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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掌握甘肃省天水市鸡群 H7N9 流感免疫抗体水平，2019 年 5—6 月在全市 34 个不同类型采样场点，

随机采集 820 份鸡血清样本，采用血凝与血凝抑制试验进行 H7N9 流感免疫抗体检测。结果显示，10 个蛋鸡场、
10 个肉鸡场、5 个种鸡场的场合格率全部为 100%，平均样品合格率分别为 99.0%、98.7%、98.0%；5 个散养村
的场点合格率为 60.0%，平均样品合格率为 76.7%；4 个活禽交易市场的场点合格率为 25.0%，平均样品合格率
为 40.0%。结果表明，规模养鸡场 H7N9 流感的免疫保护水平较高，受病毒威胁程度较低，但散养户和活禽交
易市场的 H7N9 免疫效果较差，存在暴发疫情的潜在风险，需重点加强免疫和病原学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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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level of immune antibody against H7N9 influenza in chicken flocks in Tianshui
City of Gansu Province，820 chicken serum samples were randomly collected from 34 different farms across the city
from May to June 2019 to detect the antibody by hemagglutination（HA）and hemagglutination inhibition（HI）
tes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the farm-level qualification rates of 10 layer farms，10 broiler farms and 5 breeder
farms were all 100%，and the average qualification rates of samples in the above farms were 99.0%，98.7% and
98.0% respectively；the qualiﬁcation rates of 5 scattered villages and 4 live poultry markets were 60.0% and 25.0%
respectively，and the average qualiﬁcation rates of their samples were 76.7% and 40.0% respectively. In conclusion，
the immune level of H7N9 inﬂuenza was higher in large-scaled farms where the threat from virus was little，but was
relatively low in free-range households and live poultry markets where immune and pathogenic monitoring should be
strengthened due to the potential risk of out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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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N9 流感病毒是甲型流感中的一种，通常在

规模种鸡场、5 个自然村和 4 个活禽交易市场采样

鸟类中传播。虽然目前尚未证实此病毒具有人传染

820 份。采集鸡全血，置 4 ℃冰箱中过夜，自行析

人的特性，但现阶段研究提示，携带病毒的家禽及

出血清后，用移液枪吸取上层血清至另一个新的无

[1]

其排泄物、分泌物可能是人感染的主要传染源 。

菌 EP 管，做好标记后置于 -20 ℃保存，待检。

所以，预防人和家禽的 H7N9 流感病毒感染，必须

1.1.3

试剂

禽流感病毒 H7N9 亚型抗原：哈尔

从源头上做好防控工作 。2017 年秋季，农业农

[2]

滨兽医研究所生产，批号 20180519；禽流感病毒

村部紧急启动了家禽 H7N9 流感强制免疫计划，对

H7N9 亚型阳性血清：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生产，批

[3]

全国家禽（包括水禽）实施全覆盖免疫 。为了解

号 20180514。其他包括：0.01 mol/L pH7.2 的 PBS 液、

鸡群 H7N9 流感的整体免疫抗体水平，2019 年 5—

10 mol/L 的鸡红细胞悬液等。

6 月，即全市春季集中免疫结束 3 周后，通过采样

1.2

方法
按照禽流感检测技术国家标准 GB/T18936 －

进行血清学检测，对全市规模鸡场、自然村和活

[4]

禽交易市场开展了免疫效果评估，以期为天水市

2003 ，采用血凝和血凝抑制试验（HA、HI 试验），

H7N9 流感防控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对 血 清 样 品 进 行 H7N9 流 感 免 疫 抗 体 检 测。 在

1

阳 性 和 阴 性 对 照 成 立 的 前 提 下， 被 检 血 清 抗 体

材料与方法

1.1

滴度≥ 4log2 为抗体阳性。

材料

1.1.1

疫苗

重组禽流感（H5+H7）三价灭活疫

2

结果与分析

苗（H5N1 Re-11 株 +Re-12 株、H7N9 H7-Re2 株）：

免疫抗体检测结果（表 1）显示：10 个蛋鸡

哈尔滨维科生物技术开发工程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场、10 个肉鸡场和 5 个种鸡场的免疫抗体水平全

为 2019015。

部合格，场点合格率均为 100%，样品合格率分别
2019 年 5—6 月，在全市春季集中

为 99.0%、98.7%、98.0%；5 个自然村和 2 个活禽

免疫结束 3 周后，在有活禽交易市场的张川县和麦

交易市场的场点阳性率分别为 60.0%、25.0%，样

积区各选择 2 个活禽交易市场，每个交易市场随机

品合格率分别为 76.7%、40.0%。结果表明，天水

采样 10 份，共采样 40 份；在其余 5 个县区，各随

市规模鸡场的 H7N9 流感免疫抗体水平较高，免疫

机选择 1 个散养村，每个村随机采样 6 份，共采样

效果较好，而散养村和交易市场免疫抗体水平和免

30 份；在全市家禽养殖密集地区，随机抽取存栏

疫效果整体较差，尤其是交易市场，效果最差。

5 000 羽以上的规模蛋鸡场和肉鸡场各 10 个、种鸡

3

1.1.2

样品

讨论

场 5 个，每场随机采样 30 份，共采样 750 份。共

H7 亚型流感病毒变异为高致病性病毒后给我

在全市 10 个规模蛋鸡场、10 个规模肉鸡场、5 个

国养禽业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尽管 2017 年秋季

表1

2019 年天水市 H7N9 流感免疫抗体检测结果

检测场点数 / 个

场点合格数 / 个

场点合格率 /%

检测样品数 / 份

样品合格数 / 份

样品合格率 /%

规模蛋鸡场

10

10

100

300

297

99.0

规模肉鸡场

10

10

100

300

296

98.7

规模种鸡场

5

5

100

150

147

98.0

散养村

5

3

60.0

30

23

76.7

活禽交易市场

4

1

25.0

40

16

40.0

合计 / 平均

34

30

85.3

820

779

95.0

采样点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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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启动了 H7N9 流感强制免疫计划，使家禽疫情

其次是继续使用重组禽流感（H5+H7）三价灭活疫

得到有效控制，但一旦禽群免疫抗体下降，就有复

苗对各类家禽进行免疫，同时加强流行病学调查和

发疫情的风险。

血清学监测，对抗体水平不合格的场点及时进行补

为了解天水市鸡群 H7N9 流感春季集中免疫

免，并加强养殖人员和基层防疫员的培训，以提高

的效果，在全市集中免疫结束 3 周后开展了免疫抗

他们的防疫意识，规范其免疫操作。

体检测。检测结果显示，规模鸡场全部合格，血清

4

结论
研究表明，天水市规模养鸡场的 H7N9 免疫

样品合格率均在 98% 以上，但散养村和活禽交易
市场的免疫效果很不理想，远低于国家规定的 70%

保护水平较高，受 H7N9 流感病毒的威胁程度较小，

的最低标准。经走访调查，认为出现这样结果的原

短期内暴发疫情的风险较低，但散养户和活禽交易

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规模场对重大动物疫
病重视程度高，对全市集中免疫的积极性、主动性

市场免疫保护水平偏低，存在一定的潜在暴发疫情
风险，需要重点加强免疫和病原学监测。

强，能够及时进行补免和加强免疫；二是自然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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