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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18 年西班牙流感以来，大流行这个词已经变得司空见惯。最近的传染

病大流行全都是病毒性的，而且都源自于动物。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疫情称为

Covid-19。这些病毒属于人畜共患病，人畜共患病是一种连接野生物种、家畜和

人类的疾病。病毒是微生物，其唯一要求就是使自己永存。蝙蝠已经适应了

SARS-Cov-1 和 Cov-2 以及一些旧世界的猴子也适应了艾滋病毒，而没有死亡。

但这些病毒对人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天花病毒在被消灭之前不是人类最大的杀

手吗？埃博拉病毒不是在非洲的首都爆发并蔓延到其他大陆吗？冠状病毒已经

成功跨越物种屏障，从动物传播到人类。它们感染细胞并繁殖，最常导致感染者

死亡（埃博拉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等）。如果受感染的机体通过合成

抗体来抵御感染，病人就可以痊愈。如果不这样做，这种疾病就会变成慢性疾病，

结果可能是致命的（艾滋病毒/艾滋病）。 

1. 背景：“大流行”（Pandemic）一词的由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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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Gideon Harvey (1636-1702)，A. Hertocks 雕刻，1672 年。 

[资料来源: 见作者页面/CC BY 4.0)] 

当某种传染病突然出现在特定地区，或者当该疾病已经存在于特定地点，该

疾病影响的人数比平时多时，就会发生流行病。这个词很古老：希波克拉底（公

元前 460-377 年）在他的名为“流行病”的书中描述了各种传染病的历史及其病

理影响。2020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表示，Covid-19 是“由冠状病毒引起

的第一次大流行”。但什么是大流行（Pandemic）？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 

从词源上讲，大流行（pandemic）一词源自古希腊词“pan”：意思是每个

人，“demos”：意思是人、人口。因此，我们可以将其归类为一种流行病，但

范围要大得多；“流行病扩展到一个大陆的所有人口，甚至整个世界”（拉鲁斯

词典 2020）。“大流行”一词于 1666 年由英国医生吉迪恩·哈维（Gideon Harvey）

在其题为《莫布斯·安格利库斯（Morbus Anglicus）或肺痨解剖学（the Anatomy 

of Consumption）》的结核病著作中首次使用。该著作是在伦敦黑死病（1665-1666）

之后不久写的。黑死病导致近 20%的人口死亡（图 1）。对于 Harvey 来说，“肺

痨”是“phtisia”，这是肺结核的术语，现已过时。直到 1828 年，大流行这个

词才进入了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所著的《美国英语词典》（An American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1]。 

在 19 世纪初，流行病和大流行是同义词。直到霍乱（1817-1860）造成的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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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导致全球 120 万人死亡，媒体才使用“大流行”一词来描述该疾病的全球传播。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到 1889 年流感大流行时，这个概念已经存在。英国

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1894）的一篇文章在其标题中使用了大流

行一词[2]，这证明了大流行一词是描述全球流感流行的恰当术语。然后是

1918-1920 年的“西班牙流感”。它造成的死亡人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五倍，

并在全球造成 20 至 5000 万人死亡。 

2. 现代有哪些重大的病毒大流行？ 

世界还经历了几次重大流行病，包括西班牙流感和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

（艾滋病）。20 世纪出现的大流行几乎都是起源于病毒。细菌感染通常在成为

流行病之前得到控制[3]。 

表 1 总结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所面临的病毒大流行和流行病。它们

会导致突然和广泛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以及社会、政治和经济混乱。 

表 1.现代病毒大流行（1918 年至今）。 

 

 



