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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监测陕西省安康、宝鸡、渭南３个地区病毒性脑炎，了解流行病学特征和发病情

况。方法２００５年６月至２００７年５月对监测医院报告的所有病毒性脑炎病例开展个案调查，同时采
集血和／或脑脊液标本，用ＥＬＩＳＡ检测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ＩｇＭ抗体；用Ｅｐｉ Ｄａｔａ和Ｅｘｃｅｌ软件进
行分析。结果监测病毒性脑炎１０９７例，对其中１０５３例（９６．０％）检测乙脑ＩｇＭ，阳性３１１例
（２９．５％）。监测的两年度内病毒性脑炎、乙脑病例均在７、８月份出现高峰，病毒性脑炎发病趋势与乙
脑ｌｇＭ阳性病例趋势基本一致；宝鸡、渭南和安康地区１４岁以下年龄组人群乙脑ｌｇＭ阳性病例分别
为３３．７％、４３．９％；｝１１８８．３％，其他病毒性脑炎在３个地区均是５～１４岁组所占比例较高（５３．３％）；乙
脑ＩｇＭ阳性病例中散居儿童、农民和学生占８５．２％，其他病毒性脑炎病例学生所占比例较高
（５１．０％）；病例出院时３９８例中，乙脑ｌｇＭ阳性病例和其他病毒性脑炎治愈比例分别为６７．１％、
８３．７％，病死率分别为９．２％、３．１％。５７８例出院９０ ｄ后随访，乙脑ＩｇＭ阳性病例和其他病毒性脑炎
治愈比例分别为６９．６％、９０．２％，病死率分别为１３．６％、３．６％，留后遗症比例分别为１０．０％、４．５％。
绪论病毒性脑炎的高发季节和乙脑一致，临床报告的乙脑病例中乙脑ＩｇＭ阴性病例占４５．６％，提
示对临床报告的乙脑／病毒性脑炎病例进行乙脑实验室检测是非常必要的；不同地区乙脑高发人群存
在差异，在预防控制中应引起重视。
【关键词】病毒性脑炎；流行性乙型脑炎；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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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美国适宜科技卫生组织（ＰＡＴＨ）合作项且（ＧＡＴ．０７８０．０１７２９一ＣｏＰ）
作者单位：７１００５４西安，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张少白、刘西珍、夏雪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尹遵栋、李艺星、粱国栋、粱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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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将流行性乙型脑炎（乙

结

脑）纳入法定传染病报告系统，但对其他病毒性脑炎

果

未进行监测，致使我国病毒性脑炎流行状况不清。

１．实验室监测：２００５年６月至２００７年５月３

为掌握陕西省病毒性脑炎流行病学特征及其中乙脑

个地区共监测报告病毒性脑炎病例１０９７例，其中

所占的比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美国适宜科

１０５３例（９６．０％）检测乙脑ＩｇＭ，阳性３１１例

技卫生组织（ＰＡＴＨ）在陕西省的安康、宝鸡、渭南３

（２９．５％）。报告病例中７０１例（６３．９％）采集到脑脊

个地区开展包括乙脑在内的病毒性脑炎监测。

液（其中同时采集单份血２８３例，双份血１０例），未
采到脑脊液病例采集单份血标本３１６例（２８．８％），

对象与方法
１．监测点的选择：乙脑发病在陕西省秦岭以南
较高，以北较低…。本项研究在秦岭以南选择安康
地区，以北选择宝鸡、渭南地区作为监测点。
２．病例资料：２００５年６月至２００７年５月期间，

双份血标本３６例（３．３％）。３１１例乙脑阳性病例中
有１６１例（５１．８％）采集到脑脊液，其余１５０例依靠
单份或双份血标本进行诊断。
临床报告乙脑病例中乙脑ＩｇＭ阳性病例占
５２．８％，从非乙脑（如腮腺炎病毒性脑炎等）病例报告
中共检测到４３例（７．７％）乙脑ＩｇＭ阳性病例（表１）。

在宝鸡、渭南、安康３个地区开展病毒性脑炎监测，
要求县级及以上医院发现临床诊断为乙脑、腮腺炎

袭１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度陕西省３个地区病毒性脑炎
病例中乙脑ＩｇＭ抗体检测

病毒性脑炎、单纯疱疹性病毒性脑炎、急性播散性脑
脊髓膜炎、柯萨奇病毒性脑炎、中枢系统感染（脑炎、
病毒感染）等有病毒性脑炎症状的病例，及时报告辖
区所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ＣＤＣ）。ＣＤＣ接到报告
后到医院采样并进行流行病学个案调查，同时每旬
到辖区监测医院进行主动搜索，发现病例及时采样
并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３．实验室检测：县级ＣＤＣ将采集或收集的血（１

注：ｎ１４４例中第一、二年度分别为１３５例、９例；６其他有病毒性
脑炎症状病例

份或双份）和／或脑脊液在冷藏（２～８℃）条件下送市
级ＣＤＣ进行乙脑ＩｇＭ检测（ＥＬＩＳＡ）。乙脑ＩｇＭ酶
联免疫诊断试剂盒由上海复旦悦达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生产。

