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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恙虫病流行态势及预防控制
张萌王显军赵仲堂
滁州”“、六安““，２００８年在蚌埠““、阜阳“７相继出现恙虫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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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以上证据表明，我国恙虫病流行区域已自长江以南向
北、向西扩散至全国大部分地区。

我国恙虫病的流行形式分夏季型、冬季型、秋冬型和全
年型四种。长江以南地区流行季节以夏季为主。而长江以北
地区流行形式主要为秋冬型。秋冬型恙虫病作为我国北方
地区的一种新传染病，有迅速蔓延之势，山东、江苏、天津、山

西、河北、江西、河南、安徽等地均已发现秋冬型恙虫病感染
或流行。同时，在秋冬型恙虫病疫区内也不断发现新的疫源

地。典型的如山东省，自１９８６年在蒙阴县首次发生恙虫病
流行后，其流行范围迅速扩大至临沂的大部分地区和日照的
五莲、莒县等地“副；而后疫源地又向西北方向延伸，１９８８年
１０月在济南市东郊发生恙虫病流行，波及５７个自然村ｎ“。

恙虫病是由恙虫病东方体（Ｏｒｉｅｎｔ／ａ ｔｓｕｔｓｕｇａｍｕｓｈｉ，ｏｔ）感

山东省恙虫病疫区原仅局限在临沂和济南两地，然而１９９６—

染所致的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鼠类为其主要贮存宿主，恙

２０００年济宁㈣】、莱州Ｌ２１ Ｊ、肥城∞１、青州担到等地相继暴发恙虫病

螨为传播媒介。临床表现以突发高热、淋巴结肿大、溃疡、皮

疫情。据山东省疾病报告信息系统（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疹、肺炎、脑膜炎等为特征，严重者可致死亡“１。该病广泛流

Ｒｅｐｏｔｔ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ＤＲＩＳ）自２００６年至今的监测

行于亚洲太平洋沿岸地区，覆盖范围从阿富汗到中国、朝鲜

结果显示，山东省恙虫病疫情已波及济南、青岛、淄博、烟台、

半岛、匿南太平洋群岛及澳大利亚北部。我国属于重点疫区

潍坊、济宁、泰安、威海、日照、莱芜、临沂、滨州、聊城、东营１４

之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恙虫病流行范围迅速扩大，流行

个地（市），约占全省８０％的广大地区。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强度不断增加。迄今，我国至少已在２７个省（直辖市、自治

２．流行强度呈上升趋势。随着恙虫病流行范围的扩大，

区）的人群中发现恙虫病感染与流行。恙虫病的预防控制是

其流行强度明显呈上升趋势。历史疫情资料显示，２０世纪

我国传染病预防控制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就该病的流行现

８０年代初期全国发病数在１０００例左右，１９８６年以后年发病

状、研究进展及预防控制有关问题予以综述。

数均在２０００例以上，长江以南地区恙虫病流行高峰持续不

一、流行现状

下Ｌ…。１９９０年取消恙虫病疫情报告后。无法获得全国的统计

１．疫区呈全国分布，秋冬型恙虫病在北方地区蔓延迅

数据，但据文献报道，疫情总体上呈明显上升趋势。唐天开

速。恙虫病在我国原仅限长江以南广大地区流行，东至台

等口副报道，】９９９年南海某岛屿发生恙虫病流行，患病率高达

湾、福建，西至云南、四川和西藏南部，南至海南、广东和广

２３．７７％。虞华珍等Ⅲ。报道，２００６年广州市某村暴发恙虫病疫

西，北至浙江和湖南诸省区ｉ２１。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始，长江以

情，罹患率高达３３．３０％。江苏省盐城市通过疫情报告系统于

北恙虫病新疫区不断被发现和证实，山东…、江苏…、天津旧１

２００６年１０—１２月报告１４９例恙虫病病例川。刘运喜等∞１报

以及东北三省…相继发现恙虫病自然疫源地。截至２０００年，

告山东省费县自首次发生恙虫病流行后，病例逐年增多，偶

恙虫病疫源地已向北扩散到北纬４９。３０’的嫩江地区”１。内陆

有暴发，１９９４—１９９７年年发病率为４１／１０万～１０９／１０万；１９９６

地区诸省陆续发现新的恙虫病疫区。８０年代初在新疆．ｓ１、

年秋季平邑县暴发恙虫病疫情，罹患率为６．９５％∞１。山东省

１９９４年在甘肃【９，分别通过血清流行病学调查证实当地人群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过ＳＤＲＩＳ于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分别报告恙

