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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一、概 念念

禽流感是禽流行性感冒的简称

是由A型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禽类(家禽和野禽)
传染病

表现为：不显症状的隐性感染

轻度呼吸道症状,消化道症
状和产蛋

下降，死亡率低；

严重的全身性、出血性、败
血性症状，死亡率高。

主要是禽流感病毒的毒力决定的



什么是高致病性的禽流感什么是高致病性的禽流感

由H5和H7亚型的一些毒株（以H5N1和
H7N7为代表，其他毒株有H7N3 、
H5N2 、H5N8、H7N1等）所引起的疾病称
为高致病性禽流感（HPAI），其发病率
和死亡率都很高，危害巨大



高致病性禽流感是国际动物卫生组织

（OIE）规定的A类传染病，各国重点检

疫和防范的疫病

我国将高致病性禽流感列为一类传染病

高致病性禽流感是影响禽类产品安全和

出口贸易的主要疫病



二、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危害二、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危害

养禽业的经济损失

影响国内和国际贸易

公共卫生问题



世界高致病力禽流感流行状况世界高致病力禽流感流行状况

历史：1878年，意大利首次爆发；1955年分离
并证实为A型流感病毒；1981年在美国召开的
第一届世界禽流感学术讨论会上建议改称高致
病禽就感(HPAI)

禽流感病毒在近两个世纪中，不断地侵袭着整
个世界。特别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起，禽流
感在欧亚大陆的爆发日趋频繁

