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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监测·

内蒙古自治区１ ９５５—２００６年肾综合征出血热
流行特征分析
张凤贤

邹洋

【摘要】

陈化新

目的

哈森高娃

闫绍宏

王剑波

李春甫

张世英

阐明内蒙古地区肾综合征出血热（ＨＦＲｓ）的流行特征。方法

赵智伟

张永振

对内蒙古地区５２

年来的疫情资料及监测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对重点疫区宿主动物分布及其汉坦病毒感染率进行流行
病学调查。结果

１９５５—２００６年全自治区共报告ＨＦＲｓ ８３１０例，分布在９个盟（市）的６１个旗（县、

市、区）。呼伦贝尔市是全自治区ＨＦＲｓ流行最严重的地区，共报告病例７３６９例，占全区发病例数的
８８．６８％。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前，疫情主要发生在内蒙古的东部地区；９０年代后，疫情在中西部地区陆续
出现。位于西部的巴彦淖尔市于１９９９年首次报告ＨＦＲＳ病例，随后发病例数逐年增多，２００５年报告
９５例。在啮齿动物中，现已查明黑线姬鼠、褐家鼠、小家鼠、黑线仓鼠、子午沙鼠、莫氏田鼠、红背鼠乎、
大林姬鼠、小毛足鼠、三趾跳鼠、五趾跳鼠１１种鼠携带汉坦病毒。结论

内蒙古自治区ＨＦＲｓ疫区有

可能还将扩大，疫情也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在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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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坦病毒主要经啮齿动物传播给人类，引起肾

综合征出血热（ＨＦＲｓ）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ＨＰＳ）。
而且每一型的汉坦病毒由一种鼠种携带，并与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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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共进化【１。４Ｉ。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最早报告

作者单位：１０２２０６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ＨＦＲＳ的地区之一。５。。５０多年来ＨＦＲＳ流行强度

（张风贤、邹洋、陈化新、张永振）；内蒙古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起伏不定，而且疫区范围不断扩大，波及内蒙古的９

（闰绍宏）；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中心防疫站（哈森高娃、王剑波、李春
甫）；内蒙占自治区巴彦淖尔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张世英、赵智伟）
通讯作者：张永振，Ｅｍａｉｌ：ｙｏｎｇｚｈｅｎｚｈａｎｇ＠ｓｏｈｕ

ｃｏｍ

个盟（市），６１个旗（县、市、区），因此对内蒙古地区
ＨＦＲＳ的流行特征及其演化规律进行分析，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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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我国ＨＦＲＳ的流行规律。

市、区）是：莫力达瓦旗、鄂伦春旗以及临河区。

材料与方法
１．资料来源：１９５５—２０００年的ＨＦＲＳ资料来自

内蒙古自治区疫情资料汇编¨１，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的资
料来自内蒙古自治区ＨＦＲＳ疫情年报表。２００５年
分别对呼伦贝尔市及巴彦淖尔市宿主动物中汉坦病
毒流行情况进行了调查。采用夹夜法捕鼠，现场鉴
别鼠种后，剖取鼠肺，用滤纸条蘸取鼠血，液氮罐冻
存待检。

’

２．检测方法：以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鼠肺中的

图１

１９５５—２００６年内蒙古自治区ＨＦＲｓ发病情况

汉坦病毒抗原和鼠血中的抗汉坦病毒ＩｇＧ抗体。７｜。
用７６—１１８株与Ｌ９９株汉坦病毒感染的Ｖｅｒｏ Ｅ６细胞
制备抗原片，用７６一儿８株与Ｌ９９株汉坦病毒免疫兔
制备抗汉坦病毒抗体。羊抗鼠ＩｇＧ与羊抗兔ＩｇＧ
免疫荧光抗体购自Ｓｉｇｍａ公司。
３．统计学分析：根据全自治区、各盟（市）ＨＦＲＳ
历年的发病数及不同月份的发病情况绘制成统计图
表，来反映全自治区ＨＦＲＳ的发病趋势及ＨＦＲＳ的
季节分布等；根据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各旗（县、市、区）的
平均年发病率绘制成发病趋势地图，以显示全自治
区ＨＦＲＳ流行强度的不同。
结