存在仇感染；１９９５年和１９９７年山西ｔｔｏｉ、河北…３先后发生恙

虫病病例２１３、２３５、３４８和２２７例，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至１２月２

虫病疫情；１９９８年９月江西省首次发现恙虫病病例“２’；２００５

日累计报告病例２４４例。恙虫病在我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均

年秋季该病在河南省淮滨县发生暴发“列；２００７年在安徽省

属法定报告传染病。澳门报告病例较少，于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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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各报告ｌ例恙虫病病例。香港自２００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０年９

月累计报告恙虫病１１７例ｍ Ｊ。台湾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年

作者单位：２５００１２济南。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

报告病例数６０例以上，１９９２年以后病例报告数逐年增加，均

学研究所（张荫、赵仲堂）；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王显军）

超过１００例，而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两年报告恙虫病病例共计

通信作者：赵仲堂。Ｅｍａｉｌ：ｚｔｚｌｕｔｏ＠ｓｄｕ．ｅｄｕ．ｃｎ

２７３２例…。

３．疫源地类型多样化。恙虫病原分布于我国长江以南
的热带、亚热带和西南高海拔地区，按气候特征划分为热带

此可见．在恙虫病疫区的形成和扩散过程中，仍基因出现了
一定程度的变异。

疫区、南亚热带疫区、中亚热带疫Ⅸ和横断山谷疫区Ｄ“。

２．宿主动物：迄今，我国发现存在ｏｆ自然感染的哺乳动

１９８０年以后。恙虫病疫源地北移，跨越热带、亚热带、暖温带、

物包括啮齿目１８种、食虫目３种和部分家养动物。其中密度

中温带４个温度带和１个高原气候Ｉ）（。缘其自然地理环境和

高、带螨率和带螨指数高，有仇自然感染的优势种是主要的

气候条件差距甚大，生物群落组成各异，疫源地类型更加复

宿主动物，包括鼠属中的黄毛鼠、黄胸鼠、褐家鼠、社鼠和大

杂多样。为方便对恙虫病的流行病学研究，１９９５年于思庶、

足鼠；小家鼠属中的小家鼠；板齿鼠属中的板齿鼠；姬鼠属中

范明远等在全国恙虫病研讨会上提出以北纬３ｌｏ和北纬４０。

的黑线姬鼠和大林姬鼠；仓鼠属中的大仓鼠；嗣鼯属中的臭

为界将恙虫病自然疫源地划分为南方疫源地、过渡疫源地和

鼢黯；以及麝鼢属巾的大麝嗣等㈨］。山东地区恙虫病疫Ⅸ的

北方疫源地三型。鉴于高原地区的生态学特性，后又分出第

鼠类至少存在２目３科５属７种，已知的恙虫病贮存宿主有黑

四种疫源地类型——即高原气候区疫源地，包括西藏、新疆南

线姬鼠、大仓鼠和褐家鼠。近年我们从山东地区小家鼠中首

疆、青海、四川西部、甘肃南部以及云南北部的一些地区Ⅱ“。

次检测到仇¨“，推测小家鼠可能是当地恙虫病一种潜在的贮

另外，疫源地类型亦可根据地理景观划分。如恙虫病在福建、

存宿主。

浙江、江苏三省存在景观具有代表性的三型恙虫病自然疫源

３．媒介恙螨：恙螨是目前已知传播恙虫病的惟一媒介。

地，分别为沿海岛屿型、内陆山林型和内陆平原丘陵型ｍ１，而

我国最早在浙江地Ⅸ发现地里纤恙螨为恙虫病的传播媒介，

山东地区属于山前冲积平原型和低山丘陵型疫源地。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相继在东矶列岛、浙南山区和福建省平潭地

二、疫源地构成要素的研究

区发现新的媒介恙螨——海岛纤恙螨、高湖纤恙螨和微红纤

１．病原体：ｍ抗原型别具有多样性特点。国际标准参考

恙螨，而后证实福建省冬季恙虫病疫区和长江以北秋冬型恙

株有Ｋａｒｐ、Ｋａｔｏ和Ｇｉｌｌｉａｍ ３型∞】。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泰国分离

