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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缅甸输入新型麻疹病毒（ｄｌ １基因型）
引发暴发疫情的调查分析
庞颜坤李立群丁峥嵘彭敏朱元清王正有李艳
【摘要】

目的研究缅甸输入新型麻疹病毒（ｄ１１基因型）导致暴发疫情的相关因素及阻断传

播的有效策略和措施。方法应用流行病学方法进行现场暴发调查。结果云南省孟连县４个
乡镇（６６％）报告麻疹１５例，６月龄至５岁儿童７例，２例有麻疹疫苗（ＭＶ）免疫史；２１—４９岁８例，免
疫史均不详。缅甸入境人员就诊１４例，年龄ｌＯ月龄至１３岁．仅１例接种过ＭＶ。除１例缅甸病例

未采到标本外，其余２８例患者麻疹ＩｇＭ抗体均为阳性，有６例标本检测到麻疹病毒核酸。扩增后测
序为麻疹病毒ｄｌｌ基因型，为缅甸输入的ｄｌｌ基因型野病毒。ＭＶ接种率和抗体水平调查１８４人，

接种率６１．９６％。麻疹ＩｇＧ抗体阳性率８７．５０％。及时开展ＭＶ应急接种，麻疹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结论境外输入麻疹病例可以引发境内麻疹流行，预示云南省消除麻疹面临巨大困难和挑战；应

急接种ＭＶ可以阻断传播，说明目前使用的ＭＶ对预防ｄｌｌ基因型麻疹病毒感染同样有效。
【关键词】麻疹病毒；暴发疫情；缅甸输入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Ｍｙａｎｍａｒ

ｏｎ

ａｎ

ＰＡＮＧ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ｍｅａｓｌｅ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ｎｅｗ ｖｉｒｕｓ（ｄｌ １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ｉｍｐｏｒ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Ｙａｎ·ｋｕｎ、。１．２ Ｌｉ－ｑｕｎ、，ＤＩＮＧ

Ｚｈｅｎｇ－ｒｏｎｇ、，ＰＥＮＧ Ｍｉｎ、。ｚＨＵ

Ｙｕａｎ－ｑｉｎｇ。２．ＷＡＮＧ

Ｚｈｅｎｇ－ｙｏｕ３，Ｕ Ｙａｎ’．１ ｙｈｎ，Ⅵ凡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Ｋｕｎｍｉｎｇ ６５００２２．Ｃｈｉｎａ；
２ Ｐｕｅｒ 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３ Ｍｅｎｇｌｉ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ＤＩＮＧ Ｚｈｅｎｇ－ｒｏｎｇ．Ｅｍａｉｌ：ｙｎｍｇｋ＠ｌ ２６．ｃｏｒ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Ｏｔｌｖｅ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ｉ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 ｍｅａｓｌｅｓ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ｖｉｒｕｓ（ｄ ｌｌ ｇｅｎｏｔｙｐｏ）ｆｒｏｍ Ｍｙａｎｍａｒ ａｎｄ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ｎ．ｓｉｔ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Ｗ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ｆｏｕｒ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ｓ

ｎｅｗ

（６６％）ｉｎ Ｍｅｎｇｌ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１ ５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ｍｅａｓｌｅｓ．ｗｉｔｈ ７ ｃａｓｅｓ ａｇｅｄ ６ ｍｏｎｔｈｓ ｔｏ ５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２
ｃ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ｍｅａｓｌｅｓ ｖａｃｃ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Ｖ）．Ａｎｏｔｈｅｒ ８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ｃａｓｅｓ

ｗｅｒｅ ２ｌ

ｔ０ ４９ ｙｅａｒ－ｏｌｄｓ ｂｕｔ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ｕｎｃｌｅａｒ．１４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ｌｅｓ ｃ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Ｍｙａｎｍａｒ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ｃａｍ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ａｇｅｄ ｌ ０ ｍｏｎｔｈｓ ｔｏ ｌ ３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ｗｉｔｈ ｏｎｌｙ ｏｎｅ ｃａｓｅ ｈａｄ ｅｖｅｒ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ｏｎ

ＭＶ ｖａｃｃｉｎ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ａｌｌ ｔｈｅ ２９ ｃａｓｅｓ，ｅｘｃｅｐｔ ｆｏｒ

