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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发现·交流·
布尼亚病毒科病毒及其相关疾病
覃新程周敦金陈小萍徐建国

张永振

【导读】介绍布尼亚病毒科的病毒构成与分类、病毒的基闪结构及其编码的蛋白；布尼砸病
毒科病毒在全球的地理分布及主要传播媒介；布尼亚病毒科病毒引起的相关人畜疾病。介绍我国
已发现和新发的布尼哑病毒科病毒及相关疾病。

最初主要感染肠细胞，以后随着血液和淋巴液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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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器官，包括唾液腺、神经系统和性器官。在节肢动
物唾液腺繁殖至少一周的时间才能达到造成传播的
滴度。有的病毒可以经卵传播心１。本研究主要探讨
能引起人畜疾病的４个病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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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３年在非洲乌干达研究黄热病时首次发现
不同于黄热病毒的病毒…，该病毒因最先从乌干达
西部布尼亚姆韦拉的地方分离到而被命名为布尼亚
图１布尼亚病毒科病毒的结构模式图”１

病毒（Ｂｕｎｙａｍｗｅｒａ ｖｉｒｅｓ）。此后开启了一扇通往发
现和定义一大类新病毒的大门。继布尼亚病毒分离

布尼亚科病毒为单股负链ＲＮＡ病毒，基因组由

之后，又相继发现其他相关虫媒病毒，研究发现这些

３个基因片段组成，即大片段（Ｌ）、中片段（Ｍ）和小

病毒明显不同于已发现按抗原分组的经典Ａ组和Ｂ

组病毒（现在分别被定义为黄病毒科和甲病毒科），

片段（ｓ），分别编码依赖ＲＮＡ的ＲＮＡ聚合酶、糖蛋
白Ｇｎ和Ｇｃ及核衣壳蛋白（图１）¨】。这三个片段的

随后把这类病毒定义为Ｃ组病毒。之后的１０年中，

５’和３ ７端都含有相同的反向互补核苷酸序列，同一

更多的新病毒被发现。１９７５年国际病毒分类委员

病毒属的病毒末端互补序列高度保守，而不同属的

会将这一类病毒统一归入同一病毒科，并命名布尼

末端互补序列则不同。末端的互补核苷酸序列是为

亚病毒科（Ｂｕｎｙａｖｉｒｉｄａｅ）。

１．布尼亚病毒科：布尼亚病毒科是一类有包膜
的负链ＲＮＡ病毒，目前已知的病毒至少有３５０种，

了使基因片段形成稳定的“平底锅”结构和共价闭合
环状结构，直接证据是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提取的
病毒ＲＮＡ能形成３个闭合大小不一的环状ＲＮＡ‘４】。