虫病疫区的优势螨种小盾纤恙螨以及湘两恙虫病疫区的优

出ＴＡ６７８、ＴＡ７６３、ＴＡ６８６、ＴＡ７１６、Ｔｉｌｌ８１７五种血清型ｍ１；而

势螨种吉首纤恙螨，亦属于恙虫病的传播媒介。其中，地里

后，日本从恙虫病患者中分离出Ｉｒｉｅ、Ｈｉｒａｎｏｂ”、Ｋｕｒｏｋｉ¨”、

纤恙螨和小盾纤恙螨分别是夏季型和秋冬型恙虫病的主要

Ｓｈｉｍｏｋｏｓｈｉ、Ｉｋｅｄａ、Ｙａｍａｍｏｔｏｍ Ｊ、Ｋａｗａｓａｋｉ【柏】、Ｓａｉｔａｍａ…型

媒介螨种。除以上６种已确证的媒介恙螨外，我国报告分离

等新型株；韩国发现Ｂｏｒｙｏｎｇ株｜４２’和Ｙｏｎｃｈｏｎ株【４副；澳大利

出仇的恙螨还有苍白纤恙螨、于氏纤恙螨、东方纤恙螨、须纤

亚分离到Ｌｉｔｃｈｆｉｅｌｄ型和Ｃｈｕｔｏ株…朋１；中国台湾地区发现新

恙螨、临淮岗纤恙螨、英帕纤恙螨、印度囊棒恙螨、中华无前

型Ｈｕａｌｉｅｎ－Ａ株㈨。Ｋｅｌｌｙ等【４７１对２７１条仍的５６ ｋＤ抗原（Ｓｔａ
５６ ｋＤ）基因序列同源性的系统发生分析表明，所选Ｄ￡株分属

东省恙螨至少存在３亚科６属１７种，我们以往在临沂（山东

于Ｋａｘｐ－ｒｅｌａｔｃｄ，Ｓａｉｔａｍａ，Ｋｕｒｏｋｉ，ＴＡ７６３，Ｇｉｌｌｉａｍ、Ｋａｗａｓａｋｉ，

最早发现的疫Ⅸ）的调查研究表明汹】。不同季节的优势恙螨

ＪＧ、Ｋａｔｏ和Ｓｈｉｍｏｋｏｓｈｉ ９个分化支。

包括小盾纤恙螨、须纤恙螨、临淮岗纤恙螨及太平洋无前恙

我国学者自１９４８年于广州地区首次成功分离出Ｄ￡以
来，已从患者、媒介恙螨和宿主动物中分离到百余株仇。我
国０ｔ血清型以Ｇｉｌｌｉａｍ型为主。其次是Ｋａｒｐ型，Ｋａｔｏ型较少

恙螨、太平洋无前恙螨、巨螯齿恙螨”引和紫色纤恙螨ｂ“。山

螨均存在Ｄ￡自然感染，除小盾纤恙螨外，其他恙螨媒介意义
的确定尚需进一步的现场调查和实验研究。
三、预防控制Ｔ作状况

见，亦有混合型存在。长江以南地区流行株以Ｋａｒｐ型常见，

目前，我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均有法定的恙虫病报告制

而长江以北多为弱毒的Ｇｉｌｌｉａｍ型。近年来，随着ＰＣＲ／

度。我国大陆自１９４８年于广州地区首次发现并证实恙虫病

ｌ江ＬＰ、巢式ＰＣＲ等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广泛应用，许多学者在

后，１９５２年即建立疫情报告制度，“文革”期间疫情数据资料

不同地区的研究亦发现仇抗原型的多样性特点。如南澎列

不完整，此后由于该病划属非法定报告传染病，无法获取翔

岛存在Ｋａｒｐ、Ｋａｔｏ和Ｙｏｎｃｈｏｎ ３种仇型别ｍ ３；湖南省仇流行

实的全国疫情数字。

株有Ｇｉｌｌｉａｍ、Ｋａｒｌ，、ＴＡ７６３或混合型ｍ１；福建省Ｄｔ型别有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之前由于无有效治疗手段，恙虫病病死

