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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伊宁县一起天鹅 H5N6 亚型流感疫情的
紧急流行病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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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2019 年 12 月 31 日，新疆伊宁县报告出现天鹅异常死亡情况。经观察临床症状、剖检病理变化，结

合地州级、自治区级兽医实验室复检，诊断为疑似 H5 型流感疫情，后经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进行亚型鉴定，
确诊为高致病性 H5N6 亚型流感疫情。为确定疫情分布，分析疫情扩散风险，并提出针对性防控建议，通过现
场勘查、访谈，并结合实验室检测，进行了紧急流行病学调查。调查认为，携带病毒的迁徙天鹅遭遇强冷空气
可能是导致本次疫情发生的主要原因。本次野鸟疫情未发现向家禽扩散，但应高度重视饲养家禽的生物安全管
理工作，避免家禽与野禽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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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December 31，2019，the abnormal death of swans was reported in Yining County of Xinjiang，which

was diagnosed as a suspected case of H5 avian influenza（AI）according to clinical symptoms and pathological
changes under autopsy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re-inspection results by the veterinary laboratories at municipal
and provincial levels，and eventually confirmed as a case of H5N6 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HPAI）by
national avian inﬂuenza reference laboratory.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distribution of outbreak，to analyze possible risk
of spreading and to propose speciﬁc control measures，an emergency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by
means of visit，interview and laboratory test. It was investigated that the outbreak might be mainly caused by the strong
cold air encountered by migratory swans carrying virus. The bio-safety management for captive poultry should be highly
concerned to avoid any contact with wild birds，although no spreading to poultry had been detected in the out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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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致 病 性 禽 流 感（highly pathogenic avian

收集疫情背景信息、野禽种类数量，掌握发病过程、

inﬂuenza，HPAI），是由正黏病毒科流感病毒属 A

迁徙情况、生物安全措施、疫情处置情况等信息。

型流感病毒引起的禽类烈性传染病，属于我国一类

1.2.2

动物疫病，主要通过接触感染禽及其分泌物和排泄

理变化，采集病死天鹅咽 / 肛门双拭子。采用便利

物以及污染的饲料、水等媒介，经呼吸道、消化道
[1]

传播，也可通过气源性媒介传播 。
蒙古国、韩国、日本和我国均有大天鹅 HPAI

疫情发生的报道 [2]。因大天鹅有越冬迁徙的习性，
[3]

一旦被感染，将携带病毒长距离传播 ，从而造成
疫情扩散。在新疆，大天鹅主要繁殖于巴音布鲁克
草原、艾比湖、乌伦古河、赛里木湖、伊犁河等地。
2019 年 12 月 31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动物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自治区动物疾控中心）接到
报告称，伊宁县发现天鹅异常死亡情况。经临床观
察，病理剖检，结合地州级、自治区级兽医实验室
复检，诊断该地天鹅发生了疑似 H5 亚型流感疫情；
2020 年 1 月 6 日，经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国家禽流
感参考实验室（以下简称哈兽研参考实验室）进行
病毒分离鉴定和测序分析，确诊为高致病性 H5N6
亚型流感疫情。自治区动物疾控中心在接到报告后，
立即组织人员开展紧急流行病学调查，确定疫情的
三间分布，分析疫情可能来源，评估疫情传播风险，
并提出疫情处置建议。
1

方法

1.1.1

可疑病例

2019 年 12 月 15 日以来，伊宁

县野鸟及家禽出现以下症状之一的，判定为可疑病
例：突然死亡，表现眼鼻流出分泌物、咳嗽、呼吸
困难等呼吸道症状；头部水肿、精神沉郁、共济失
调，出现神经症状；消化道、呼吸道黏膜广泛充血、
出血，心冠及腹部脂肪出血。
1.1.2