是虫媒病毒中病毒数最多的一科。布尼亚病毒科包

这些病毒的编码策略不尽相同。所有布尼亚科

括４个能感染人和动物的病毒属：布尼亚病毒属

病毒在互补ＲＮＡ链（ｃＲＮＡ）中编码结构蛋白，而有

（Ｏｒｔｈｏｂｕｎｙａｖｉｒｕｓ）、白蛉病毒属（Ｐｈｌｅｂｏｖｉｍｓ）、内罗

些病毒在其互补ＲＮＡ或病毒ＲＮＡ（ｖＲＮＡ）中编码

毕病毒属（Ｎａｉｒｏｖｉｍｓ）和汉坦病毒属（Ｈａｎｔａｖｉｍｓ），

非结构蛋白（图２）ｂ］。在４个病毒属的Ｓ片段，其中

以及一个至今仅发现感染植物的番茄斑萎病病毒属

汉坦病毒和内罗毕病毒的互补链ｃＲＮＡ编码单一的

（Ｔｏｓｐｏｖｉｒｕｓ）（表１）。除了汉坦病毒属的病毒通过啮
齿类与食虫类动物传播外，其他４个属的病毒均由

蛋白Ｎ；布尼亚属病毒ｃＲＮＡ编码２个具有重合ＯＲＦ

蚊、白蛉、蜱、蠓和蓟马等节肢动物传播。布尼亚病

编码原则，Ｎ和Ｎｓ产生分别与ｃＲＮＡ和ｖＲＮＡ方向

毒属、白蛉病毒属、内罗病毒属的病毒感染节肢动

一致的独立ｍＲＮＡ。４个属的Ｍ片段均是利用负链

物宿主后，病毒不引起宿主病变。病毒在动物体内

编码原则，在ｃＲＮＡ同一ＯＲＦ编码２个糖蛋白Ｇｎ和

ＩＸ）ｌ：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０．１０．００９

的核衣壳蛋白和非结构蛋白；白蛉热属病毒按双链

Ｇｃ，布尼亚属和白蛉热属病毒还编码非结构蛋白

作者单位：１０２２０６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ＮＳＭ。Ｍ片段翻译后，前体蛋白在细胞中被酶切为Ｇｎ

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霞点实验室（覃新程、陈小萍、徐建国、张永

和Ｇｃ蛋白。内罗毕病毒同时编码Ｇｎ和Ｇｃ前体。而所

振）；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敦金）

有布尼亚病毒科的Ｌ片段都由ｃＲＮＡ来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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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看出布尼亚科病毒分为５个群，

表１布尼亚病毒科的主要成员、分布及其媒介
属及抗原组

代表病毒株地理分布媒介动物致病对象

布尼亚病毒属
按蚊Ａ组Ｔａｃａｉｕｍａ
Ｖｉｒｇｉｎ Ｒｉｖｅｒ

布尼亚组

Ｂｕｎｙａｍｗｅｒａ
Ｃａｃｈｅ Ｖａｌｌｅｙ

Ｂｗａｍｂａ组

Ｂｗａｍｂａ
Ｐｏｎｇｏｌａ

ｃ组

Ａｐｅｕ

Ｃａｒａｐａｎｉ

加利福尼亚组

白蛉病毒属
［Ｊ蛉热组

南美洲
南荚洲、北美洲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ｉｔｉｓ北荚洲
Ｃｒｏｓｓｅ
北美洲

