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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监测·
广东和香港地区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输入性
登革热病例流行病学分析
杨芬马绍强何剑峰麦兆娟

【摘要】

梁文佳蔡敏欣

罗会明

目的对广东和香港（粤港）地区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报告的输人性登革热病例情况进行流行

病学分析及比较。方法通过广东省登革热疫情监测报告系统收集广东省输入性登革热的流行资料，
香港的资料由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提供；对收集到的两地资料进行描述性流行病学分析。结果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广东省报告输入性登革热病例数４４例，香港报告９３例；广东省病例的输入国主要是新
加坡（１３例）、印度尼西亚（９例）、柬埔寨（６例），香港病例的输入国主要是印度尼西亚（３１例）、菲律宾
（１６例）、泰国（１５例）；两地发病高峰期均为７—９月，非高峰期香港的病例数高于广东省；两地病例的男
女性别比：广东省１．２：１，香港１．１：１；广东省病例年龄从６～８０岁，大部分为２０～３９岁（占６３．６％，２８／
４４），职业以商业及服务业、家务及待业为主（占４０．９％，１８／４４）；香港病例年龄从１０—７２岁，大部分为
２０～３９岁（占５８．１％，５４／９３），职业以商业及服务业、工人为主（占４７．３％，４４／９３）；广东省入境前发病的病
例比入境后发病多（２７：１７），而香港入境前发病的病例比入境后发病少（３５：５７）；两地病例从发病到
诊断的平均时间间隔分别为７ ｄ和９ ｄ。结论造成粤港两地登革热输入的主要原因是旅游及商务人员
在夏季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频繁往来。
【关键词】登革热；旅游相关疾病；流行病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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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热在东南亚、南美洲等热带地区是一种地

（１１６／１３７）病例的输入国为东南亚国家。广东省病

方性疾病，常年有病例报告。近几十年来登革热的

例的输入国主要是新加坡（１３例）、印度尼西亚（９

感染率和报告地区一直在增多ｎ，。导致登革热感染

例）、柬埔寨（６例）：香港病例的输入国主要是印度尼

人数上升和流行地区增多的原因有城市化、人口过

西亚（３１例）、菲律宾（１６例）、泰国（１５例），见表２。

剩、贫穷和境外旅游掣２，；其中境外旅游通过旅游者

表２

将新的登革病毒株带到世界各国，是导致全球范围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广东和香港地区输入性登革热
病例输入国分布

内登革热传播流行的重要危险因素。对非地方性流
行国家来说，通过旅游带进来的病例一般称为输入
性病例，即感染地不在本地的病例脚。中国广东省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均属于亚热带地区，两地与东南
亚等登革热疫区人员交流密切，每年都有输人性病
例报道，本研究对两地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报告的输入性
登革热病例情况进行流行病学分析及比较，为两地
协同开展预防与控制工作提供依据。
材料与方法
１．资料来源：广东省的资料来自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
“广东省登革热疫情监测报告系统”，主要通过其中
的“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报告管理信息系统”获得；香港的资料则由香港卫
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提供。
２．统计学分析：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将
注：括号外数据为病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收集的资料采用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软件进行录入和数
据分析。

（２）发病月份分布：粤港两地输人性登革热的
结

果

发病高峰时间均在７—９月。香港的输人性病例除
了高峰期外在全年呈中等发病水平。在非高峰发病

１．流行情况：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广东省共报告登

月份，广东省的发病数明显少于香港（图１）。

革热病例１０９２例，其中输入性登革热病例４４例（累
６

计发病率为０．０５／１０万），该地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６年有本

４

地感染病例，２００５年所报告病例均为输入性病例。

２

香港３年间共报告登革热病例９３例，均为输入性病

例（累计发病率为１。３６／１０万），见表１。香港的输入性

０
８

蒎基霉

６

病例中有１例为登革出血热（１／９３，１．１％），广东省的

ｄ

输入性病例均为登革热。两地均无死亡病例报告。

２
０

２

表１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广东和香港地区登革热病例报告情况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ｌ Ｉ

