病毒性腹泻流
行病学及病原学调查 ［Ｊ］． 国际病毒学杂志，２００８，１５ （６）：
１６１－１６４．
［９］ Ｐａｔｅｌ ＭＭ，Ｗｉｄｄｏｗｓｏｎ ＭＡ，Ｇｌａｓｓ ＲＩ，ｅｔ 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ｏｌｅ ｏｆ ｎｏｒｏｖｉｒｕｓｅｓ ｉｎ ｓｐｏｒａｄｉｃ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ｉｔｉｓ ［Ｊ］． Ｅｍｅｒｇ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２００８，１４ （８）：１２２４－１２３１．
［１０］ 沙比热木·托合塔木，阿依古丽·伊尔哈力，刘红斌，等．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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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ＣＴ 提示双下肺肺炎，均未得到临床医生发现和报
告，直至湖南省怀化市医院初步诊断为“疑似禽流
感”才引起警悟，病人失去了最佳抢救时机。说明
我县各医疗机构临床医生对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
防治知识的普遍缺乏。其原因：一是对人感染高致
病性禽流的诊断标准不熟悉；二是对患者就诊询问
病史单一，忽视传染病相关连的病史；三是当地农
业部门动物疫情发生后重视不够，出现漏报。为此
建议： （１） 做好流感 ／ 人禽流感诊断标准的培训工
作，提高医护人员的诊断水平和防治能力； （２） 做
好各医疗机构流感 ／ 人禽流感、不明原因肺炎、不
明原因死亡病例的主动监测工作； （３） 加强农、
林、工商等部门的信息沟通，及时掌握禽间疫情动
态； （４） 做好人禽感健康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自
我防护意识和水平； （５） 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
活禽收购、运输、批发和零售环节的监测、调查、
检疫和卫生管理措施，控制和消除人禽流感病毒传
播扩散，防止人感染疫情发生［6］。
志谢 贵州省 ＣＤＣ，黔东州 ＣＤＣ 参与调查和防控工作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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