ｏｎｅ

ｃａｓｅ

ｗｈｏ ｄｉｄ ｎｏｔ

ａｄｏｐ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Ｍｙａｎｍａｒ。ｔｈｅ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２８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ｍｅａｓｌｅｓ ＩｇＭ 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６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ｍｅａｓｌｅｓ
ｖｉｒｕｓ ＲＮＡ ｗｅｒｅ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ｗｅｄ ｇｅｎｏＷｐｅ ｄｌ １．ａｎｄ Ｗａ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Ｍｙａｎｍａｒ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 ｗｉｌｄ ｖｉｒｕｓ．１ ８４ ｐｅｏｐｌ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ｔｈｅ ＭＶ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ａ ｒａｔｅ ｏｆ ６ １．９６％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ｒｕｍ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ａ

ｍｅａｓｌｅｓ ＩｇＧ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８７．５０％．Ｍｎａｉｌｅｒ ＭＶ ｅｍｅｒｇｅｎ“

ｖａｃｃ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ｔｉｍｅｌｙ ｉｎ ｔｈａｔ ＣＯＲｎｔｙ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ｍｅａｓｌｅｓ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ｌｅｓ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Ｗａ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ＳＯ

ｆｒｏｍ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ｏｌｉｎｔｒｉｅｓ ｍｉｇｈｔ Ｉｃａｄ

ｔｏ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ａｓｌｅｓ ｉｎ ｏｕ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ｔ ｖａｃｃ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Ｖ
ｃｏｕｌｄ 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Ｏｕ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ＭＶ Ｗａ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ｄ ｌｌ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 ｍｅａｓｌｅｓ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Ｍｅａｓｌｅｓ ｖｉｒｕｓ；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Ｍｙａｎｍａｒ

ｉｎｐｕｔ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４日至１２月１５日，云南省孟连县
发生一起由缅甸入境就诊麻疹病例引发本地暴发疫
情。现将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和控制措施报告如下。

材料与方法
１．疫情调查：由云南省、市、县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ＣＤＣ）组织流行病学专业人员对病例进行个案调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 １．０１．００５
作者单位：６５００２２昆明．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庞颜坤、李立群、
丁峥嵘、彭敏）；普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朱元清）；孟连县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王正有、李艳）
通信作者：丁峥嵘．Ｅｍａｉｌ：ｙｎｍｇｋ＠１２６．ｃｏｍ

查和实验室诊断；对麻疹流行乡镇进行接种率调查
和麻疹血清抗体水平调查。
２．抗体检测：采用ＥＬＩＳＡ抗体捕捉法检测病例
的麻疹和风疹ＩｇＭ抗体（试剂购自珠海海泰生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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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有限公司）；用ＥＬＩＳＡ间接法检测麻疹ＩｇＧ抗体
（试剂购自德同维润／赛润研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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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史不详。④职、他分布：缅甸入境病例学龄前儿
童６例、学生８例；本地病例学龄前儿童７例、农民４

