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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监测·
河南省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 麻疹流行特征分析
刁琳琪康锴

【摘要】

张延炀

叶莹

目的分析河南省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麻疹流行病学特征，评价河南省麻疹监测专报系统监

测质量。方法

对河南省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全国法定传染病报告系统及麻疹专报系统报告的麻疹病例

进行描述流行病学分析。结果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河南省麻疹监测专报系统敏感性低于全国法定传染
病报告系统，２００４年全国法定传染病报告系统报告麻疹发病率为２．５４／１０万，处于较低水平，但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麻疹发病率明显上升，达到８／１０万。河南省中部地区麻疹发病率在近几年一直保持在
较高水平、发病季节主要在３

５月份、病例主要集中在小年龄组，＜８月龄和８月龄至ｌ岁的麻疹病

例所占比例逐年增加、无免疫史和不详的病例占全部病例的７７．１３％，流动人口麻疹病例占总病例数
的１８．２３％，主要集中在郑州市。结论河南省应采取措施加强麻疹疫苗（ＭＶ）的基础免疫和复种工
作，尤其是提高第一剂次Ｍｖ的及时接种率，整合麻疹监测专报系统和全国法定传染病报告系统的
各自优势，提高麻疹监测系统的监测质量。
【关键词】麻疹；监测；流行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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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自１９６７年使用麻疹疫苗后，麻疹发病率

统运转情况分析如下。

大幅度下降，随着疫苗使用量的增加，以及计划免疫
材料与方法

的深入开展和冷链装备的逐步完成，疫苗质量得到
了保证，免疫效果得以进一步提高。麻疹发病率呈

一、资料来源

逐年下降趋势。河南省于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年与ＷＨＯ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全国法定传染病报告系统

和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ＣＤＣ）合作开展了麻疹监

（ＮＮＤＲＳ）资料（麻疹病例为临床诊断和实验室诊断

测合作项目，建立了完善的麻疹病例监测网络。近

病例）和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河南省麻疹监测专报系统

几年来，麻疹疫情有所上升，为了解河南省近年来麻

（ＭＳＳ）资料（麻疹病例为实验室确诊、临床确诊和临

疹流行病学特点，为加速控制麻疹提供依据，现将

床诊断病例）。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河南省麻疹流行病学特征和监测系

二、统计学分析
采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有关数据采用Ｅｘｃｅｌ

作者单位：４５００１６郑州，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２００３、Ｅｐｉ Ｉｎｆｏ

６．０和中国免疫规划监测信息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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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ｌ

统进行整理和分析。

１９９９—２００６年河南省ＭＳＳ与ＮＮＤＲＳ报告
麻疹发病率（／１０万）比较

结

果

一、流行趋势和特征

根据ＮＮＤＲｓ报告，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河南
省麻疹发病逐年下降，１９９５—２００４年麻疹报告发病
２．数据分析：

率一直控制在２／１０万至５／１０万之间，１９９８年全省分
片开展了７周岁以下儿童的麻疹初始强化免疫活

（１）时间分布：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麻疹发病呈现明

动，２０００年发病达到最低水平（发病率为

显的季节分布，每年的３—５月份为发病高峰，但在

２．０５７１０万），此后麻疹发病率逐步回升，２００４年

个别地市由于麻疹暴发或春节儿童流动频繁等原因

ＮＮＤＲｓ报告麻疹发病率为２．５４／１０万，ＭＳＳ报告麻

导致高发季节有所偏移（图２）。

疹发病率为２．２１／１０万。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麻疹发病率

加∞

明显上升，２００５年ＮＮＤＲＳ全年共报告８０９７例麻

”∞

疹，报告发病率为８．６８／１０万，死亡率０．００５４／１０万。

ｍ∞

ＭＳＳ全年共报告７６４３例麻疹，报告发病率为
８．３８／１０万。２００６年ＮＮＤＲＳ全年共报告７３０２例

赫蕃螓艇鉴

∞

５

麻疹，报告发病率为７．７８／１０万，死亡率
０．００３２／１０万。ＭＳＳ全年共报告５９９８例麻疹，报告

ｏ
ｌ

３

５

７

２００４

发病率为６．５７『１０万（图１）。
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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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洞南省麻疹病例时间分布