疑似病例

剖检病死天鹅，查看病

抽样方式，对疫点周围 3 km 范围内养禽户进行抽
样检测，共采集咽 / 肛门双拭子样品 300 份。
实验室检测

1.2.3

将现场采集的样品送伊犁州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及自治区动物疾控中心实验
室进行病原学检测，同时送哈兽研参考实验室进行
确诊。
数据分析

1.2.4

使用 Excel 软件录入数据进行

分析，使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描述疫情三间分布，
绘制疫情流行曲线，并开展病因假设分析。
2

结果
基本情况

2.1
2.1.1

栖息地情况

两处天鹅栖息地分别位于伊

宁县 S 乡 S 村和 Y 乡 X 村湿地，水系源于伊犁河，
两地直线距离为 18.6 km。S 村天鹅栖息地主要为
废弃的鱼塘，占地面积 20 亩（约 13 333 m2），距
离居民区约 100 m；X 村栖息地距居民区约 400 m，
面积 50 亩（约 33 333 m2）。两地有大天鹅、疣鼻
天鹅、野鸭子、野鸽子、白鹳等多种禽类，其中 S
村湿地有大天鹅等野禽 80~100 只，X 村约有大天
鹅 300 只，野鸭和水鸡等其他野禽 2 000 余只。野

病例定义

1.1

剖检及样品采集

经自治区动物疾控中心使用实

禽存在两地往返飞行情况。
2.1.2

与人群接触情况

近年来，伊宁县湿地自

然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在此过冬的天鹅等野禽数量
也越来越多。伊宁县依靠天鹅打造特色旅游，游客
及市民前来投食与天鹅的接触频率越来越高。
2.1.3

周边排查情况

全县共有家禽饲养户 595

户，存栏家禽 376 万只，其中 S 村存栏家禽 4 860 只，

时荧光定量 RT-PCR 方法，检测为 H5 亚型流感病

X 村存栏 2 621 只。经当地畜牧部门排查，未发现

原学阳性的可疑病例，判定为疑似病例。

家禽异常死亡情况。当地畜牧部门对全县家禽进行

确诊病例

1.1.3

经哈兽研参考实验室确诊为

H5N6 亚型流感病原学阳性的疑似病例。
1.2.1

现场调查

2.2

临床表现及剖检症状
2019 年 12 月 28 日，伊宁县护林员巡查时观

调查方式

1.2

了紧急免疫。

采取现场勘察、访谈等形式，

察发现个别天鹅出现颈弯曲、精神萎靡等症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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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明原因死亡，随即于 30 日将病死天鹅送至州