家禽养殖业的沉重打击

向全人类的健康提出了新的严峻挑战



19591959年以来全世界年以来全世界HPAIHPAI暴发情况暴发情况

国家(或地区) 禽种 亚型 年代

苏格兰 鸡 H5N1 1959

英国(英格兰) 火鸡 H7N3 1963

加拿大 火鸡 H5N9 1966

澳大利亚 鸡 H7N7 1976

德国 鸡 H7N7 1979

英国 火鸡 H7N7 1979

美国 鸡 H5N2 1983

爱尔兰 火鸡 H5N8 1983

澳大利亚 鸡 H7N7 1985

英国 火鸡 H5N1 1991

澳大利亚 鸡 H7N3 1992

澳大利亚 鸡 H7N3 1994

墨西哥 鸡 H5N2 1994

巴基斯坦 鸡 H7N3 1994



19591959年以来全世界年以来全世界HPAIHPAI暴发情况暴发情况

澳大利亚 鸡 H7N4 1997

中国香港 鸡 H5N1 1997

意大利 鸡 H5N2 1997

意大利 鸡 H7N1 1999

中国香港 鸡 H5N1 2001

中国香港 鸡 H5N1 2002

中国香港 鸡 H5N1 2003

荷兰 鸡 H7N7 2003

比利时 鸡 H7N7 2003

德国 鸡 H7N7 2003

韩国 鸡 H5N1 2003

中国台湾 鸭 H5N1 2003

亚洲等国 鸡、鸭、鹅 H5N1 2004

美国 鸡 H7 2004



19831983年美国的禽流感年美国的禽流感

H5N2，高致病力，死亡率50%-89%

波及4个州，20个县

淘汰1700万只鸡

耗资8500万美元，经济损失4.9亿美元



19951995年墨西哥的禽流感年墨西哥的禽流感

1994年5月在墨西哥中部流行低致病力的

H5N2禽流感病毒

到1995年1月，流行毒株突变为高致病力

毒株，波及到12州

淘汰1800万只鸡，3200万只鸡被封锁，

1.3亿只鸡被紧急接种疫苗



19971997年香港的禽流感年香港的禽流感
（最严重的爆发）（最严重的爆发）

H5N1，高致病力毒株

1997年4月香港3个鸡场4500只鸡突然死

亡

150万只鸡、鸭、鹅、鸽等被扑杀

直接耗资6000万港元

对养禽业的补助达10亿港元



20032003年荷兰的禽流感年荷兰的禽流感
（波及最广的爆发）（波及最广的爆发）

2003年2月底，荷兰的6个农场暴发禽流感，到3月

3日，有禽流感疫情的农场升至13家

高致病力毒株（H7N7）

全场扑杀：共有约900个农场内的1400万只家禽被

隔离，1800多万只病鸡被宰杀

与荷兰毗邻的比利时和德国均出现了禽流感病毒

感染病例



我国禽产品出口因禽流感问题屡屡受阻我国禽产品出口因禽流感问题屡屡受阻

2001年6月，韩国、日本相继因为从我国
鸭肉中检出禽流感病毒为由全面禁止进
口我国禽肉产品

2001年10月，日本再次对我国部分肉鸡
出口企业禁运

2002年1月，欧盟以禽流感等为由，禁止
我国动物源性食品进口

2002年5月，日本宣布停止进口我国鸡蛋



欧盟决定对禽流感的重新定义欧盟决定对禽流感的重新定义

禽感染6周龄鸡静脉注射致病力指数

（IVPI)大于1.2的流感病毒或Ｈ5或Ｈ7

亚型造成的感染被认为是禽流感

只有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才能允许对Ｈ5

和Ｈ7亚型禽流感病毒实施常规免疫接

种，而且应采用标记疫苗



三、禽流感病毒的特性三、禽流感病毒的特性

禽流感病毒属正黏病
毒科、甲(A)型流感
病毒属

具有多形性，典型的
病毒粒子呈球形，直
径100nm左右。有的
毒株呈长短不一的丝
状，长者可达数微米

流感病毒具有囊膜



分型
根据流感病毒核蛋白与基质蛋白的不同分
为三型

A型—感染多种哺乳动物，包括人、猪、马
等和禽类；

B型C型主要是人类的病原；C型也可以从猪
分禽到；

造成禽危害的主要是A型流感病毒



血清型多

HA（血凝素）——1~15

NA（神经氨酸酶）——1~9

H与N随机组合可产生135个亚型的禽流感病毒

致病性不同（不同亚型、不同毒株间的
致病性有所不同），可分为高致病性禽
流感病毒、低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和无致
病性禽流感病毒。

基因组

为分8个节段的单股RNA血清型多



高致病性的禽流感（高致病性的禽流感（HPAIHPAI））病毒病毒

导致严重疾病、引起鸡只大批死亡

H5、H7的一些亚型毒株如H5N1、H7N7等

标准：病毒接种4~8周龄的易感鸡（SPF

鸡），10天内的死亡率>75%



低致病性的禽流感（低致病性的禽流感（LPAILPAI））病毒病毒

致病力低

引起产蛋下降、轻度呼吸系统疾病

如H9N2，H5N2的一些毒株等

这类毒株在有免疫抑制性疾病鸡群和继

发性感染情况下，可引起鸡只大批死

亡，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



无致病性的禽流感（无致病性的禽流感（NPAINPAI））病毒病毒

无明显的致病力

鸡群感染后，表现为亚临床症状



禽流感病毒的变异性禽流感病毒的变异性

禽流感病毒具有很强的变异性

抗原漂移与抗原转移

不同毒株之间基因组可以发生重组，产

生新亚型的禽流感病毒

低致病力→高致病力



禽流感病毒的传播禽流感病毒的传播

水禽和野鸟等都能传播（带毒、排毒、污染水

源）禽流感病毒

感染的鸡只可从呼吸道、眼结膜和粪便排出病

毒。感染初期的排毒量很大

病鸡、分泌物和粪便污染的饲料、饮水、饲养

管理用具和物品可传播病毒

空气传播



禽流感病毒的理化特性禽流感病毒的理化特性

禽流感病毒对外界环境的抵抗力不强，
不耐 干燥，但在湿的环境中如鼻腔分泌
物和湿的粪便可存活很长时间

禽流感病毒对热敏感，56C30分钟，
60C10分钟即可被灭活。直射阳光下
40~48小时可灭活病毒。紫外线照射可迅
速灭活病毒

禽流感病毒可被许多消毒剂灭



禽流感病毒的免疫性禽流感病毒的免疫性

禽流感病毒感染鸡可产生对同一亚型病

毒的免疫力

禽流感病毒疫苗有很好的免疫效果（同

一亚型）

不同亚型的禽流感病毒之间交叉免疫保

护作用很弱



四、禽流感的流行特点四、禽流感的流行特点

禽流感病毒呈世界性分布

多种家禽和野禽、鸟类都对禽流感病毒敏
感。鸡、火鸡、鸭是自然条件下最常受感
染的禽种

各种年龄的鸡都可感染

一年四季都可发生，但以冬、春季节多发

禽流感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受多种因素的影
响（毒株、环境因素、饲养条件、鸡群抵
抗力、继发感染等）