蚊
蚊
蚊
蚊
蚊
蚊
蚊

人
人
羊、牛、马
人
人

蚊
蚊
蚊

现也较为复杂，可以引起脑炎、脑脊髓

南美洲

蠓、蚊

Ｒｉｆｔ Ｖａｌｌｅｙ ｆｅｖｅｒ

非洲

蚊

人、牛

Ｄｏｂｒａｖａ
Ｓｅｏｕｌ

普马拉组Ｐｕｕｍａｌａ
ＳｉｎＮｏｍｂｒｅ
辛诺柏组
Ｂｌａｃｋ Ｃｒｅｅｋ Ｃａｎａｌ

索托帕拉雅组Ｔｈｏｔｔｏｐａｌａｙａｍ

分的布尼亚病毒科病毒的感染，最初
的临床表现为发热等症状，无典型的

Ｏｒｏｐｏｕｃｈｅ

ＮＳＤ
内岁牛绵羊病组
汉坦病毒属
汉滩组Ｈａｎｔａａｎ

病毒能引起严重症候群∞ｊ。对于大部

临床特征，常被忽视。典型的临床表

人
牛
人

乌库尼米组
内罗毕病毒属
克里米亚一刚果出血热组ＣＣＨＦ

临床症状或临床症状较轻，只有少数

人

非洲、哑洲、澳洲蠓、蚊

ＳａｎｄｆｌｙｆｅｖｅｒＮａｐｌｅｓ欧洲、非洲、亚洲白蛉
Ｓａｎｄｆｌｙ ｆｅｖｅｒ Ｓｉｃｉｌｉａｎ欧洲、非洲、亚洲凸蛉
Ｕｕｋｕｎｉｅｍｉ
欧洲
蜱

约有４０多种布尼亚病毒能感染
人引起疾病，人感染大多数病毒后无

人
人

Ａｋａｂａｎｅ

Ｌａ

Ｓｉｍｂｕ组

南荚洲
北美洲
非洲
北美洲
非洲
非洲

与血清学的分类结果一致。

人
人
海鸟

欧洲、非洲、弧洲蜱
人
非洲、业洲
蜱、蠓、蚊人、牛
亚洲
欧洲

鼠
鼠

人
人

哑洲
欧洲、亚洲
北美洲
北美洲
亚洲

鼠
鼠
鼠
鼠
鼠

人
人
人
人

炎和脑膜脑炎、出血热、关节炎、视网
膜炎、眼神经痛等症状。另外，许多病
毒还能引起家畜流产、胃肠道功能紊
乱和遗传性缺陷等疾病Ｌ６Ｊ。
随着世界各地由布尼亚病毒科病
毒引起的新发或再发传染病爆发性流
行，布尼亚病毒科病毒受到越来越多
的关注。曾有布尼亚病毒属的加利福
尼亚脑炎病毒引起加利福尼亚脑炎一］，
白蛉热病毒属的裂谷热病毒引起的裂
谷热’８］，内罗毕病毒属的克里米亚一刚
果出血热病毒引起的克里米亚一刚果
出血热一一以及汉坦病毒属的辛诺柏病

毒引起的汉坦病毒肺综合征“０＝等人
类严重疾病。布尼亚病毒科病毒在世
界各大洲均有分布，但自然宿主的地
理分布决定了病毒的地理分布，呈现
出明显的地理聚集特征。近几十年

来，不少布尼亚病毒科的病毒不但在
本地区的流行地理范围扩大，而且还
出现跨地区流行。
（１）布尼亚病毒属：布尼亚病毒属

是布尼亚病毒科中最大一属，包含
图２布尼亚病毒科病毒Ｓ、Ｍ和Ｌ片段的基因结构ｂ

１５０多种病毒，分为１８个抗原组，呈全
球性分布。蚊是本属病毒的主要宿主；另外，蠓、白

Ｎａｉｒｏｖｉｒｕｓ

Ｐｈｌｅｂｏｖｉｒｕｓ

蛉和蜱等也是本属部分病毒的宿主。本属病毒中具
有代表性的抗原组有布尼亚病毒组、按蚊Ａ组、
Ｂｗａｍｂａ组、Ｃ组病毒组、加利福尼亚脑炎病毒组和

Ｔｏｓｐｏｖｉｒｕｓ
Ｂｕｎｙａｖｉｒｕｓ

Ｓｉｍｂｕ病毒组（表１）。

自从１９４３年首次分离到布尼亚病毒后，发现这
Ｈａｎｔａｖｉｒｕｓ

类病毒广泛分布于泛撒哈拉非洲、美洲和欧洲等地，
并与人间发热病例相关ｋｌ，ｌｌｊ０但在亚洲仅在少数地

图３用布尼亚科病毒全长Ｌ片段核苷酸序列以邻位相连法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ｊｏｉｎ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构建的系统发生树

区发现布尼亚病毒，如Ｂａｔａｉ、Ａｋａｂａｎｅ和Ｉｎｇｗａｖｕｍａ

病毒。以往在美洲的蚊子中发现许多不同于布尼亚
病毒血清型的病毒。例如，１９５６年在美国犹他州的

尽管这些病毒的基因组大小不一，编码的蛋白质
大小也不相同，但总体而言不管在核苷酸还是氨基酸

蚊中分离到Ｃａｃｈｅ Ｖａｌｌｅｙ病毒，除分布于美国的大部
分地区外还存在于美洲以外的地区Ｌ１２，１３］。

水平，布尼亚科病毒的基因具有明显的相似性。从图３

加利福尼亚脑炎病毒组是一组重要的病毒，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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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引起脑炎症状而闻名。目前已发现病毒有拉格罗