12 只，疣鼻天鹅死亡 10 只，尖嘴鸭和斑鸠各死亡

动物疫控中心剖检。对死亡的 2 只疣鼻天鹅、1 只

1 只。家禽无异常情况发生。

大天鹅临床剖检发现：心肌点状、斑块样出血，心

2.5

实验室检测

脏冠状部脂肪有出血点（图 1-A）；腺胃乳头有出

2020 年 1 月 1 日，自治区动物疾控中心对送

血点（图 1-B），腺胃、肌胃交界处有斑块状出血

检的 6 份样品（病死天鹅双棉拭子 3 份、脏器样品

（图 1-C）；胰腺出现点块状出血，肠道呈暗红色（图

3 份）分别进行 H5、H7 亚型流感以及新城疫 PCR

1-D），表现为弥漫性出血（图 1-E），直肠出血严重；

检测，结果 H7 亚型流感和新城疫均为阴性，H5

肝脏稍肿大，脾脏质软出血，肺脏充血、出血，但

亚型流感为阳性。将样品进一步送至哈兽研参考实

气管环出血不明显（图 1-F）；肾脏肿大、充血、

验室进行亚型检测，1 月 6 日确诊为 H5N6 亚型流

出血。2020 年 1 月 4 日，调查组实地调查时发现，

感病毒。
当地兽医部门对采集的 300 份家禽棉拭子样

两处天鹅栖息地部分天鹅仍有精神沉郁、食欲废退、
共济失调等现象，但因环境条件限制，无法采样进

品进行 HPAI 病原学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行实验室检测。

3

2.3

时间分布

病因假设分析

3.1

天鹅自身携带病毒

经现场询问得知，S 村先在湿地发现天鹅死

野鸟是天然的流感病毒库。2019 年全球报告

亡，2019 年 12 月 28 日死亡 1 只，30 日死亡 3 只，

野禽 H5N6 亚型流感疫情 2 起，分别位于丹麦和爱

2020 年 1 月 2~3 日各死亡 1 只。随后林草部门在

尔兰。天鹅属于我国二级保护动物，未进行 HPAI

巡查过程中发现，X 村也出现天鹅死亡现象，1 月

疫苗免疫 [4]。由于缺乏免疫力，加上冬季天气寒冷

4 日死亡天鹅 1 只，5 日死亡天鹅 3 只，同时发现

（2019 年 12 月 22—24 日，北疆多地出现气温下降、

1 只尖嘴鸭和 1 只斑鸠死亡，6 日死亡天鹅 10 只，

大雪等天气），机体抵抗力下降，天鹅自身带毒导

9 日死亡天鹅 2 只。死亡病例时间分布见图 2。

致疫情暴发的可能性较高。

2.4

群间分布

3.2

死亡野生禽类多为天鹅类，其中大天鹅死亡

经水系感染
2019 年 5 月 30 日，新疆伊犁州曾报告一起家

A. 心肌点状斑块样出血，心脏冠状部脂肪有出血点 ；B. 腺胃乳头有出血点 ；C. 腺胃、肌胃交界处斑块状出血 ；
D. 肠道呈暗红色 ；E. 肠道弥漫性出血 ；F. 气管环出血不明显。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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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干预措施
封锁发生天鹅 HPAI 疫情的水域，禁止游客进

入；做好清理、消毒等工作，及时发现病死天鹅，
并对天鹅尸体、粪便、饲料等进行无害化处理；对
家禽进行流感监测排查，确保家禽免疫合格率达标，
督促养禽户做好消毒等生物安全防护工作，避免家
禽与野禽接触；林草部门加大对全区野生鸟类，特
别是天鹅的巡查力度，并将异常情况及时通报农业
图2

伊宁县天鹅死亡病例时间分布

禽 H5N6 亚型流感疫情，说明伊犁州可能存在病原，
加之流感病毒可以通过分泌物和排泄物以及污染的
饲料、水等媒介 [5] 传播，存在水系污染病毒的风险，
但可能性较低。
3.3

人员和车辆带毒传入
游客及市民前来投食与天鹅接触频率高，湿

地靠近村庄，人员流通复杂，但当地未见人间感染
病例及家禽禽流感疫情的报道，因此通过人员和车
辆带毒传入概率较小。
4

疫病扩散风险
2019 年 12 月 28 日开始两处湿地出现天鹅发

病死亡现象，12 月 30 日州动物疾控中心介入调查
后，初步诊断为流感疫情。政府对两处湿地立即采
取了封锁、消毒等控制措施。结合流感最长潜伏期

相关部门。
6

启示
汇总近 10 年农业农村部公布的疫情信息，我

国已累计发生家禽 H5N6 亚型流感疫情 26 起，野
禽疫情 7 起，疫区范围覆盖 13 个省份 33 个县市，
说明 H5N6 亚型流感病毒是我国重要流行毒株，在
家禽和野禽之间传播广泛。
本次疫情由高致病性 H5N6 亚型流感病毒引
起，但无法确定病原传入方式。天鹅属于迁徙野生
禽类，控制难度极大，无法进行免疫或扑杀，导致
病毒由水系向下游扩散概率高，疫情扩散风险较大。
天鹅栖息的池塘湿地与村庄紧挨，家养水禽也在同
一水域放养，以上因素均增加了家禽感染风险，一
旦养禽场户免疫、防护不到位，就可能发生疫情，
因此本地要加强疫情防控。

为 21 d 的特征，追踪调查期间设为 12 月 10 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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