 4 

年代 事件 蔓延地区 病毒的性

质、来源 

预估发病率

/死亡 

预估对经

济、社会和

政治的影响 

1918-19 西班牙流感

大流行 

全球 甲型流感病

毒 H1N1、美

国堪萨斯州、

野生鸟类 

2000 万到 1

亿死亡人数，

每 1 万人中

有 111-555 人

死亡 

澳大利亚

GDP 损失

3%，加拿大

损失 15%，英

国损失 17%，

美国损失

11% 

1957-58 亚洲流感大

流行 

全球 甲型流感病

毒 H2N2、中

国华南地区、

鸭子 

70 万到 150

万死亡人数，

每 1 万人中

有 2.4-5.1 人

死亡 

澳大利亚、加

拿大、英国、

美国的 GDP

各损失 3% 

1968-69 香港流感大

流行 

全球 甲型流感病

毒 H3N2、香

港、猪肉/鸡

肉 

100 万死亡人

数，每 1 万人

中有 2.8 人死

亡 

美国 230 亿

到 260 亿美

元的直接或

间接损失 

1981 至今 HIV/AIDS 大

流行 

全球 HIV-1、非洲、

非人类灵长

类动物 

超过 7000 万

病例，3670

万死亡人数 

非洲每年损

失 2% 至 

4% 的 GDP 

增长 

2002-03 SARS*大流

行 

4 大洲，37 个

国家 

SARS 冠状病

毒、中国广东

省、蝙蝠和果

子狸 

8098 病例，

774 死亡人数 

中国和香港

特别行政区

GDP 损失 20

亿美元，加拿

大损失 30 到

60 亿美元，

新加坡损失

50 亿美元 

2009-10 墨西哥猪流

感大流行 

全球 甲型流感病

毒 H1N1、墨

西哥、猪肉 

151700 到

575500 死亡

人数，每 1 万

人中有

0.2-0.8 人 

韩国 GDP 损

失 1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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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MERS**CoV

爆发 

22 个国家 MERS 冠状

病毒、先是食

果蝙蝠之后

是骆驼 

1879 有症状

的病例，659

死亡人数 

韩国 GDP 损

失 20 亿美

元，引起政府

刺激支出 140

亿美元 

2013 埃博拉病毒

爆发 

10 个国家 西非（几内

亚）野味：猴

子？林地羚

羊？松鼠？ 

28646 病例，

11323 死亡 

几内亚、利比

里亚和塞拉

利昂损失 20

亿美元 

2015-16 寨卡病毒大

流行 

76 个国家 寨卡病毒（黄

病毒）、密克

罗尼西亚虫

媒病毒由白

纹伊蚊传播 

2656 例报告

小头畸形或

中枢神经系

统缺陷病例 

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地区

损失 70 到

180 亿美元 

2019-20 CoVid-19 大

流行 

全球 SARS-Cov2

冠状病毒、中

国武汉、先是

食虫蝙蝠然

后是穿山

甲？ 

截至 2020 年

5 月 30 日，

6,022,002 病

例，366,415

死亡 

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

（IMF）预测

2020 年全球

GDP 收缩

-3%，在发达

国家，2020

年收缩率为

-6.1%（与去

年 1.7%的增

长率比） 

*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SARS-CoV

和 MERS-CoV 的毒性都比新型冠状病毒 SARS-CoV-2 强得多，传染性也小得多。

SARS 的致死率为 7%，MERS-CoV 的致死率为 30%，而新型冠状病毒的致死率

为 0.7%。 

除了当前爆发的 Covid-19 外，过去 100 年来世界上最致命的流行病是： 

墨西哥猪流感（甲型 H1N1 流感病毒）2009-2010。据世卫组织称，死亡人

数为 18,500 人，但据《柳叶刀》报道，死亡人数比其高出 10 至 30 倍。它于 2009

年 3 月下旬出现在墨西哥的集约化养猪场，最初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猪流

感”。 大流行警报于 2009 年 6 月 11 日启动。大规模的疫苗接种运动被仓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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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起来。然而，事实证明，这种病毒的致命性远没有人们担心的那么严重。之

后，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和世卫组织因动员规模过大而受到批评，因为世

卫组织提供的数据表明，季节性流感每年导致 250,000 至 500,000 人死亡。 

2002-2003 年 SARS 冠状病毒大流行（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于 2002