症状。在人类主要引起发热和关节炎，一般临床症状

斯病毒、詹姆士城峡谷病毒、雪鞋野兔病毒、三线条

表现较轻。内罗毕病毒属多以蜱为媒介，地理分布广

状病毒、钥状石病毒和加利福尼亚脑炎病毒·¨１；其中

泛，在非洲、亚洲、澳洲、欧洲和美洲均有报道。

由拉格罗斯病毒引起加利福尼亚脑炎最为常见，其

（４）汉坦病毒属：汉坦病毒属是布尼亚科病毒惟

引起的脑炎又称为拉格罗斯脑炎。至今在美国的

一不以节肢动物为宿主的病毒属，目前国际病毒分

２８个州相继报道拉格罗斯脑炎Ｊ“。该病毒经蚊传

类委员会已明确了２３个型的汉坦病毒，其中汉滩病

播，流行于夏秋季；临床上表现为起病急、发热、头

毒（Ｈａｎｔａａｎ ｖｉｒｕｓ）、汉城病毒（Ｓｅｏｕｌ ｖｉｒｕｓ）、普马拉

痛、呕吐、定向障碍、惊厥或抽搐、瘫痪、昏迷以及脑

病毒（Ｐｕｕｍａｌａ ｖｉｒｕｓ）、多不拉伐一贝尔格莱德病毒

膜刺激征阳性等，潜伏期为５～１５ ｄ。临床上主要靠

（Ｄｏｂｒａｖａ—Ｂｅｌｇｒａｄｅ ｖｉｒｕｓ）等能引起人肾综合征出血

对症治疗，大多数患者预后良好，病死率低于ｌ％。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脑炎病毒也是儿童脑炎的常见

热（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ｉｃ ｆｅｖｅｒ ｗｉｔｈ ｒｅｎａｌ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ＨＦＲＳ）；
辛诺柏病毒（ＳｉｎＮｏｍｂｒｅｖｉｒｕｓ）、安第斯病毒（Ａｎｄｅｓ

病因，每年报道该病毒感染５０～１５０例。

ｖｉｒｕｓ）等能引起人病死率高达３０％以上的汉坦病毒

（２）白蛉病毒属：血清学可将该病毒属分为两组，

肺综合征（Ｈａｎｔａｖｉｒｕｓ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ＨＰＳ）；而

白蛉热病毒组（Ｓａｎｄｆｌｙ ｆｅｖｅｒ）和乌库尼米病毒组
（Ｕｕｋｕｎｉｅｍｉ）。其中白蛉热病毒组已发现５５个不同

希望山病毒（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Ｈｉｌｌ ｖｉｒｕｓ）、哈巴罗夫斯克病毒
（Ｋｈａｂａｒｏｖｓｋ ｖｉｒｕｓ）、符拉迪沃斯托克病毒

血清型，而乌库尼米病毒组已包含１３个血清型ｎ ６｜。某

（Ｖｌａｄｉｖｏｓｔｏｋ ｖｉｒｕｓ）、北海道病毒（Ｈｏｋｋａｉｄｏ ｖｉｒｕｓ）、

些白蛉热病毒与人类疾病密切相关，引起疾病的临床

泰国病毒（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ｖｉｒｕｓ）、索托帕拉亚病毒

症状从经典的白蛉热发热到脑膜炎、出血热等ｕ７ｔ１８Ｊ，
临床症状的严重程度取决于感染病毒的血清型。尤

（Ｔｈｏｔｔａｏａｌａｙａｍ ｖｉｒｕｓ）至今还不清楚是否能导致人
间疾病。不同地区由于宿主动物的不同，流行的汉

其是白蛉热病毒（Ｐｈｌｅｂｏｖｉｒｕｓｅｓ）、裂谷热病毒（Ｒｉｆｔ

坦病毒型别不同。由于不同型别的汉坦病毒有其相

ｖｉｒｕｓ）、托斯卡纳病毒（Ｔｏｓｃａｎａ ｖｉｒｕｓ）、白

对固定的宿主，病毒与宿主间存在一定的共进化关

Ｓｉｃｉｌｉａｎ）、白蛉热那

系ｃ２４】。近年来研究发现，除啮齿类动物外，食虫类动

不勒斯病毒（Ｓａｎｄｆｌｙ
Ｎａｐｌｅｓ）和蓬托罗病毒
（Ｐｕｎｔａｔｏｒｏ ｖｉｒｕｓ）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意义¨引。白