３．病毒分离：采集病例尿（咽拭）标本接种于

例、干部２例、其他２例。

Ｖｅｒｏ—ＳＬＡＭ细胞，分离麻疹病毒。分离的病毒及标

３．实验室检测：

本送中国ＣＤ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同家麻疹实验窒

（１）血清学检测：采集缅甸入境病例血标本１３人

用反转录一聚合酶链反应（ＲＴ－ＰＣＲ）检测核糖核酸

份（仅１例未采到血标本），本地病例血标本１５人份，

（ＩⅢＡ），进行病毒基冈刑别鉴定。

麻疹ＩｇＭ抗体均为阳性。检测９例无ＭＶ免疫史的

４．统计学分析：所有数据采用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软件
进行统计处理。
结

缅甸入境病例ＩｇＧ抗体，５例为阳性；６例本地病例，３
例ＩｇＧ抗体阳性，其中ｌ例既往有明确ＭＶ免疫史。
（２）病原学检测：采集６例本地患者标本（６份咽

果

拭、４份尿液、３份抗凝血液），其中ｌ份尿液经省级麻

１．流行概况：孟连县位于云南省西南边陲，总人

疹网络实验室进行病毒分离，结果为阳性。分离出

口１２．３４万人。全县辖３乡３镇，其中有４个乡（镇）

的病毒和其余１ｌ份标本（另有２份标本废弃）送至国

与缅甸掸邦第二特区（佤邦）接壤，国境线长

家麻疹网络实验室，均检测到病毒核酸。

１３３．３９９

ｋｍ。本次疫情共报告麻疹疑似病例２９例，

４．人群免疫状况：

其中由缅甸入境就诊１４例，本地病例１５例，无死亡

（１）分地区差异：在口岸及县城所在地、农村、

病例；疫情波及４个乡（镇）的１０个行政村。病例均

流动人群聚居地，进行ＭＶ接种率调查和麻疹ＩｇＧ

出现发热、咳嗽、皮疹症状，部分病例有结膜炎和口

抗体检测，共调查采集血清标本１８４人份，结果不同

腔黏膜斑，有２８例麻疹ＩｇＭ抗体阳性。根据临床症

区域人群Ｉ＇ＨＪ ＭＶ接种率和抗体水平的差异均有统计

状和实验室结果，可确定为一起麻疹暴发疫情。

学意义（接种率：Ｚ２＝３５．９５，Ｐ＜０．０１；抗体水平）Ｃ２＝

２．流行病学调查：

８．３３，Ｐ＜０．０５），见表ｌ。

（１）首发病例：缅甸籍首发病例男性ｌ岁。２００９

表１云南省孟连县不同区域人群ＭＶ接种率
和抗体水平状况调杏

年ｌＯ月１０日发热，１２日出疹，并相继出现麻疹典型
症状，于１４日经芒信边境口岸到我国孟连县医院就
诊，实验室确诊为麻疹，感染途径不详，无麻疹疫莳
（ＭＶ）免疫史。本地首发病例男性３７岁，户籍盂连
县娜允镇娜允村，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４ Ｈ发热，９

Ｈ ｆ｝｛疹．并

伴咳嗽、卡他症状和结膜炎，该患者在发病前到过盂
连县医院与出疹性病例有过接触，ＭＶ免疫史不洋：

（２）分年龄人群差异：ｌ～１４、１５～３４和３５—６０

（２）流行特征：①时间分布：１０月１４日｝ｎ现１例

岁人群，各年龄组间ＭＶ接种率和抗体水平的差异

缅甸入境首发病例，随后（２２、２５日）各出现ｌ例．均

均存在统计学意义（接种率：）ｃ２＝６５．３５，Ｐ＜Ｏ．０１；抗

为缅甸入境病例。１１月ｌ一３０日报告２ｌ例，其中缅

体水平：）［２＝６．５５，Ｐ＜Ｏ．０５），见表２。

甸入境１０例，本地病例ｌｌ例。１２月ｌ—１５日报告５

表２云南省孟连县不同年龄人群ＭＶ接种率

例．其中缅甸入境ｌ例，本地病例４例。１２月１５日

和抗体水平状况涌查

以后无病例发生。②地区分布：缅甸入境就诊１４例
麻疹病例，其中７例为中国国籍在缅甸长时间居住
（＞３个月），分布于缅甸贺岛班（７例）、勐片（３例）、
邦康市（３例）、东乐（１例）。本地病例１５例，分布于
孟连县娜允镇（９例）、芒信镇（３例）、景信乡（２例）、
公信乡（１例）。③人群分布和免疫史：缅甸入境病

５．疫情处置：

例发病年龄最小为１０月龄，最大１３岁，除１０月龄ｌ

（１）应急接种：首例病例１０月１４日由缅甸入境

例接种过ｌ剂次ＭＶ外。均无免疫史。本地病例最

就诊，医院及时报告，ＣＤＣ完成个案调查和血标本采

小为６月龄，最大４９岁。６月龄３例、１０月龄ｌ例无

集；１１月４日出现本地病例，在ＭＶ接种率和抗体水

免疫史；２—５岁３例中２例有免疫史；２１～４９岁８例

平相关调查基础上，对全县８月龄至４０岁以下人群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１年１月第３２卷第１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０１．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Ｖ０１．３２．Ｎｏ．１