年底在中国南方爆发。该病毒被证明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引起急性肺炎）并且通

常是致命的。从 2003 年春天开始，它在亚洲引发了一种恐惧症。尽管 SARS 最

终会影响大约 30 个国家，但死亡人数有限（774 人死亡）。中国和香港占 80%

的受害者，死亡率为 9.5%。 

2003-2004 年的禽流感（甲型 H5N1 流感病毒）“仅”造成 400 人死亡。它

首先肆虐香港的养鸡场，然后传染给人类（见第 6.2 节工业化畜牧养殖）。鉴于

H5N1 毒株的强毒力，这种流行病还引发了普遍的恐惧心理，世卫组织宣布“全

球范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认为，这种病毒将在未来几年构成重大的流

行病威胁。 

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相关的艾滋病流行病于 1981 年出现。迄今为

止，死亡人数非常高：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数据，已有 3700 万人死亡。

2018 年，由于病毒攻击免疫系统，77 万人将死于与免疫缺陷相关的机会性感染。

由于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现在 2450 万人可以获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如果定

期服用，可以非常有效地阻止疾病并大大降低感染风险。 

香港流感（甲型 H3N2 流感病毒）于 1968 年夏季至 1970 年春季间在全球蔓

延，主要针对儿童。它起源于香港，首先穿越亚洲，然后在 1968 年底穿越美国。

该病毒于 1969 年底席卷欧洲。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称，该病毒

造成了 100 万人死亡。对于流行病学家来说，这种流感将作为现代第一次大流行

而载入史册，其特点是通过全球航空旅行快速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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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堪萨斯州莱利堡美军基地附近的一家急诊医院，在 1918 年治疗西班牙流感患者。 

[资料来源：奥的斯历史档案馆，国家健康与医学博物馆/公共领域] 

亚洲流感（甲型 H2N2 流感病毒）于 1957 年 2 月起源于中国南部的一个省

份，并以两波非常猛烈的浪潮袭来。几个月后它到达美国和欧洲。老年人是主要

受害者：根据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有 110 万人死亡。所有病例均出现严重

的肺部并发症。 

20 世纪第一次大流行被称为西班牙流感（甲型 H1N1 流感病毒）[4]，从 1918

年 5 月到 1919 年 4 月肆虐，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健康灾难之一。这一切都始

于美国堪萨斯州的一个军营（图 2）。病毒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传播：首先通

过美国军队的到来在欧洲传播，最后通过不间断的难民、病人和囚犯流动传播到

所有大陆。这场大流行病影响了三分之一的人类，造成近 5000 万人死亡，造成

的受害者人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占世界人口的 2.5%）的五倍。正如微生物学

家帕特里克·伯奇（Patrick Berche）所写：“没有什么能阻止它……热带森林不

能、山脉不能、丛林不能，甚至北极冰层都不能阻止它。”整个土著人口消失了

[5]。 

3. 病毒大流行是如何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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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Wolfe N.D.、Dunavan C.P、Diamond J.2007。“主要人类传染病的起源”Nature 447(7142): 

279-83。 

（译者注：stades 阶段；exclusivement humain 完全是人类；epidemie prolongee 长期流行；

epidemie limitee 有限的流行病；infection primaire 原发感染；rage 流行肆虐；ebola 埃博拉；

edngue 登革热；transmission a l’homme 传染给人类；transmission strictement interhumaine 严

格的人际传播；transmission interhumaine et a partir de l’animal 人际传播和动物传播；

transmission a partir de l’animal et eventuellement interhumaine 在动物传播，最终在人类传播；

transmission uniquement a partir de l’animal 仅从动物传播；transmission uniquement entre 