物也能携带汉坦病毒，而且不同种类动物间所携带

蛉热组病毒通常由感染节肢动物（白蛉、蚊、蠓等）叮

我国早在１０００多年前的医书中就有类似ＨＦＲＳ

ｖａｌｌｅｙ ｆｅｖｅｒ

蛉热西西里病毒（Ｓａｎｄｆｌｙ

ｆｅｖｅｒ

ｆｅｖｅｒ

咬传播人类，但裂谷热病毒也可经气溶胶传播’１

病毒的遗传差异更大。

９｜。

的描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欧亚大陆开始有该病的

白蛉热病毒在节肢动物体内繁殖，经垂直（卵）传播，

报道。前苏联１９３２年首先对该病例进行描述；驻扎

通过叮咬可感染家养及野生动物，但脊椎动物在病

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侵略军中也发现该病，据统

毒繁殖及与自然界的循环过程中几乎不起作用１．１９．１。

计病死率高达３０％。１９５１—１９５３年朝鲜战争时，部

乌库尼米组病毒经由蜱传播。１ ６｜，尽管人群中能检测

署在朝鲜韩国边界的联合国部队有３０００多例急性发

到抗乌库尼米病毒的抗体，但至今尚未发现能引起

热性疾病患者，大约有ｌ／３表现出血症状，并有５％～

人类疾病。另外，由于乌库尼米组病毒与白蛉热组

１０％的病死率，当时被称为朝鲜出血热。后统一命名

病毒的遗传差异较大，加上传播媒介不同，曾有人认

为ＨＦＲＳ。此后很多国家都报道有该病的发生和流

为该病毒应为布尼亚病毒科的一个属。

行旧５埘］。１９７８年Ｌｅｅ等［２７０从黑线姬鼠中首次分离到

白蛉病毒属中的白蛉热病毒、裂谷热病毒等至少

汉坦病毒，随后的研究证实该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

２８种病毒，主要由白蛉传播，其中一部分也能从蚊中分

科。目前世界上有３０多个国家都存在ＨＦＲＳ，主要

离到。许多脊椎动物（特别是啮齿类动物）可被感染，

分布在欧亚大陆，发病最多的是中国、俄罗斯、韩国、

尤其是裂谷热病毒不但能经常导致人间疫情暴发∞】，

芬兰、挪威、瑞典、丹麦等国。

感染家畜后引起羊流产等疾病，严重影响畜牧业。

１９９３年美国首次暴发肺综合征出血热，随后查

（３）内罗毕病毒属：该属病毒可分为７个血清组，

明该病的病原为一新型的汉坦病毒（辛诺柏病毒），

至今已查明其中的５种病毒与人类疾病相关，能导致
严重疾病的主要是克里米亚一刚果出血热组病毒。

并把该病命名为ＨＰＳ¨引。此后在美国的多个地区和

１９４０年代中期在克里米亚半岛，当地农民出现严重出

加拿大，南美洲的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巴
拉圭、乌拉圭，中美洲的巴拿马等国家发现类似的汉

血热疫情，病死率约１０％，由此命名为克里米亚一刚果

坦病毒怛８｜，以及报道由这些病原体导致人间ＨＰＳ疫

出血热（Ｃｒｉｍｅａｎ

情。我国至今尚未发现这类病毒及ＨＰＳ。
２．我国已发现的布尼亚病毒及相关疾病：尽管
布尼亚病毒科种类如此之多，在全世界范围内分布

Ｃｏｎｇｏ 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ｉｃ

ｆｅｖｅｒ，ＣＣＨＦ）。

后经研究发现是由克里米亚一刚果出血热病毒
（ＣＣＨＦＶ）引起泣“矧，以发热、出血为典型症状。内罗毕
羊病病毒可引起家畜严重疾病正引，主要表现为肠胃炎、

广泛，能引起多种疾病，但在我国至今仅发现汉坦病

肾小球肾炎以及明显的贫血和血蛋白量减少等临床

毒属、内罗毕病毒属及其相关的疾病：ＨＦＲＳ（我国早

巾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１０ｆｔ第３ｌ卷第１０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１０

