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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我国已报道了数起人感染H7N9禽流感聚 集性疫情，表明其存在人传人的可能性［1-2］。2014年

2月南宁市横县报告了广西首起人感染H7N9禽流

感家庭聚集性疫情，其中指示病例为广东中山市输

入病例，二代病例为密切接触者在南宁市横县家中

发病。为查明此次疫情病例的感染来源，明确病毒

传播模式，对病例及其密切接触者、病例可能暴露的

外环境及禽类开展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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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热点报告·

广西南宁市一起家庭聚集性人感染H7N9
禽流感疫情的调查

李海 林玫 唐振柱 林新勤 谭毅 陈敏玫 钟豪杰 刘海燕

闭福银 林健燕 周树武 黄卓信

【摘要】 目的 探讨南宁市一起人感染H7N9禽流感的传播模式。方法 应用现场流行病

学方法调查2例病例及其82名密切接触者，对采集的相关标本进行H7N9禽流感病毒核酸检测和

病毒分离，并分析基因序列和进化树同源性。结果 病例A在最后一次暴露于广东中山市活禽

市场后4 d于当地发病，并在发病后第2天返回广西南宁市横县家中。病例B（病例A之子，5岁）

无明确禽类接触史，但与病例A同居一室密切接触，4 d后发病。从2例中均分离出H7N9禽流感

病毒，2株病毒基因序列和系统进化树分析具有高度同源性，且关系最近。指示病例（病例A）的

其他81名密切接触者未出现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症状。结论 二代病例（病例B）可能在无

防护情况下密切接触指示病例而感染，提示H7N9禽流感病毒可通过人-人传播，但其传染力有

限且非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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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transmission mode of human infection with avian
influenza A（H7N9）virus. Methods Field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for a family
clustering of human infection with H7N9 virus in Hengxian county，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in February 2014. Two patients and their 82 close contacts were surveyed. The samples
collected from the patients，environments and poultry were tested by using real time reverse
transcriptase-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RT-PCR），and the samples from patients were used for virus
isolation. The samples from 5 close contacts were tested with RT-PCR. The clinical data，exposure
histories of the patients and the detection results of the isolates and their homology were analyzed.
Results Patient A became ill 4 days after her last exposure to poultry in Zhongshan，Guangdong
province，and returned to her hometown in Hengxian 2 days after onset. Patient B was patient A’s 5
years old son，who had no known exposure to poultry but slept with patient A for 4 days. He developed
symptoms 4 days after last contact with his mother. Two strains of H7N9 virus were isolated from the
two patients. The 2 isolates were highly homogenous（almost 100%）indicated by gene sequencing and
phylogenetic tree. None of the other 81 close contacts developed symptoms of H7N9 virus infection.
Conclusion Patients B was infected through close contact with patient A，indicating that avian H7N9
virus can spread from person to person，but the transmissibility is limited and non-sustai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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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1. 调查对象：对 2014年 2月南宁市横县 2例家