animaux pas de detection chez l’homme 仅在动物之间传播，在人类中未检测到） 

病毒不是自主的生物体，但它们在我们的环境中无处不在。为了繁殖，它们

必须感染生物体——动物、植物、蘑菇。除此之外，病毒并不稳定：它们在这个

传染周期中进化。有时候他们会遇到免疫僵局并消失。但有时候，它们可能有利

于“流行病”——一种袭击特定动物物种的疾病——变成“人畜共患病”，即一

种从动物传染给人类的疾病，反之亦然。大多数新的病毒大流行[6]都是这样开

始的，即通过“人畜共患”病原体在动物和人类之间传播[7],[8]。这就是为什么

科学家们预测下一次大流行很可能是人畜共患病的原因。 

家畜（猪、养殖家禽）和/或野生动物是人畜共患病的入口点，也是人类受

到污染的途径（见第 6.2 节）。由于动物与人类的相互作用增加，在动物驯化后

首次出现，潜在的高危人畜共患病（包括禽流感）继续从动物生产系统中出现

[9],[10]。野味狩猎、消费、偷猎和野生动物贸易都是野生动物宿主中出现某些病

原体（例如埃博拉病毒[11]）的根源。 

人畜共患病病原体在人体内存活和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程度各不相同。因

此，存在一系列从动物种群内的传播到仅在人类种群内的传播（图 3）[10]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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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在自然条件下，尚未在人类中检测到存在于动物中的病毒，尽管

它们可能会通过器官移植或皮下注射针在不经意间传播给人类。例如：某些类型

的 A 型 H7N1 和 H7N3 禽流感； 

第二阶段：一种动物病原体，在自然条件下，从动物传给人类（原发感染），

但没有持续人传人（继发感染）。例如：尼帕病毒、狂犬病和西尼罗河病毒； 

第三阶段：动物病原体只能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几次二次传播，从而使由原发

感染引发的偶发性人类流行病迅速消失。例如：埃博拉病毒； 

第四阶段：一种存在于动物中的疾病，具有通过动物宿主的主要传播（4a：

西非和东南亚森林中的登革热）的人类感染的森林循环[13]，但也经历了长链条

的不涉及动物宿主的二次人际传播（4b：甲型流感、霍乱、斑疹伤寒）；和 

第五阶段：人类独有的病原体。例如：恶性疟原虫疟疾、麻疹、腮腺炎、风

疹、天花和梅毒。 

大多数人畜共患病原体不能很好地适应人类（第 2 至第 3 阶段）。它们仅通

过“溢出事件”偶尔出现，并最终导致称为“口吃链”的局部流行病[14]。 

这些所谓的“病毒喋喋不休”事件增加了大流行的风险，因为它们为病毒提

供了逐渐适应自身的机会，以便它们可以在人群中传播。已经超过第 3 阶段的病

原体是最令人担忧的，因为它们已经适应得足以在人与人之间造成长链传播（直

接或间接通过媒介），它们在特定环境中的地理传播不受动物宿主栖息地范围的

限制。 

4. 分子水平上的出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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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病毒适应所涉及的不同分子机制：A.突变（所有病毒）；B.基因组片段重组（RNA 病

毒主要：冠状病毒、脊髓灰质炎病毒）；C.病毒片段的重配（具有分段基因组的 RNA 病毒：

流感病毒）。 

（译者注：mutation 突变；recombinaison 重组；reassortiment 重组；virus parentaux 亲代病

毒；virus recombinant 病毒重组；virus reassortant 病毒重组） 

通过使用分子诊断和高通量测序方法，人们可以获得整个病毒基因组序列，

甚至还可以确定不同病毒的出现日期，并将它们与其他人畜共患病毒株进行比

较。这些强大的方法学技术是寻找所讨论病毒的天然宿主的关键，从而指向特定

的动物物种（例如冠状病毒大流行中的蝙蝠），以及潜在存在的中间动物宿主，

例如单峰骆驼（MERS-CoV）。 

病毒（主要是 RNA 病毒）的遗传变异源于病毒基因组的突变、重组或重配

的累积作用（图 4）。由于突变不断发生，当病毒被引入新宿主时，它们会维持

在可选择的亚群种。例如，它们有助于应对自然或人为的选择压力，例如 HIV-1

对限制因素的适应。在流感病毒（具有分段 RNA 基因组的病毒）中，只有 A 型

毒株会导致大流行。所涉及的机制本质上是与突变相关的基因重配机制。（阅读

遗传多态性和变异） 



 11 

 

图 5. 禽流感从天然水禽病毒池向人类传播的机制。 

[资料来源：Les virus, Ed. Quae, 2017,保留所有权利] 