先称为流行性出血热）和ＣＣＨＦ（我国称为新疆出血

［２］ １’ｅｓｈ Ｒ．Ｂｅａｔｙ Ｂ．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ｓｅｒｏｇｒｏｕｐ ｖｉｒｕｓｅｓ

热，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ｉｃ ｆｅｖｅｒ，ＸＨＦ），这可能与我
国传染病的实验室诊断能力不足以及对动物源性病

［３］

［４］

原体的生态学、进化及分子流行病学研究不够有关。
我国是受汉坦病毒危害最为严重的国家，年发
病人数与死亡人数居各国之首。最初于１９３１年在

［５
［６

岭地区出现暴发后，才开始进行全面的流行病调

斯克病毒和沅江病毒）ｆ２９】，但仅发现由汉滩病毒和汉
城病毒引起的人ＨＦＲＳ。ＨＦＲＳ疫情几乎遍布全国
各地，虽经过多年的综合防治，年发病率和病死率有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Ｚｉ ＤＹ．Ｃｈｅｎ ＢＯ．Ｙｕ ＹＸ．Ａｒｂｏｖｉｒｕｓ ａｎｄ Ａｒｂｏ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Ｙｕｎｎ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１ ９９５：２５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自谨ｚ；，陈们权，俞水新．虫媒病毒与虫媒病毒病．昆明：厶南科
技ｆｌ；版社，１９９５：２５９．
Ｈａｍｍｏｎ ＷＭ．Ｒｅｅｖｅｓ ＷＣ．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ｅｎｃｅｐｈｌｉｔｉｓ ｂｉｒｕｓ。ａ ｎｅｗｌｙ

重视。直到１９５５年，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和陕西秦

毒、汉城型病毒、大别山病毒、北海道病毒、哈巴罗夫

１９７７．２１（３）：１０８５一１０９３．
Ｄａｖｉｄ ＭＫ．Ｐｅｔｅｒ ＭＩ Ｉ．Ｆｉｅｌｄｓ ｖｉｒｏｌｏｇｙ．５ ｅｄ．Ｌｉｐｐｉｎｃｏｔｔ

＆Ｗｉｌｋｉｎｓ．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２００７．

黑龙江流域的中、苏边境地带发现ＨＦＲＳ，但未受到

查。我国至今已发现７个型的汉坦病毒（汉滩型病

ｉｎ

Ｂｉｏｌ Ｒｅｓ．１ ９８３：６７—７５．
Ｌｅｄｎｉｃｋｙ ＪＡ．Ｈａｎｔａｖｉｒｕｓｅｓ：ａ ｓｈｏｒｔ ｒｅｖｉｅｗ．Ａｒｃｈ Ｐａｔｈｏｌ Ｌａｂ Ｍｅｄ，
２００３，１２７（１）：３０－３５．
Ｈｅｗｌｅｔｔ ＭＪ，Ｐｅｔｔｅｒｓｓｏｎ ＲＦ．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Ｄ．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ｆｏｒｉｌｌｓ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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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Ｐｒｏｇ Ｃｌｉｎ

［８］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ａｇｅｎｔ．Ｉ．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ｎ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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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ｄ ｉｍｍｕｎｏｇｅｎｓ．Ｐｒｏｇ Ｃ１ｉｎ Ｂｉｏｌ ＲＰｓ，ｌ ９８０，
４７：１７９一１９１．

［９］ Ｃｈｕｍａｋｏｖ
［１０』

［１Ｉ］

Ｂｏｍｅ

大幅度下降，但我国仍是全世界年发病人数最多的

ＭＰ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ｖｉｒｕｓ ｈａ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ｉｃ ｆｅｖｅｒｓ．Ｊ