１２

月份

图１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广东省与香港输入性登革热
病例发病月份分析

（３）性别、年龄、职业分布：粤港两地输人性病
例的性别、年龄、职业分布基本相同。广东省病例中
２．流行特征：

男性２４例，女性２０例，男女性别比１．２：１；香港病例

（１）病例输入国分布：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广东和香

中男性４８例，女性４５例，男女性别比１．１：１。广东

港地区的输入性登革热病例来自亚洲（１２９例）、非

省病例的年龄为６～８０岁，其中２０～、３０～岁年龄组

洲（２例）和中美洲（２例）的１３个国家，其中８４．７％

的病例最多，占总病例数的６３．６％（２８／４４）；香港病例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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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龄为１０～７２岁，也是２０。、３０～岁年龄组的病

虑原因广东省有部分病例是家务及待业人员，因探

例最多，占总病例数的５８．１％（５４／９３）。广东省病例

亲或旅游而出境，在境外停留时间较长。这也说明

的职业以商业及服务业、家务及待业为主，占总病例

广东省的防控重点应该放在境外发病人员人关时的

数的４０．９％（１８／４４）；香港病例的职业以商业及服务

检查发现上，香港的防控重点应该放在病例入境后

业、工人为主，占总病例数的４７．３％（４４／９３）。

发病的及时发现上。

３．入境时间与发病时间的关系：将所有输入性

两地病例从发病到诊断的平均时间间隔均超

病例根据入境时间与发病时间的先后关系分为入境

过了病例的病毒血症期（发病５ ｄ内），说明两地均应

前发病和入境后发病两类，广东省入境前发病的病

该在提高病例的诊断发现及时陛上继续努力。虽然

例比入境后发病多（２７：１７），香港入境前发病的病

香港有部分病例从发病到诊断的时间间隔较长（超

例比入境后发病少（３５：５７）。经过统计，所有入境

过２０ ｄ），其主要原因是医生等待ｍ清中登革热抗体

前发病的病例在发病０—９ ｄ（中位数２ ｄ）后人境，

ＩｇＧ的４倍增长结果出来后（一般需２周以上）才呈

所有入境后发病的病例在入境的１—１ １ ｄ（中位数

报个案。但是，在这些病例中大部分在发病５ ｄ内已

２

ｄ）后发病。

被安排入院接受治疗，这样能在诊断之前减低登革

４．发病时间与诊断时间间隔：广东省输入性病

热蔓延的机会。此外，加强香港的临床医生使用登

例从发病到诊断的时间间隔最短为０ ｄ（即当天被诊

革热其他较早期的诊断方法（如ＰＣＲ、登革热抗体

断），最长为１７ ｄ，平均时间间隔（中位数）为７ ｄ；香

ＩｇＭ），亦有助于及时报告病例以及尽早开展流行病

港病例从发病到诊断的时间间隔最短为５ ｄ，最长为

学调查及灭蚊措施。

５２

ｄ，其中８例的时间间隔超过２０ ｄ，所有病例平均

时间间隔（中位数）为９ ｄ。
讨

总的来说，造成广东和香港地区登革热输入的
主要原因是旅游商务人员在７—９月与东南亚国家

论

的频繁往来，对这些高危人群的健康知识宣传是控
制登革热输人的关键所在，尤其是加强宣传出国旅

多项研究表明，与登革热输入有关的危险因素

游时应采取防蚊措施，并且建议他们从登革热流行

有年龄、旅行时间长短、旅行目的地、旅行的季节

的地区回国后的１４ ｄ内留意有否出现登革热的症

等Ｈ１。本次研究首次对近３年广东和香港地区报告

状，如有不适便要寻求治疗，并将旅游史告诉医生，以

的输入性登革热病例情况进行分析，发现２００４—

便医生作出诊断。

２００６年间两地的输入性登革热病例数波动不大，输
入疫情基本保持稳定。但是香港的输人性登革热病
例数远高于广东省，究其原因香港是国际化贸易大
都市，与世界各国（包括登革热疫区）的人员交流相
对更加密切。
两地病例的输入国分布在亚洲、非洲和中美洲，
这与世界卫生组织报道的全球地方性登革热流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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