（译者注：virus de ls grippe aviaire 禽流感病毒；Grippe humaine 人流感；virus de la reippe 

humaine saisonniere 季节性人类流感病毒；virus de la grippe d’origine aviaire 

humanisee(transmission directe) 人源性禽流感病毒(直接传播)；virus reassortant 病毒重组；

oiseaux sauvages porteurs du virus, non maladies 携带病毒的野生鸟类，未患病；oiseaux 

domestiques contamines, maladies 受污染的病家禽；mutation et adaptation 突变等适应；

pandemie 大流行；nouveau virus aviaire humanize 新型人源化禽病毒；mutation attenuation 衰

减突变；attenuation des virus pandemiques et deweloppement d’une lmmunite dans las population 

qui n’est plus naïve 大流行病毒的减弱和人口中免疫的发展，这不再是天真的；nouveau virus 

reassortant 新病毒再重组；reassortiments 再重组；nouveau virus reassortant a potential 

pandemique 具有大流行潜力的新型重组病毒） 

甲型禽流感病毒从天然水禽宿主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向人类传播的机制如

下面图 5 所示： 

（i）在图 5 的左侧，适应机制似乎通过突变以直接方式发生。1918 年，一

种与禽类病毒密切相关的 H1N1 病毒主要是通过这个过程在人类中适应和高效

复制的。未来的潜在风险是，A 型毒株 H5N1 或 H5N8（或其他毒株）可能会出

现相同的情况。 

（ii）在图 5 的右侧，显示了甲型流感病毒通过在中间宿主中的重配而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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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见的问题是家猪（阅读焦点：基因组重组）。 

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随着流感毒株的发展，未来的流感大流行都可能发

生。 

5. 未来的大流行威胁 

区分大流行威胁的三个主要类别很重要： 

极有可能引发严重大流行的病原体。这一组包括大流行性流感病毒：通过呼

吸道飞沫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非常有效，潜伏期很长，这有助于感染者在未被发

现的情况下移动，最后，他们的非典型症状对鉴别诊断是一个真正的挑战（尤其

是在感染的早期）。 

代表中等全球威胁的病毒。其中包括尼帕病毒和甲型流感病毒 H5N1、H5N8

和 H7N9：到目前为止，它们尚未显示出持续的人际传播，但可以通过突变或适

应更有效地传播（见第 6.2 节）。 

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和拉沙病毒等病原体可能会导致区域或区域间爆

发。极端贫困、政治不稳定和糟糕的卫生系统往往会加剧和助长此类病毒的传播。

然而，由于传播缓慢、早期发现的可能性高以及遏制措施的有效性，全球传播的

风险是有限的。 

6. 病毒的宿主是什么？ 

6.1.野生动物：新的人畜共患病或病毒的取之不尽的宿主 

人类无疑是地球上被寄生最多的动物物种。超过 1,400 种寄生虫被列为人类

致病性寄生虫[15]，其中 60%以上是人畜共患的。正如历史学家[16]、生物地理

学家[17]和流行病学家[18]所强调的那样，人类与动物的关系对于理解人类的流

行病负担至关重要。 

非人灵长类动物。必须审视动物与人类之间的流行病学联系：从长期进化的

角度来看，与非人灵长类动物的系统发育亲缘关系的重要性，即进化产生的物种

之间所有生命的亲属关系，以及在最近的生态和历史时期，新石器革命和动物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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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人类与非人灵长类动物共享大量寄生虫、病毒和病原菌[19]。系统发育邻近

性和生态邻近性，即物种在同一环境中的共存，具有共同的进化历史，是解释这

些病原体如何在人类和非人灵长类动物之间共享的两个因素。这种共同进化反映

在生理和生物学的共同特征上，这使得许多源自非人灵长类动物的传染因子能够

感染人类。从灵长类动物毒株（HIV1 的黑猩猩和 HIV2 的猕猴）进化而来的 HIV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了使物种之间的这些转变发生，需要（i）时间，（ii）