Ｈｙｇ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 ｌｍｍｕｎ０１，１９６３，７：１２５一１３５．
Ｎｉｃｈｏｌ ＳＴ，Ｓｐｉｒｏｐｏｕｌｏｕ ＣＦ，Ｍｏｒｚｕｎｏｖ Ｓ，ｅｔ ａ１．Ｇｅｎｅｔ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ｈａｎｔａｖｉｒｕ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ｉｌｌｎｅｓ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３．２６２（５ｌ ３５）：９１４—９１７．
Ｔｈｅｉｌｅｒ Ｍ，Ｄｏｗｎｓ ＷＧ．Ｂｕｎｙａｍｗｅｒａ ｓｕｐｅｒｇｒｏｕｐ．Ｔｈｅ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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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３：２０９—２６２．
Ｃ‘ａｌｉｓｈｅｒ ＣＨ．Ｆｒａｎｃｙ ＤＢ．Ｓｍｉｔｈ ＧＣ，ｅｔ ａ１．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ｎｙａｍｗｅｒａ ｓｅｒｏｇｒｏｕｐ ｖｉｒｕｓｅｓ ｊ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９５６—１９８４．
ｖｉｒｕｓｅｓ ｏｆ

Ｐｒｅｓｓ．１

国家，病死率维持在１％左右。由于我国啮齿类和食

［１２］

虫类动物种类繁多，地理分布广泛，可能自然界中仍

有许多新型汉坦病毒有待发现。
ＣＣＨＦ仅发现于我国新疆的南疆部分地区。

Ａｍ ＪＴｍＤＭｅｄ Ｈｙｇ，１９８６，３５（２）：４２９－４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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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ｂｏｒｎｅ ａｇ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１ ９５９．１ ３０：１ １ ８７一１１ ８８．

［１３］ Ｈｏｌｄｅｎ

［１４］

１９６５年新疆发生发热伴出血症状的患者，称为
ＸＨＦ。１９６６年分离出病毒，称为新疆出血热病毒
（ｘＨＦＶ），后经形态学和血清学研究证明其与
ＣＣＨＦＶ一致一０｜。尽管在其他省份的家畜中查到了

【１５］
１６

１７

抗ＣＣＨＦＶ抗体，但至今未检测到病原的存在。
３．我国河南等省新发蜱传病毒性疾病：２００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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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省发现一例临床诊断为“出血热”的患者，后

该患者死亡，而４名参与诊治的医护人员和５名陪伴
亲属均被传染，诊断为人粒细胞无形体病。２００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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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卫生部颁发了《人粒细胞无形体预防控制指南》。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在河南和湖北省交界地区，发现一批

Ｄｉｓ．２００２．８（２）：１３８一１４４．

分重症病例因多器官衰竭而死亡。实验室检测发现

［２２］
［２３ Ｊ

这些病例的多项生化指标不正常，如白细胞、血小板

数量减少，肝功能检测转氨酶升高等。中国疾病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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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上类似于无形体病病例。这些病例表现为起热
急、乏力、恶心、呕吐、头痛，甚至出血等临床症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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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ｅ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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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与当地疾病预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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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研究人员合作，采用血清学和分子生物学方法

［２５］

筛查埃立克体、无形体及斑疹伤寒、斑点热、Ｏ热、恙

［２６］ Ｇａｊｄｕｓｅｋ

ＮａｔｉｏｎｓＨｅａｌｔｈ．１９５３．４３（１０）：１３２７—１３３０．
ＤＣ．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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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 ｈｙｐｅｒｅｎｄｅｍｉｃ ｇｏｉｔｅｒ ｉｎ
ｏｆ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Ｎｅ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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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病病原体，排除了立克次体类病原体引起的感染，
发现可能是通过蜱传播的一种新型布尼亚科病毒感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１９６２．２９：３４５—３６２．

［２７］

体报道广受关注，引发民众恐慌。我国幅员辽阔，地
理生态条件复杂，蜱、蚊、獠等节肢动物种类繁多，随
着疾病与媒介生物监测的深入，可能会发现更多的新
病原体。蜱传传染病的重要性应该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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