（２）地区分布：２００４年麻疹病例主要集中在河
南省中部地区，麻疹发病率前三位的为郑州、开封和
许昌市；２００５年麻疹发病高发地区向豫北转移，但
中部地区仍然保持较高的发病率；２００６年豫西和豫
南地区成为麻疹高发地区。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郑州市
麻疹发病率一直为全省最高（２００４年５．２９／１０万、
２００５年２０．４３／１０万、２００６年１３．８／１０万）。
（３）年龄分布：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麻疹病例的年龄
图１

１９９０一２００６年河南省麻疹报告发病率

分布呈现偏态分布，病例主要集中在小年龄组，总体

二、ＭＳＳ运转情况

趋势以１５岁以下儿童发病为主，占总病例数的

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河南省与ＷＨｏ和美国ＣＤＣ合

８９．０５％。８月龄至７岁的病例数占总病例数的

作开展了麻疹监测项目，建立了麻疹流行病学监测

６１．０６％。其中＜８月龄、８月龄至１岁、１～２岁年龄

和实验室监测网络。

组的病例数分别占总病例数的１１．３３％、１５．６６％和

１．敏感性：由于监测方案所规定的麻疹疑似病

１５．４５％。＜８月龄病例所占比例从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

例定义比法定传染病报告系统的定义范围广，理论

逐年增加，分别为８．８７％、１１．４４％和１２，０５％。８月

上，其掇告的病例数应多于ＮＮＤＲＳ。项目第一年，

龄至１岁年龄组病例所占比铡从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也

ＭＳｓ报告麻疹发病率低于ＮＮＤＲｓ，２０００一２００２年

呈现逐年升高的趋势（图３）。

ＭＳＳ报告麻疹发病率均高于ＮＮＤＲＳ，但与ＷＨＯ

（４）免疫史：根据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河南省ＭＳＳ统

和美国ＣＤＣ合作开展的麻疹监测项目结束后，ＭＳＳ

计，报告麻疹病例中有免疫史的占２２．８７％，无免疫

报告的麻疹病例数较ＮＮＤＲＳ有所减少。说明在项

史的占３７．９５％，免疫史不详的占３９．１８％。其中免

目结束后，麻疹监测专报系统的敏感性有所降低。

疫接种１剂次的占１７．１６％，接种２剂次以上的占

河南省ＭｓＳ与ＮＮＤＲＳ报告麻疹发病率比较见

５．７ｌ％。８月龄至１岁麻疹病例中有免疫史的占

表１。

１５．０７％，１～２岁年龄组麻疹病例中有免疫史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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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０１％。

讨

论

在麻疹疫苗（ＭＶ）投入使用以前，河南省麻疹
平均发病率高达７７２／１０万，病死率达０．４５％，流行
呈明显周期性，几乎隔２—３年即出现一次大的流

行。自１９６７年使用ＭＶ后，麻疹发病率大幅度下
降，且随着疫苗使用量的增加，发病率呈逐年下降趋
势。进入８０年代，随着计划免疫的开展及冷链装备
的逐步完成，河南省预防接种工作更加规范，疫苗质
往：Ｏ～８月龄和８月龄至１岁人口数无法统计，其中８月龄至１
岁年龄别发病率实为０～１岁年龄别发病率