有利的环境，（iii）近距离和（iv）多次和反复接触，使这种传染性病原体适应

人类并产生一种新的传染病：艾滋病[20]。 

对于病毒以外的病原体，在人类疟疾中发现的一种疟原虫——诺氏疟原虫，

于 20 世纪中叶首次在东南亚的食蟹猴（Macaca fascicularis）中分离出来，此后

几年（2004 年至 2008 年）在有高烧症状的人群中发现。 

虫媒病毒和黄病毒科病毒，连同病原体病毒黄热病、登革热和寨卡病毒，都

是源自非洲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的病毒：  

阿马里尔（Amaril）病毒是黄热病的病原体，由埃及伊蚊传播。它的主要宿

主是尾猿和疣猴。系统发育研究表明，它在西非的出现仅在 1,500 年前[21]。随

着奴隶贸易和蚊子进入美洲，黄热病蔓延到北美大陆。该病毒因此传播到南美猴

子。 

基孔肯雅病毒（披膜病毒科）于 1950 年在坦桑尼亚出现。主要宿主是来自

中非或东非的非人灵长类动物，是非洲伊蚊或伊蚊的媒介。随后爆发了多种流行

病，其中包括留尼汪岛的一次流行病——2005 年 3 月至 2006 年 4 月——岛上 80

万人口中有 525,000 例病例。 

从猕猴身上分离出来的寨卡病毒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现在非洲，并传播

到热带辐合带的许多国家。2015 年至 2016 年间巴西发生了大规模流行病，发生

了超过 700,000 例病例[22]，导致许多怀孕期间感染的婴儿出现小头畸形 [23]。

这种虫媒病毒是由白纹伊蚊传播的。引发这一流行病的因素有以下几种： 

大规模砍伐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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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段时间的严重干旱引发的森林火灾； 

由于当地猴子动物群（它们的天然病毒宿主）的崩溃，蚊子的行为发生了变

化，将它们吸食的血液转移到了人类身上。 

本研究还反映了非人灵长类动物在病毒性人畜共患疾病中的重要性。 

啮齿动物：与灵长类动物一起，啮齿动物形成了对病毒共享贡献最大的宿主

群体，远远领先于蝙蝠。啮齿动物的重要性可以通过它们的数量和特定重要性（第

一类哺乳动物按物种数量）来解释，但最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许多物种的共生关系

来解释。从人类第一次定居、农业的开端和第一个农耕城市开始，老鼠和人类就

一直生活在一起。然后，随着人类在地球上的殖民化，它们传播到地球的几乎每

个角落，并携带寄生虫和病原微生物，例如引起鼠疫的细菌或引起鼠斑疹伤寒的

立克次体细菌。 

 

图 6. 以棕榈树为食的 pteropus alecto 蝙蝠（或黑狐蝙蝠）是狂犬病病毒的载体，传播狂犬

病。 

[资料来源：Andrew Mercer (www.baldwhiteguy.co.nz)/CC BY-SA 4.0)] 

蝙蝠：它们由于 2019 年底亚洲出现 SARS-CoV-2 而引起关注。对蝙蝠宿主

病毒出现情况的分析表明，直接传染给人类的情况很少见，主要涉及其他野生或

家养动物： 

狂犬病，一种由源自蝙蝠的狂犬病病毒（弹状病毒科）引起的病毒性人畜共

患疾病（图 6）[24]。与狗咬伤相关的病例相比，被蝙蝠咬伤导致的人类狂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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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仍然很少。 

以蝙蝠为宿主的埃博拉病毒（丝状病毒科）的传播通常是在市场上处理野味

的结果，刚果民主共和国（DRC）的灵长类动物感染病例就证明了这一点。 

埃博拉病毒在中非和西非最近遭受森林砍伐的地区爆发更为频繁[25]。当我

们砍伐蝙蝠生活的森林时，它们被迫栖息在花园和农场的树上。然后，人类会通

过咬入一块不干净的水果或试图杀死不受欢迎的访客来摄入蝙蝠唾液，从而使他

或她自己暴露于已在动物组织中栖身的微生物。这就是健康蝙蝠携带的多种病毒

如何渗透到人类中的方式。 

自从澳大利亚（1994 年）出现感染大型食果蝙蝠的亨德拉病毒（副粘病毒

科）以来，所有相关流行病都影响了马。其中一些还影响了与受感染马直接接触

的人[26]。 

1998 年在马来西亚出现的尼帕病毒（接近麻疹病毒，副粘病毒科）是猪通

过果蝠传染给人的结果[27]。相比之下，随后在孟加拉国和印度发生的尼帕病毒

流行病是由蝙蝠直接引起的，经证实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28]（图 7）[29]。 