应急接种ｌ。７万人，１２月１５日后再无麻疹病例报告。

·１９·

染。另ｌ例接种过２剂次麻疹疫苗，ＩｇＧ抗体阳性，

（２）病例监测：本次报告的２９例麻疹疑似病例，

但是仍然感染了麻疹病毒，分析原因可能是ｄｌｌ基

全部完成病例个案调查并及时录入“专病／单病监测

因型麻疹病毒毒力相对较强，其次是个体保护性抗

信息报告管理系统”，除ｌ例境外病例未采集到血标

体滴度偏低．不足以抵御病毒侵袭。

本外，其余２８例血清麻疹ｌｇＭ抗体均为阳性，其中６

麻疹病毒一直被认为遗传稳定，只有一个血清

例本地患者标本（咽拭、尿液、抗凝血液）检测到病毒

型。但是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至９０年代，世界各地

核酸。

陆续分离到的麻疹野毒株，与五六十年代的病毒以
讨

论

及目前广泛应用的疫苗株相比，出现了抗原性及生
物学特性上的差异ｂＪ】，但这种量的差异还远不能说

本次从孟连县麻疹病例标本中分离到的麻疹病

明病毒免疫原性及其功能发生了质的改变。孟连县

毒，经国家麻疹实验室证实为ｄｌｌ基因型病毒…，该

发生本土病例后，进行疫苗应急接种，疫情得到迅速

型别病毒为全球首次证实引起疾病暴发，此前澳大

控制。应急接种效果和病例年龄／免疫史说明，目前

利亚曾报道从东南亚地区输入Ｄ７基因型类似株。

我国免疫用ＭＶ对预防ｄｌｌ基因型麻疹病毒感染同

随着许多国家广泛开展麻疹病毒检测以及控制和消

样有效，只是要达到全人群麻疹免疫力≥９５％才能

除麻疹策略的实施，对不同年代自然界流行的麻疹

阻断病毒传播。

病毒株基因型有更多了解，通常在同一时期流行的

随着云南省边境贸易繁荣，人口流动日益频繁，

麻疹病毒基因型几乎一致【２】。我国自１９９５年起，经

麻疹病毒输入引起暴发和流行的潜在威胁不断加

２０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连续８年的病毒学监测证

大，预示消除麻疹将面临巨大的困难和挑战。因此，

实．Ｈｌ型是中国本土优势基因型口１，尽管其间曾监

与缅甸接壤的边境县市，要加强入境就诊麻疹疑似

测到由越南、泰国、法国输入的Ｈ２、Ｄ９、Ｄ４基因型

病例的监测管理和病原学检测，同时要建立境内牢

麻疹病毒，但从无其他型别麻疹病毒的报道。云南

固的麻疹免疫屏障，继续探索控制ｄｌｌ基因型麻疹

省自２００４年起开展麻疹病原学监测，从多起麻疹暴

病毒传播扩散的有效策略和措施。

发现场和医院监测病例中采集标本，至今已分离出
２８株云南省本土麻疹野病毒，送中国ＣＤＣ国家麻
疹实验室经ＲＴ－ＰＣＲ及基因序列分析鉴定。为麻疹
病毒Ｈ１型［４】。因此，ｄｌｌ基因型麻疹病毒被认为是
在缅甸或邻近国家循环的新型麻疹野病毒…。通过
缅甸入境病例输入。对我国而言，是一种新型别的输
入麻疹病毒。
境外输入病毒或病例。在低免疫力地区会引发
本土暴发疫情。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孟连县在ｌＯ月
１４日就陆续有缅甸麻疹病例入境就诊，１１月发生本
地麻疹暴发，而且从本地无免疫史的６月龄患儿标
本中分离到ｄｌｌ基因型麻疹病毒。流行病学和病原
学均证明孟连县该起麻疹暴发是从缅甸输入病例后
引起的。病例中有明确免疫史者境外病例占７％，本
地病例占１３％；群体性ＭＶ接种率和麻疹抗体阳性
率分别为６１．９６％、８７．５０％，说明该县麻疹高发地区
人群免疫力明显低于９５％，是出现输入后暴发疫情
的主要原因。

疫苗接种是预防麻疹最有效的手段，一般要完
成２剂次接种，才能确保免疫成功。暴发的本地病
例中。１例接种过ｌ剂次麻疹疫苗，ＩｇＧ抗体阴性，属
原发性免疫失败，遇ｄｌｌ麻疹野病毒后，产生显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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