图３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河南省麻疹病例年龄分布
和年龄别发病率

（５）流动人口麻疹病例：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流动人
口麻疹病例占总病例数的１８．２３％，主要分布在郑
州、开封、洛阳、南阳和周口市等几个经济较发达以
及人口较多的地区，其中郑州市的流动人口麻疹病
例数已经占其总病例数的３８．８％。流动人口麻疹病
例中有免疫史的占全部流动人口病例的１２．７２％，远
远低于本地人口。
（６）麻疹病例最终分类情况：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
ＭＳＳ共报告麻疹疑似病例１９ ９０８例，确诊１５ ５８２例，
占总报告病例的７９．２７％，排除４１２６例，占总报告病
例的２０．７３％。其中确诊病例中实验室确诊病例为
８０３８例，占确诊病例的５０．９３％；排除病例中风疹病
例为３１６例，占排除病例的７．７％（表２）。血清标本
采集率分别为２００４年６５．３３％、２００５年６２．５８％、
２００６年５７．５５％。
表２

量得到了保证，免疫效果得以进一步提高。２０００年
发病达到最低水平（发病率为２．０５／１０万），但此后
麻疹发病率逐步回升，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平均麻疹发病
率达到８／１０万。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麻疹病例中无免疫史的和免疫
史不详的占全部麻疹病例的７７．１３％，麻疹病例年龄
分布集中在低年龄组和学龄儿童。上述数据显示河
南省近几年计划免疫工作滑坡，麻疹基础免疫和复
种工作存在一定问题ｕ１。２００５年《疫苗流通和预防
接种管理条例》颁布，明确规定免费接种一类疫苗，
工作经费和接种补助由县级政府财政承担，但在实
际调查中，政府配套的预防接种补助和工作经费落
实情况不容乐观。基层接种单位为了维持生存需
要，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忽视基础接种工作，特别是
在城乡结合部和流动儿童聚集的重点地区，儿童不
能及时得到麻疹疫苗的保护，麻疹易感人群在小年
龄组中积累，导致小年龄组麻疹发病率上升。
高质量的ＭＶ接种率是控制麻疹发病的重要
手段，为了实现消除麻疹的目标，ＷＨＯ提出ＭＶ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河南省麻疹监测专报系统
病例分类情况

２

针免疫接种率应＞９５％幢Ｊ。根据《全国２００６—２０１２
年消除麻疹行动计划》，为实现河南省预期实现消除
麻疹的目标，各级政府应认真贯彻落实《疫苗流通和
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保障免疫规划工作经费和基层
人员预防接种补助经费。各级疾控部门的工作重点
应严格按照《预防接种工作规范》要求开展免疫规划
工作旧１，切实加强ＭＶ的常规免疫及复种工作，适

３．ＮＮＤＲＳ麻疹病例报告及分类情况：２００４年

时开展麻疹疫苗的强化免疫［４］，提高整个人群的

报告麻疹病例２４６３例（实验室诊断病例４６４例，占

ＭＶ接种率。认真贯彻落实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入

１８．８４％；临床诊断病例１９９９例，占８１．１６％）。２００５

学、入托查验接种证制度，确保适龄儿童都获得免疫

年报告麻疹病例８０９７例（实验室诊断病例１７１３例，

保护。

占２１．１６％；临床诊断病例６３８４例，占７８．８４％）。

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河南省与ＷＨＯ、美国ＣＤＣ合

２００６年报告麻疹病例７３０２例（实验室诊断病例

作，在全省建立健全了麻疹ＭＳＳ，开展麻疹病例的

１４３８例，占１９．６９％；临床诊断病例５８６４例，占

疫情报告、病例调查、标本采集、实验室检测、暴发调

８０．３１％）。

查与控制、主动监测以及监测资料的分析利用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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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４·

作。项目实施期间，ＭＳＳ监测敏感性高于

参

ＮＮＤＲＳ¨ｏ，但在项目结束后，由于各方面支持的缺
失，ＭＳＳ的监测敏感性下降，同时，２００４年ＮＮＤＲＳ
实行网络直报、监测敏感性和时效性大大提高。６１。
导致２００３年后ＭＳＳ的监测敏感性和时效性低于