庭聚集性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密切接触者及

病例可能暴露的外环境、禽类进行现场流行病学调

查。病例定义参照《人感染H7N9禽流感诊疗方案

（2014年版）》（国卫办医发［2014］6号）。

2. 调查方法：根据《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防

控方案（第三版）》（国卫办疾控发［2014］9号），对 2

例家庭聚集性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及82名密切

接触者开展流行病学调查，主要包括病例基本情况、

发病就诊经过、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诊断和转归情

况、病例家庭及家居环境情况、暴露史、密切接触者追

踪观察情况等，重点调查2名病例的禽类暴露史及病

例之间的流行病学关联。采集病例、密切接触者呼吸

道标本，可能暴露的活禽市场、病家禽类饲养场所禽

类粪便，饲养笼具等外环境标本以及病家、周边饲养

禽类标本，采用 rRT-PCR 检测 H7N9 禽流感病毒核

酸，病例分离病毒株进行基因测序和同源性分析。

结 果

1. 发现病例：2014 年 2 月 4 日广西横县人民医

院报告1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病例A）。该例女

性，41岁，横县杨梅村民，过去 1年来一直在广东中

山市某公司做厨师，于2014年1月27日在中山市出

现咳嗽、发热（体温 38.5 ℃）症状，29日返回广西横

县家中。2月 4日南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

检验及广西壮族自治区CDC复核均为人感染H7N9

禽流感病毒核酸阳性，并依据其临床表现、流行病学

调查及实验室检查，判定为人感染H7N9禽流感输

入性病例。之后在对25名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时，

发现其5岁之子（病例B）于2月3日曾出现发热等流

感样症状，2月 5日经南宁市CDC检验及广西壮族

自治区CDC复核均为H7N9禽流感病毒核酸阳性，

亦判定为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这是广西地区

首次报告的人感染H7N9禽流感聚集性疫情。

2. 临床治疗：病例A于2014年1月27日出现咳

嗽、发热（体温 38.5 ℃）症状，自行购药（药名不详）

服用，29日自广东中山市返回广西横县家中自感症

状无好转，并出现胸闷，夜间不能平卧。先后于1月

31日和2月2日到当地个体诊所就诊取药（病毒灵、

克感敏、氨茶碱等）。至3日症状仍未好转，胸闷、乏

力等症状加重后到横县人民医院就诊，当日 17：00

以“重症肺炎”收治入院，给予抗感染、抗病毒、输氧

等治疗处理，但病情进展迅速，并出现呼吸衰竭，诊

断为“不明原因肺炎”。入院时血常规检测白细胞总

数 3.1×109/L，淋巴细胞 20.5%，中性粒细胞 74.7%；

CT检查提示两肺炎症并两侧胸腔积液。因病情危

重，呼吸困难，入院后立即行气管插管、呼吸机等救

治措施，病情有所好转稳定，于 2月 4日转至南宁市

第四人民医院经治疗后痊愈。

病例 B 于 2 月 3 日晚出现发热（最高体温

39.6 ℃），4日下午送至横县人民医院，以“疑似人感

染H7N9禽流感、急性支气管炎”诊断收住入院并隔

离治疗。入院查体：体温（腋下）39.6 ℃，伴咳嗽、流

涕，自诉头痛，无胸闷、气促。入院时血常规检查白

细胞总数10.7×109/L，淋巴细胞16.5%，中性粒细胞

73.2%；X 线检查显示两肺纹理模糊，未见实变影。

入院后给予奥斯他韦和布洛芬抗病毒和对症治疗，5

日病情有所好转，体温下降（38.2 ℃），仍有咳嗽和流

涕，同样转至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经治疗后痊愈。

3. 流行病学调查：

（1）禽类暴露及其密切接触史：病例 A 与其丈

夫、儿子以及其他工友共 8人同租住在中山市石岐

区大柏山村大街 2 号一栋二层楼房（每层 3 间共

200 m2），住房通风及环境良好，住地和周围未饲养

鸡鸭。病例A在广东近 1年期间无外出史，但每天

到附近农贸市场采购食品（包括活禽），且从未佩戴

口罩和手套。该农贸市场活禽档口卫生状况较差。

自 2014年 1月 1日后病例A未再买过活禽，发病前

10 d未接触过禽类，也未与其他发热病例接触。病

例 B 为病例 A 之子，平日在老家杨梅村上幼儿园，

2013年12月10日随父到广东中山市，又于1月11日

随父返回横县老家，与其父亲、爷爷、奶奶、姐姐、姑

姑等家人同生活。1月29日病例A随后由广东返回

横县家，与病例B共同起居。病例B发病前 10 d未

到过农贸市场，2月3日起无外出史。病例住家外饲

养鸡，平时放养且近期无病死鸡现象。1月 30日病

例 A 协同其配偶在家宰杀鸭，病例 B 在距离约 1～

2 m观看；2月1日再次在家中宰杀鸡，但病例A未参

与，病例B不在场。调查表明病例A有明确的活禽

市场暴露史；病例B与病例A有非常密切的接触史

和共同生活史，也具有家庭散养家禽暴露史。

（2）密切接触者追踪观察：经判定病例A的密切

接触者共82人（与其同车返回横县6人，同住家生活

7人，镇个体诊所村医 2人，横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

10人，同工作公司员工 57人），并进行为期 7 d的医

学观察，其中病例B于2月3日出现发热等流感样症

·· 482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5年5月第36卷第5期 Chin J Epidemiol，May 2015，Vol.36，No.5