禽流感病毒感染在我国鸡群十分严重

前几年主要以低致病力毒株（H9N2）感
染为主。其他毒株有H4N6、H14N5、
H7N2、H3N2、H1N1及H3N8。以产蛋鸡群
危害较重，引起严重的产蛋下降，
>30%。雏鸡和中鸡一般无明显症状。肉
鸡死亡率较高。在蛋鸡场常常从一栋鸡
舍传到另一栋，直至整个鸡场。（一户
传到另一户，直到整个村）



低致病性的禽流感病毒的流行和感染面很
大，但采取了疫苗免疫接种，已较好地得
到控制

高致病力的禽流感毒株（H5N1）感染,发病
鸡群的死亡率很高，达90%以上。各种日龄
的鸡均可发病死亡。给我国养鸡业造成了
巨大的经济损失

禽流感病毒（H5N1）对鸭的致病力转强，
我国一些地区的养鸭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
损失，幼鸭的死亡率可达100%



五、临床症状五、临床症状

禽流感临床表现与 禽种类、日龄、
感染病毒的亚型与致病力、环境因
素、并发或继发感染有关

临床表现可涉及到呼吸道、消化道、
生殖道及神经系统



一般症状一般症状

体温升高

精神沉郁

饮食欲降低

消瘦

流泪

羽毛松乱

身体卷缩

头部和颜面水肿

皮肤发绀（鸡冠和肉垂水肿、发绀）

鸡脚鳞片下呈紫红色或紫黑色



呼吸道症状呼吸道症状

咳嗽

打喷嚏

罗音

呼吸困难、张口呼吸



消化道症状消化道症状

感染鸡群严重下痢

粪便呈黄绿色并带有多量的黏液或血液



生殖道生殖道

产蛋量下降，下降幅度不等。有的鸡群
可停止产蛋。蛋壳变薄、褪色、无壳蛋
和畸形蛋增多，受精率和受精蛋的孵化
率明显下降



神经系统神经系统

神经症状

病程较长或耐过未死的病鸡可出现神经

症状，包括转圈、前冲、后退、颈部扭
曲或后仰望天



死亡率死亡率

死亡率的高低与禽流感病毒的致病力有关，
0%~100%

低致病力禽流感病毒感染在肉鸡的死亡率较
高，一般为10%-40%，高的可达80%

高致病力毒株感染，可没有明显的症状即可见
到鸡只死亡，几天内鸡只的死亡率可达90%以
上

禽流感可继发其它感染，如大肠杆菌、鸡新城

疫等



六、剖检病变六、剖检病变



七、诊断与检疫技术七、诊断与检疫技术

流行病学

临床症状

病理变化

病原分离、鉴定 由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进

行

抗体检测技术：HI、AGP

病毒检测技术：RT-PCR、荧光定量RT-PCR、免疫

荧光

区别诊断 ND EDS-76



八、控制八、控制



11、预防措施、预防措施

加强国家出入境进口禽类的检验检疫工
作

控制鸡只与鸡蛋的流通，严格检疫

严格执行生物安全措施

作好饲养管理及消毒卫生工作

鸡舍消毒

带鸡消毒

养鸡环境的消毒

减少和防止应激因素



疫苗免疫接种疫苗免疫接种

禽流感灭活疫苗
A、低致病力毒株应进行疫苗免疫接种，可

取得很好的免疫效果
商品蛋鸡和种鸡：33--44周龄鸡和开产前各免疫周龄鸡和开产前各免疫
一次一次
商品肉鸡：免疫两次（间隔两周）商品肉鸡：免疫两次（间隔两周）
BB、、高致病力禽流感灭活疫苗（高致病力禽流感灭活疫苗（H5N2H5N2））
种鸡和商品蛋鸡：免疫三次（雏鸡、中鸡、种鸡和商品蛋鸡：免疫三次（雏鸡、中鸡、