果

１．ＨＦＲＳ人间流行情况：内蒙古地区自１９５５年
在呼伦贝尔市的牙克石市图里河镇发现首例ＨＦＲＳ

图２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内蒙古自治区ＨＦＲＳ的地理分布

病例到２００６年底累计发生８３１０例，平均年发病率

呼伦贝尔市既是内蒙古报告首例ＨＦＲＳ的地

为０．８９／１０万，死亡２６４例，平均年死亡率为

区，也是全自治区报告病例数最多的地区。１９５５年

０．０３／１０万，病死率为３．１８％。

在牙克石北部的图里河镇发现首例病例，全年共报

１９５５—２００６年内蒙古ＨＦＲＳ疫情呈现出３个

告２６５例，发病率为２４３．１／１０万，死亡１５例，病死率

发病高峰（图１）。第一个高峰出现在１９５５—１９５７

为５．６６％∞ｏ。１９５５—２００６年间，该地区共报告

年，３年共发病７２２例。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年出现第二个

ＨＦＲＳ

７３６９例，年平均发病率为６．６５／１０万，病例数

高峰，３年共发病７６０例。第三个高峰出现在

占全自治区病例总数的８８．６８％，是自治区ＨＦＲＳ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发病数为６６１例。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发

流行最严重的地区（图１）。呼伦贝尔地区的病例主

病数呈下降趋势，但疫情仍维持在较高水平。２００５

要集中于莫力达瓦和鄂伦春两个相邻旗，１９８１—

年全自治区共报告４７３例，死亡７例；２００６年发病

２００６年两个旗分别报告３１３４例（年平均发病率为

２５７例，死亡３例。

４４．２４／１０万）和３１０４例（４１．０７／１０万），两个旗病例

２．唧ｉＳ地理分布：内蒙古地区｝珏、ＲＳ的地理分
布见图２。疫区主要分布在东北部的呼伦贝尔市与

数占呼伦贝尔地区总病例数的９５．４０％（６２３８／
６５３９）。

兴安盟，东部的通辽市与赤峰市，中部的呼和浩特市、

１９５５年全自治区仅有１盟１市报告ＨＦＲＳ疫

乌兰察布市及包头市以及西部的巴彦淖尔市与鄂尔

情。但至今全自治区已有９个盟（市），６１个旗（县、

多斯市。流行强度呈东高西低。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分别有

市、区）报告过ＨＦＲＳ疫情。不同年代ＨＦＲＳ报告

３６和３５个县报告｜Ⅱ、ＲＳ疫情，发病数最多的旗（县、

病例的地理分布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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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地区ＨＦＲｓ不同年代发病数及疫区分确

年代

发病例数

地理分布（旗、县数）

野外捕鼠１８５只，在黑线姬鼠、大林姬鼠及黑线仓鼠
中检测到汉坦病毒抗原，阳性率为１１．８８％（１２／
１０１）。
表２

内蒙古不同地区啮齿动物种类数及汉坦病毒抗原
或抗体检测阳性的动物

３．人群分布：据１９８６—２００６年的资料统计，

ＨＦＲＳ病例主要集中于１５～５９岁的人群，占病例总
数的８９．３３％。男性多于女性，患者中男女比例为
３．１８：１（４５７０：１４３８），但１９８８年女性约为男性的４
倍（１０３／２６）。患者中农民占病例总数的６７．４５％，其

次为林业工人及其他工人占９．０９％，再次为待业人
员占７．００％，学生占５．４２％。
４．季节分布：不同年代ＨＦＲｓ病例不同季节的
发病情况见图３。据１９５７—２００６年ＨＦＲｓ病例按

月统计，全年均有病例发生，但季节性明显，主要发
生在秋冬季（１０—１２月），占总病例数的６７．１４％。
这表明内蒙古自治区ＨＦＲＳ主要是由汉滩型汉坦
病毒引起。

呼和浩特市２００４年汉坦病毒抗原检测阳性率
为６．１０％（４４／７２１），其中居民区褐家鼠和小家鼠的
病毒携带率为８．６４％（４４／５０９），野外鼠中未检测到
汉坦病毒抗原或抗体；２００５及２００６年居民区褐家
鼠和小家鼠中的汉坦病毒抗原阳性率分别为３．６８％
（５４／１４６７）和３．９６％（２４／６０６）。
巴彦淖尔市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共检测鼠肺９０８份，
汉坦病毒抗原阳性率为６．６１％（６０／９０８）。２００５年
春季在巴彦淖尔市共捕鼠３３３只，居民区鼠密度为
２３．４１％（１４０只／５９８夹次），野外鼠密度为１３．８３％
（１９３只／１３９６夹次），其中３．１４％（１０／３１８）鼠汉坦病
毒抗原阳性。子午沙鼠为野外优势鼠种占７０．９８％