 

图 7. 新发传染病的严重程度受宿主-病原体相互作用的影响。 

[资料来源：EEenv 图，改编自 Bean 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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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注：virus 病毒；debordement forte mortalite 溢出，高死亡率；hote intermediaire 中间

宿主；faible mortalite 低死亡率；hote natural asymptomatique 无症状自然宿主；grippe aviaire 

禽流感；coronavirus 新冠病毒；nipah 尼帕；hendra 亨德拉；MERS 中东呼吸综合征；SARS 

非典） 

冠状病毒科病毒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三场大爆发： 

2002 年的 SARS 冠状病毒在大约 30 个国家/地区感染了 8,000 多人。它栖息

在食虫蝙蝠中，出现在中国广东省，中间宿主是一种在中国南方活体动物市场出

售的果子狸； 

2012 年 MERS 病毒。沙特阿拉伯发生了首例导致 MERS 的人类感染病例

[30]，涉及作为宿主的食虫蝙蝠和作为中间宿主的单峰骆驼。随后在欧洲、亚洲

和美国的输入病例中发现了人际传播；和 

导致 Covid-19 的 SARS-CoV-2 病毒于 2019-2020 年出现。它的宿主当然可能

是食虫蝙蝠，但它的中间宿主，可能是穿山甲，不过，这仍然是科学争论的主题

[31]。 

6.2.工业化畜牧业：我们家门口的爆炸性危险 

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是第一个提出病原体的感染与动物驯化历史直接相

关的人[32]（图 8）。这一假设[33]证实了自动物开始驯化以来所经过的时间与它

与人类共有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数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4]。 

在可感染人类的哺乳动物 DNA 和 RNA 病毒宿主中，有蹄类动物（包括牛）

和食肉动物（包括狗和猫）在这些病原体的传播中发挥着积极作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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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哺乳动物的驯化时间与人类共有的传染病数量之间的关系。中心性指数的目的是确定

哪些宠物处于共享感染网络中。 

[资料来源：S. Morand 2014 年的图表] 

（译者注：centralite dans le reseau 中心性指数；nombre d’annees depuis la domesteication ou le 

commensalisme 自驯化或共生以来的年数；mammiferes 哺乳动物；oiseaux 鸟类；

apprivoise/commensaux 驯服/共生） 

H5N1 A 型流感病毒，称为禽流感，直到 1997 年才被认为是一种家畜流行

病，是一种典型的病毒，它通过畜牧业从野生动物群传播给人类： 

该病毒于 1997 年在香港首次被发现，2005 年到达欧洲并感染了特别是在法

国东部的家禽养殖场。这些通过水禽宿主传播的病毒在圈养家禽养殖场中具有毁

灭性，在那里病毒发生变异并变得更具毒性。事实上，这个过程是如此可预测，

以至于它可以在实验室实验中重现[36]。 

1957 年，随后发生突变的动物和人流感病毒株之间的重组导致了亚洲流感

大流行（参见表 1、图 5 和焦点：基因组重组）。它对至少 100 万人的死亡负责。 

2009 年，出现了禽、猪和人源流感病毒的新“组合”。不同的消息来源认

为死亡人数在 150,000 至 500,000 之间。 

甲型 H5N1 流感病毒不通过猪而直接由鸟类传染给人类，从而降低了其致死

作用。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大流行[37]证明了这一点，该大流行造成的死亡人

数少于预期。由于宿主物种（鸟类-人类）之间的差异，H5N1 会在人类中引起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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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炎症反应，导致三分之二的感染者死亡。2014 年，为了阻止这种菌株的传播，