开产前）开产前）
肉鸡：免疫两次



22、疫情的控制措施、疫情的控制措施

原则原则 早、块、严、小早、块、严、小

早发现、早期诊断、早决策、早行动早发现、早期诊断、早决策、早行动,,
快速反应、快速处理快速反应、快速处理

隔离发病鸡群（疫点）隔离发病鸡群（疫点）

划定疫区、封锁划定疫区、封锁

扑杀及处理感染鸡群、疫区内的鸡、及扑杀及处理感染鸡群、疫区内的鸡、及
其他禽类其他禽类

养鸡环境（疫区）彻底消毒



一、流行特点一、流行特点

流行毒株为高致病性
的禽流感病毒
（H5N1）（除台湾为
低致病性的H5N2外）

流行广，涉及的国家
和地区最多

传播快

损失最重



出现人员感染最多



六、中国台湾六、中国台湾

2003年12月30日从金门一群红面鸭身上检出禽流感
H5N1病毒，这是台湾地区发现的第一株禽流感病毒

1月15日台湾中部彰化县一处临海蛋鸡场发现了H5N2禽
流感病毒感染，2万多只鸡已经被全部屠宰

1月17日台湾中部嘉义县一养鸡场又发现禽流感病毒
H5N2弱毒株，3.5万余只鸡在17日被扑杀

1月26日台南县佳里养鸡场自1月13日开始陆续出现鸡
只死亡，直至1月25日共计有约3000只鸡死亡

低致病性的H5N2毒株

1月29日台媒云林县一处养鸭场经过确诊后证实感染
H5N2

无人员感染禽流感的报道



自1月22日至28日间岛内各地动物防治所
送家畜卫生试验所的病材中，共发现8处
鸡场感染H5N2低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分
别位于台南西港乡一仿土鸡场、新营市
一仿土鸡场、彰化芳苑乡一有色鸡场、
苗栗通霄镇一仿土鸡场、桃园大园乡一
白肉鸡场以及南投县南投市2家有色肉鸡
场以及草屯镇一白肉鸡场，初估约23万
只鸡只。“防检局”目前已通知当地动物
防疫机关，将立即进行扑杀清场



目前我国高致病性禽流感的流行形势目前我国高致病性禽流感的流行形势

截止截止20042004年年22月月2222日我国已有日我国已有1515个省个省

市，市，

4646个疫点发生个疫点发生H5N1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





二、我国对疫情的控制措施二、我国对疫情的控制措施

采取划区封锁、隔
离、监测、扑杀等措
施

疫点3公里以内划定
疫区

对疫区内的全部家禽
进行了宰杀与销毁，
对鸟类、水源进行监
测



并对疫区采取21天的
封锁措施，以避免非
疫区的人员和动物进
入疫区重新感染

3公里以外，5公里以
内禽群实施免疫接
种，建立免疫带



我国公布疫情后，农业部、卫生部有关负责人
已分别向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通报
了疫情

1月29日，外交部发言人：禽流感源于中国之
说无证据
1月30日，国务院决定成立全国防治禽流感总
指挥部，下设六个组 ：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
任总指挥，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同
志任副总指挥。指挥部由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卫生部、农业部、质检总局、工商总局、
科技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等有关部门组成。
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农业部，负责处理全国防治
工作的具体事务



2月2日，我国成立“全国高致病性禽流感
防治科技组”，科技部副部长李学勇任组

长

2月5日上午10时，国务院新闻办举行记
者招待会，国家农业部副部长刘坚介绍
中国高致病性禽流感的防治工作情况

2月6日国务院回良玉副总理召开专家研
讨会



《重大动物疫病应急条例》

《全国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预案》



中国政府控制禽流感的防治方针中国政府控制禽流感的防治方针

加强领导

密切配合

依靠科学

依法防治

群防群控

果断处置



《《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处置技术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处置技术
规范规范((试行试行))》》 （（22月月44日）日）