１４００

（１３７／１９３），褐家鼠为居民区优势鼠种占８５．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１９／１４０）。子午沙鼠、黑线仓鼠、褐家鼠汉坦病毒

１０００

墅８００

抗原阳性率分别为５．８４％、２．３３％、０．８４％。另外，

焉６００

褐家鼠与小家鼠血清中汉坦病毒的抗体阳性率分别
为１９．２７％、１７．６５％。

４００

６．汉坦病毒的病原学研究：尽管内蒙古自治区

２００

啮齿动物种类丰富，而且从黑线姬鼠等１１种鼠中检

Ｏ

』ｊ份
图３

１９５７

２００６年内蒙古自治区ＨＦＲｓ病例的月分布

测到汉坦病毒抗原或抗体，但至今仅从黑线姬鼠中
分离到ｌ株病毒、褐家鼠中分离到２株病毒。９ Ｊ。研

５．宿主动物中汉坦病毒流行情况：内蒙古自治

究发现内蒙古褐家鼠携带的汉坦病毒为汉城型病毒

区地域由东北向西南斜伸，呈狭长形，横跨东北、华

的Ｓ１亚刑虬１０ ｏ。２００５年我们对呼伦贝尔市及巴彦

北、西北三大区（图２），地理生态复杂，啮齿动物种

淖尔市Ｊｆ展的分子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内蒙古自治

类丰富。８。，但不同地区啮齿动物的种群构成不同。

区啮齿动物中除携带汉滩病毒与汉城病毒外，可能

不同地区啮齿动物的种类数及汉坦病毒抗原或抗体

还存在着其他型的汉坦病毒。

检测阳性的动物见表２。
２００５年春季在呼伦贝尔市共捕鼠１４３只，其中

讨

论

在黑线姬鼠、大林姬鼠、黑线仓鼠、褐家鼠、小家鼠中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内蒙古自治区ＨＦＲｓ的疫

检测到汉坦病毒抗原，阳性率为１０．３４％（９／８７），血

情仍将维持在较高的发病水平，疫区还有可能继续

清中汉坦病毒抗体阳性率为７．６２％（８／１０５）。秋季

扩大。从１９５５年出现ＨＦＲＳ的首次暴发，至９０年

史坐煎鱼丛堂苤查！！！！至！！旦箜！！鲞筮！！塑
代出现第三次流行高峰，尽管期间各地采取了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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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三趾跳鼠及五趾跳鼠汉坦病毒抗原阳性，在中国

灭鼠、接种疫苗、治理环境等防制措施，但至今疫情

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还没有报道。另外，以前在牙

仍很严重，不同于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流行趋势Ⅲ。。

克石市的监测或流行病学调查已发现该地区的红背

近年来的监测以及调查发现，主要ＨＦＲＳ疫区不但

鼠平、莫氏田鼠、小家鼠汉坦病毒抗原阳性，我们的流

携带汉坦病毒的啮齿动物种类多、密度较高，而且汉

行病学调查也发现莫氏田鼠汉坦病毒ＲＮＡ阳性。

坦病毒抗原或抗体的阳性检测率也较高。因此，内

因此，在内蒙古地区，除汉滩病毒和汉城病毒外，可

蒙古自治区的ＨＦＲＳ疫区还有可能扩大，疫情仍将

能还有在国外已发现或未发现的汉坦病毒流行，有

维持在较高的发病水平。

必要进一步开展汉坦病毒的分子流行病学调查。

内蒙古地区处于蒙古高原的东南部，由于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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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蒙古自治区仅分离到３株病毒∽Ｊ。我们在巴彦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一０３—２８）

淖尔市的流行病学调查中发现，小毛足鼠、子午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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