状，其他密切接触者未出现不适症状。病例B的密

切接触者均为同住的家人，未出现不适症状。

4. 实验室检测：2月4日横县CDC采集病例A的

上、下呼吸道标本，送南宁市CDC检测并经广西壮族

自治区CDC复核，均显示H7N9禽流感病毒核酸阳

性。2月5日横县CDC采集病例B的上呼吸道和血

液标本，送南宁市 CDC 检测并经广西壮族自治区

CDC复核，结果亦显示H7N9禽流感病毒核酸阳性。

经中国 CDC 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对该 2 例分离的病

毒，以及基因序列测定和进化树分析表明，2株病毒

核苷酸同源性为99.9%，氨基酸同源性为99.8%，并在

同一基因分支上，且关系最近（图1）。2月4、6日横县

CDC先后采集病例A的5名密切接触者咽拭子标本

送南宁市CDC进行流感病毒核酸检测，结果除病例

B为H7N9禽流感病毒核酸阳性，其余均为阴性。

5. 外环境病原学监测：2月7日广东中山市CDC

对病例A常去的农贸市场在内的7个有出售活禽的

市场档口，采集 40份外环境标本进行检测，结果显

示 6个市场 14份外环境标本H7亚型禽流感病毒核

酸阳性（其中病例A常去的农贸市场标本 6份，2份

标本H7亚型禽流感病毒核酸阳性）。2月 5日广西

横县CDC采集病家周围环境以及周围住家的鸡舍

和禽类粪便等外环境标本共 18份，2月 6日南宁市

CDC检测显示甲型流感病毒核酸均为阴性。2月 6

日又采集横县杨梅镇活禽市场 18份外环境标本送

南宁市CDC检测，结果为甲型流感病毒核酸阴性。

2月5日南宁市水产畜牧兽医局对病家全部14只鸡

以及病家周边的鸡样品共27份鸡样品进行检测，均

未检出H7亚型禽流感病毒。

讨 论

近年国内陆续报道了人感染H7N9禽流感聚集

性疫情［3-6］，但均不能完全排除续发病例来自活禽市

场外环境或其他途径感染病毒的可能性。本次疫情

中，广西横县当地报告的病例A为输入性病例，感染

源自广东中山市，这不同于国内报道的其他人感染

H7N9禽流感聚集性疫情。病例A在中山市发病前

曾有明确的活禽市场环境暴露史，发病同期（1月27

日前后 1周），该地也有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报

告，其经常到访的活禽市场外环境也受到H7N9禽

流感病毒的污染，表明当地确实存在病毒传播的风

险，且该病例有更多机会暴露于活禽市场外环境。

病例B为续发病例，在广西横县发病，虽然曾于发病

前有近距离观看杀鸭史，但可能暴露时间和暴露剂

量均较小，且在病家及周边外环境病原学监测和禽

类病原学监测均未检出H7亚型禽流感病毒，提示该

病例感染模式为从禽传到人的可能性不大。病例B

在无防护的情况下与病例A（其母）密切接触（同居

一房间）4 d后发病，发病时间在人感染H7N9禽流感

平均潜伏期（3～4 d）内，结合实验室检测两病例标

本的病毒基因同源性分析，认为人传人可能性很大。

本起疫情中，病例A的82名密切接触者中除病

例B外均无人发病，亦未出现第三代病例，表明人感

染H7N9禽流感虽可以通过人-人传播，但其传染力

有限且非持续，目前尚无证据证实该病毒可以在人

间持续传播［3，7］。
（感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山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广西南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横县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相关人员对本次疫情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提
供大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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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研究2株病毒的HA基因，H5N1作为进化分析的外群

图1 基于HA基因的系统进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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