２．流行病学特征：

（１）时间分布：两年度中病毒性脑炎、乙脑病例
均在７、８月出现高峰，病毒性脑炎发病趋势与乙脑

４．质量控制：省级ＣＤＣ对市级ＣＤＣ实验人员

ＩｇＭ阳性病例趋势基本一致。２００６年７、８月病毒

进行专项技术培训，下发盲样考核，合格者方可进行

性脑炎、乙脑病例数多于２００５年同期病例数，且７、

实验室检测，并对市级ＣＤＣ检测样品的１５％用

８月乙脑病例数在病毒性脑炎中的比例２００６年也

ＥＬＩＳＡ进行复核检测，并评估复核结果。市级ＣＤＣ

比２００５年有明显上升。在第一年度１１月病毒性脑

每月向省级ＣＤＣ报告监测结果，省级ＣＤＣ对各市

炎出现一个发病小高峰（图１）。

监测情况进行审核，并每两个月对市级和部分县级
ｃＤＣ进行督导。
５．统计学方法：用Ｅｐｉ Ｄａｔａ软件建立数据库，
用Ｅｘｃｅｌ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绘图。

（２）年龄分布：乙脑ＩｇＭ阳性病例在３个地区
各年龄分布不同，在宝鸡和渭南地区４０岁以上年龄
组所占比例较大，分别为４７．０％和４１．５％，而安康地
区主要在１４岁以下小年龄组（８８．３％），特别是０～４

·８９７·

岁组（４８．６ ９６）。其他病毒性脑炎３个地区均在５～
１４岁组发病率较高，占总病例的５３．３％（表２）。

占比例较高为５１．０％（表３）。
（４）乙脑确诊病例疫苗接种史：３１１例乙脑ＩｇＭ
阳性病例中有乙脑疫苗接种史５９例（１９．０％），无接

３００

种史１５０例（４８．２％），接种史不详１０２例（３２．８％）。

２５０
２００

（５）转归情况：２００５年６—１２月以前调查的病

蓥１５０

例对其出院时的转归进行调查，排除失访病例后，乙

候１００

脑ＩｇＭ阳性病例中治愈病例所占的比例为６７．１％，

５０

低于其他病毒性脑炎的治愈比例（８３．７％），而病死

Ｏ

率为９．２％，高于其他病毒性脑炎的病死率（３．１％），
见表４。
２００５

圈１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年

对２００６年１—１２月出院９０ ｄ后的病例进行随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度陕西省３个地区病毒性脑炎
监测病例时间分布

于其他病毒性脑炎病例（９０．２％），而后遗症和病死

（３）职业分布：乙脑ＩｇＭ阳性病例中散居儿童、
农民和学生占８５．２％，其他病毒性脑炎病例学生所
表２

乙脑ＩｇＭ阳性病例

３１１

其他病例６

７８６

注：４·６同表２

访调查，乙脑ＩｇＭ阳性病例中治愈比例６９．６％，低

率乙脑确诊病例也明显高于其他病毒性脑炎病例
（表５、６）。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度陕西省３个地区病毒性脑炎监测病例年龄分布

１７（５．５）
６３（８．０）

９７（３１．２）８７（２８．０）
１２８（１６．３）４０１（５１．０）

３（１．０）８１（２６．０）
１１（１．４）
１３３（１６．９）

２６（８．４）
５０（６．４）

·８９８·

衰６

病毒性脑炎病例留有后遗症的分布

注：“６同表２

讨

论

乙脑发病在这些地区年龄分布的改变，显示出由于
儿童接种了乙脑疫苗受到保护而发病降低。同时对

对１０５３例临床诊断病毒性脑炎病例的血或脑

于那些乙脑发病依然较高的地区，应该关注其乙脑

脊液进行乙脑ＩｇＭ检测，其中临床诊断为乙脑和疑

疫苗接种情况。本次调查的３１ｌ例乙脑确诊病例

似乙脑中的４９３例经检测有２６８例（５４．４％）为乙脑

中，有５９例（１９．０％）接种过乙脑疫苗，２５２例

ＩｇＭ阳性。乙脑由于流行季节明显，同时又属法定

（８１．０％）无接种史或接种史不详，这就要求我们在

传染病报告系统要求报告病种，所以流行地区在流

提高乙脑疫苗接种率的同时提高疫苗接种质量，在

行季节会将其他病毒性脑炎病例报告为乙脑，在没

加强儿童乙脑疫苗接种的同时也应关注成年人的乙

有实验室辅助诊断情况下可能会导致流行季节乙脑

脑预防。病毒性脑炎主要在学龄儿童高发，南北之

病例报告虚高。另外，从报告的除乙脑外其他病毒

间并无太大差异。

性脑炎５６０例病例中检出乙脑ＩｇＭ阳性４３例
（７．７％）。

乙脑病死率和致残率较高。泰国的一项对实验
室确诊乙脑病例进行出院后残疾度评价表明，病死

陕西省乙脑高发季节为７—９月，其中８月为发

率为２５％，有４５％的病例在发病３个月后有神经系

病高峰…。本次监测病毒性脑炎发病高峰在７、８月

统后遗症ｂ Ｊ。本次监测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度分别对出

与乙脑发病季节基本一致。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

院时转归和出院后９０ ｄ转归进行调查，乙脑确诊病

方面是由于陕西省乙脑发病在病毒性脑炎中所占比

例病死率分别为９．２％、１３．６％，低于文献报道。两

例较大，另外一个原因是其他病毒性脑炎也是夏季

次调查显示，乙脑确诊病例的病死率和后遗症率在

发病率较高，我们本次没有对其他病毒性脑炎进行

出院后９０ ｄ明显高于出院时的转归。可见在乙脑监

实验室诊断，但卢惠芬等泣１对北京市某医院４—８月

测中，只有通过随访调查才能准确评估乙脑对人群

间收治的２６２例儿童病毒性脑炎病例进行流行病学

的危害及防治措施是否有效。

研究发现，在６—８月（乙脑流行季节）病例较多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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