北美地区不得不扑杀数千万只活家禽[38]。目前在法国，这种禽流感正在加剧。 

在法国西南部发现甲型流感病毒 H5N8 亚型后，也发生了大规模屠宰鸭类的

事件。该病毒于 2015 年初从亚洲到达欧洲，引发了一场动物流行病—类似于

H5N1 病毒株，该病毒株不会传染给人类。然而，它在家禽中具有高致病性，会

破坏消化系统而不是呼吸系统，就像流感病毒对人类一样。公共卫生当局担心它

可能与 H5N1 病毒重组，从而传染给人类，这是可以理解的。 

 

图 9. 工业养猪和工业养鸡。 

[资料来源：左，图像公共领域；右，照片 © Larry Rana/公共领域，来自维基共享资源] 

总而言之，集约化农业实践的增加是导致新传染病的部分原因[39]。病毒学

家和兽医对工厂化养殖的猪和家禽对人类健康构成的主要风险感到震惊（图 9）。 

由于畜牧业的大规模工业化，伴随着选择性育种以提高生产力，风险就更大

了。这些动物的基因几乎完全相同，这削弱了它们的免疫系统并大大降低了它们

抵抗疾病的能力，因此需要大量使用抗生素，然后在我们的食物中发现了这些抗

生素。去年猪瘟疫情使中国的猪群数量锐减，这证明了这一点，这些猪群是在不

可接受的卫生条件和人与动物接近的情况下饲养的[40]。 

制定预防措施，保护我们免受未来大流行病的影响，是一项艰巨而必要的任

务。但这可能吗？这将意味着： 

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并确保动物保留其有害病毒，而不是按照“同一个健

康”运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健康）[41]的规定将病毒传染给我们； 

密切监测动物微生物最有可能演变为人类病原体的环境，并试图在它们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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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之前消除那些表现出人类适应迹象的微生物。 

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资助的 Predict 计划的研究人员在过去十年中

一直致力于研究上述问题[42]。已经确定了 900 多种与人类在地球上的足迹扩展

有关的新病毒，包括以前未知的与 SARS 相当的冠状病毒菌株[43]！ 

7. 减少病毒大流行的传播 

随着流行病的爆发，历史表明： 

没有现成的疫苗或有效的抗病毒治疗。 

病毒大流行的频率正在增加——一个世纪十次，自本世纪初以来六次。 

导致大流行的病毒都起源于以前未知或鲜为人知的野生或家养动物。 

当这种性质的新病毒出现时，预测它的自发进化（突变、对新宿主的适应或

动物宿主的存在）和它引发的疾病（传播方式、发病率的严重程度）/死亡率、

传染性、目标年龄组、季节性的影响或获得群体免疫）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突发卫生事件方面，各国政府有责任采取适当措施，以预防和应对

可能跨境传播并构成全球威胁的严重传染性风险：这些措施载于《国际卫生条例》

（世卫组织—2005 年）。 

我们可以注意到，面对 Covid-19 健康危机，世界各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

非常措施，以限制当前大流行的经济影响[44]。 

这些措施也与“社会规范”相关联，其有效性在之前曾经历过与冠状病毒相

关的流行病的亚洲国家（韩国、日本、新加坡、台湾和香港）中得到了完美的证

明，它们在早期实施时已经成功地控制了这一流行病。在 Covid-19 大流行之后，

这些新的社会准则在我们的国家还会留下什么，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 

8. 要记住的消息 

将疾病定义为大流行主要基于地理标准。它涵盖了多种类型的事件和对公共

卫生的威胁，每种事件和威胁都有其自身的严重性、频率和其他与病毒及其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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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染相关的特征。 

每种类型的疾病都需要自己的策略来准备和优化响应。大流行威胁的巨大多

样性与病原体的多样性及其与人类的相互作用有关。这些因以下几个方面而异：

传播的机制和动态、严重性和相关的发病率。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最初的病例是

否会被发现并迅速得到控制，或者疫情是否会蔓延。 

具有大流行潜力的病原体对健康、经济和社会有各种各样的潜在影响。阻止

病原体传播所需的资源、能力和战略也有很大差异。 

气候变化的影响极有可能使生态系统的不平衡增加十倍，并带来产生一波流

行病或大规模病媒传播疾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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