样品采集、保存及运输技术规范

血清学诊断技术规范

高致病性禽流感诊断标准

封锁技术规范

扑杀技术规范

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疫区清洗消毒技术规范

散养户养殖场地和禽舍消毒技术要求

扑杀禽鸟工作人员防护技术要求、赴疫区调查
采访人员防护技术要求、饲养人员防护技术



三、我国疫情发生的特点三、我国疫情发生的特点

成点状散发状态

南方疫情相对较重，主要集中在华中、
华东、华南等区域

病毒毒力比较强。H5N1亚型毒株除致鸡
大量发病死亡外，还会使鸭、鹅等水禽
致病。在发生的疫情中，鸡16起，鸭5
起，鹅2起 （2月5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防治禽流感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防治禽流感的88项措施项措施

（（20042004年年11月月2929日）日）

已发现疫情的地区，要按照规定的程序及时、
准确公布疫情，按照防疫工作要求，坚决扑
杀，彻底消毒，严格隔离，强制免疫，坚决防
止疫情扩散

未发现疫情的地区，要抓紧做好防疫的各项工
作，同时完善疫情应急预案。要突出抓好重点
地区、大型养殖场和养殖专业大户的防疫工
作，加强疫情监测，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发生
疫情



落实防疫经费，明确补偿政策。对发生高致病
性禽流感地区扑杀的家禽，要给予合理的补
偿，对家禽强制免疫的实行免费，使群众无后
顾之忧。对按规定扑杀和强制免疫所需经费，
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担

加强科学研究。要组织对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
及其防治进行科技攻关，合理安排高致病性禽
流感疫苗的生产和储备，积极开展禽流感防治
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加强对进出口禽类及其产品的检疫工作，防止
疫情传入传出。严厉打击禽类产品走私活动。
加强禽类市场的管理和疫病检测工作



认真做好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治科普知识
的宣传工作，使广大群众了解禽流感传
播的特点和预防知识

坚决防止高致病性禽流感对人的感染。
当前要把重点放在对疫区和高危人群的
医学监测和预防工作

建立处理突发重大动物疫情的机制。加
紧建立和完善疫情监测、检疫网络，加
强动物防疫基础设施建设和基层防疫队
伍建设



国家质检总局日前发出公告，宣布一些国国家质检总局日前发出公告，宣布一些国
家和地区已同意进口我国部分禽类产品家和地区已同意进口我国部分禽类产品

（（20042004年年22月月66日）日）

我国部分省份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以来，一些国家和地区对我国禽类及其
产品实施禁止和限制进口措施，截至2月
5日，已有日本、韩国、欧盟等41个国家
和地区（含欧盟15国）采取此类措施



公告说，韩国已允许进口ＳＰＦ（无特
定病原）鸡蛋和经中心温度70摄氏度1分
钟以上处理的熟制禽肉产品；新加坡已
同意进口禽肉罐头和熟制禽肉产品；日
本已同意进口羽绒



国家质检总局明确停止出口禽类产品国家质检总局明确停止出口禽类产品
的具体范围的具体范围 （（20042004年年22月月66日）日）

质检总局停止或暂停发生高致病性禽流
感疫情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出口禽类
及其产品的措施中，“禽类及其产品”包
括活家禽和野禽、初孵雏、种蛋、家禽
和野禽的精液、家禽和野禽的鲜肉、未
经加工或虽经加工但尚未达到杀灭禽流
感病毒的安全水平(等效于中心温度70摄
氏度至少1分钟的处理)的其它禽类产品



禽流感在公共卫生上的意义禽流感在公共卫生上的意义

1997年以前，仅有H5N1感染鸟类的报道

我国香港1997年禽流感暴发，有18人因感染

H5N1而住院，6人死亡。从死亡人体内分离到

H5N1

2003年2月，香港又确证，一9岁男孩受到H5N1

感染而住院，最终康复，但其父亲于2月17日

死亡。另一8岁男孩，出现呼吸道症状，并死

亡



2003年4月25日，荷兰国家流感中心报道83人

（包括养禽工人及其家属成员）受到H7N7感染

感染的大多数病人表现出结膜炎临床症状、一

些病人有类似流感症状

在4月初曾访问过其中一个感染农场的57岁的

兽医，于4月17日死于急性呼吸道窒息综合征

（ARDS），并从其体内分离到H7N7，未检测到

其他呼吸道病原体



近几年来，从我国鸡群中分离到的

H5N1毒株，对哺乳动物（小白鼠）

的致病力很强

从猪体内分离到禽流感病毒H5N1、

H9N2毒株



Thank you!

感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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