ＮＮＤＲＳ。但因为完善的麻疹实验室监测网络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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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实现消除麻疹目标。

·疾病控制·
呼伦贝尔市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麻疹疑似病例Ｍ抗体测定结果分析
王京芝

雷彩云

张海红

对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１３个旗（市）２００ｌ一２００３年
送检的麻疹疑似病例血清标本进行检测，对部分病例测定风

计，即０—７ ｄ组１３１例，阳性５７例，阳性率４３．５１％；８—１４

ｄ

组９１例，阳性６２例，阳性率６８．１３％；１５—３０ ｄ组３９例，阳性

疹ＩｇＭ抗体。血清标本由呼伦贝尔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

２６例，阳性率６６．６７％；＞３０ ｄ组２１例，阳性１３例，阳性率

验中心实验室用ＥＬＩＳＡ法测定麻疹ＩｇＭ和风疹ＩｇＭ抗体。

６１．９０％；采血时间不详组４３例，阳性７例，阳性率１６．２８％。

共检测麻疹ＩｇＭ抗体３２５例，阳性１６５例，阳性率５０．７７％；

检测结果显示，麻疹疑似病例检出率较低。其原因可

检测风疹ＩｇＭ抗体２４４例，风疹ＩｇＭ抗体阳性率６７．２１％。

能：①采血时间不当，测定结果未达到ＩｇＭ抗体梯度分布高

对其中８４例血清标本同时检测麻疹ＩｇＭ抗体和风疹ＩｇＭ

峰，从而出现假阴性；②在麻疹疑似病例中风疹占一定的比

抗体，结果显示，麻疹ＩｇＭ抗体阳性１４例，风疹ＩｇＭ抗体阳

例。对８４例麻疹疑似病例同时检测了麻疹ＩｇＭ抗体与风疹

性３０例，全部阴性４０例。按卫生部免疫程序接种麻疹疫苗

ＩｇＭ抗体，全部阴性的有４０例。这其中有假阴性的可能，也

（ＭＶ），为了提高ＭＶ接种率，在全市范围内对１．５～２岁的

可能为其他发热出疹性疾病，需要进一步实验证实；同时提

儿童复种ｌ针；因此３２５例分组统计基础免疫（＜１２月龄）和

示应密切注意风疹的流行与监测。麻疹ＩｇＭ抗体阳性率２～

复种１针（１．５～２岁）为一组，免疫间隙（２～６岁）为一组，复

６岁最高，其次为７～１４岁组。说明麻疹患者主要集中在学

种２针（７～１４岁）期，成人（＞１４岁）期及不祥的各为一组。

龄前儿童和学龄儿童，因此当前工作重点应对这两组人群进

统计结果显示，麻疹疑似病例中０～２３月龄组１５例，检测阳

行Ｍｖ强化免疫，提高麻疹抗体水平，控制麻疹的发病，同时

性７例，阳性率４６．６７％；２～６岁组４７例，检测阳性３５例，阳

应对＞１４岁患麻疹的问题予以重视。根据出疹后采血时间

性率７４．４７％；７～１４岁组９９例，检测阳性６２例，阳性率

分析显示，麻疹ＩｇＭ抗体阳性率为６８．１３％，与有关研究相吻

６２．６３％；＞１４岁组１１１例，检测阳性５３例，阳性率４７．７５％；

合；所以采血最佳时间应控制在出疹后８—１４ ｄ。特异性ＩｇＭ

不详组５３例，阳性８例。依据ＩｇＭ抗体在体内产生及持续

抗体的检测是诊断某些传染病的重要手段，因此建议对每个

时间，对ＩｇＭ抗体阳性病例采集血标本时间按出疹后分组统

麻疹疑似病例同时检测麻疹ＩｇＭ抗体与风疹ＩｇＭ抗体。科
学鉴别麻疹与风疹，为及时控制疫情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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