Ｇｉｌｌｉａｍ、Ｋａｒｐ以及Ｋａｒｐ－Ｇｉｌｌｉａｍ混合型，在闽中、闽西山地分

率较高；随着氯霉素、强力霉素等有效抗生素的使用，病死率

离出ＴＡ７１６型Ｏｔ啪１；江苏、山西地区分别发现了类似

明显下降。然而，全球每年有超过１０亿人发生恙虫病的风

Ｋａｗａｓａｋｉ株‘“３和Ｙｏｎｃｈｏｎ株㈨ｏ

险旧】，并且随着抗生素耐药株的出现和生态旅游的盛行…。

我们的研究表明，山东疫区仇流行株以Ｋａｗａｓａｋｉ型为
主，但同时亦存在勋ｒ口型；对Ｓｔａ

５６

ｋＤ基因的酶切图谱研

恙虫病的预防控制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迄今

我国已在恙虫病的流行病学、病原学、病理学、临床治疗等方

究发现，山东株类似日本Ｋａｗａｓａｋｉ株，但缺乏Ｈｈａ Ｉ酶切位

面取得显著成就，有效预防控制措施的研究和推广成为现阶

点旧１，此特点与江苏株相似；Ｏｔ核苷酸序列同源性分析显示，

段的工作重点之一。目前恙虫病的防制主要是采取灭鼠、灭

江苏株和山东株与日本Ｋａｗａｓａｌｄ型的碱基序列同源性分别

螨、防止螨虫叮咬等综合措施。

为９６．８７％阻１和９５．５０％ｔｗ。另外，在对山东新、老疫区仇基因

鉴于保护易感人群是恙虫病预防控制的重要环节，在过

型的比较分析中，临沂地区（老疫区，即１９８６年后始有流行的

去的２０年中，国内外学者对恙虫病疫苗作了大量研究，多集

疫区）仅分离到Ｓｄｕ－１型仇，然而在泰安地区（新疫区，即１９９６

中于亚单位疫苗和ＤＮＡ疫苗，作为候选苗研究较多的有２２、

年后始有流行的疫区）除Ｓｄｕ－１型外，还存在Ｓｄｕ－２株Ｂ纠。由

４７、５６、５８、ｌｌＯｋＤ蛋白抗原。Ｙｕ等阽”成功构建了ＯｔＫａｒｐ株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１年４月第３２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ｌ，Ｖ０１．３２，Ｎｏ．４

５６

ｋＤ与４７ ｋＤ蛋白的融合基因重组表达质粒，所表达的融

合蛋白具有５６ ｋＤ和４７ ｋＤ外膜蛋白的抗原表位，经５６、

·４２ｌ·

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加强其抗原型别及毒力特点的监测是对
该病流行过程深入了解及其预防控制的重要环节。

ｋＤ融合蛋白免疫的小鼠产生明显的体液和细胞免疫应

２．重视疫源地扩散机制的研究：目前我国恙虫病疫区

答，并比用单纯５６ ｋＤ抗原或４７ ｋＤ抗原免疫者表现出对

呈不断扩散的趋势，而有关恙虫病新疫区不断形成与扩散的

Ｋａｒｐ株攻击更强的抵抗力。ＣｈａＲｏｐａｄｈｙａｙ等㈨１以食蟹猴为

机制及媒介、宿主动物在新疫区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影响

动物模型证实Ｏｔ Ｋａｒｐ株重组５６ ｋＤ外膜蛋白对灵长类动物

因素的许多问题尚不清楚。恙虫病作为一种典型的自然疫

具有良好的免疫原性和耐受力。重组亚单位疫苗有可能代

源性疾病。其疫源地是由Ｄｔ、宿主鼠类和媒介恙螨为主成分

替Ｏｔ Ｋａｒｐ株全细胞抗原，成为诱导恙虫病保护性免疫的一

参与构成的一个特殊生态系统，必然会受地理环境及人类活

种较好的候选苗。而ＤＮＡ疫苗由于既能诱导体液免疫，又

动等凶素的影响；但有关该病新疫区的形成与这蜂因素的关

能激发细胞免疫，产生细胞毒性Ｔ淋巴细胞，并有制备广谱

系尚无系统研究。尤其是秋冬型恙虫病作为我国北方地区

４７

疫苗等优点，亦成为研究热点之一。赖延东等【６引成功构建了

的一种新传染病，对其流行机制予以深入的研究，有利于更

能够表达Ｋａｒｐ株５６ ｋＤ外膜蛋白抗原的核酸疫苗载体

好地认识该病的流行病学特征，对该病以及其他相似自然疫

ｐＶＡＸＩ．Ｓｔａ５６，将其转染到Ｌ９２９细胞并接种０￡悬液，发现转

源性疾病的预防控制工作均具有重要价值。

染有重组质粒细胞对Ｏｔ Ｋａｒｐ株的吸附与入侵表现出一定的

３．重视恙虫病的疫苗研究：鉴于恙虫病的流行环节，以

抵抗力，初步认为ｐＶＡＸｌ．Ｓｔａ５６可诱导细胞免疫。Ｎｉ等阳１研
究表明，在连续４次接种后，６０％的小鼠可以抵抗１０００×ＬＤ。

及灭鼠、灭螨工作的难度，保护易感人群为该病有效控制的

剂量的Ｋａｒｐ株的攻击。陈唯军等¨列发现仇山西株（Ｓｘｈ９５１）

疫苗的研究与应用。虽然国内外学者已就恙虫病的免疫预

５６ ｋＤ蛋白基因ＤＮＡ疫苗免疫组小鼠免疫应答低下，该现象

防做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一定进展，但由于Ｄｔ免疫性低．组织

系接种重组质粒后产生的免疫抑制，还是与免疫方式和剂量

培养困难且生长缓慢，以及抗原型别多样、异源保护性差等

有关，尚需进一步探索。

原因，理想恙虫病疫苗的问世尚待时Ｅｌ，在现有相关研究成

四、今后工作建议

重要环节，除加强个人防护措施研究外，还冀望于安全、有效

果的基础上，尚需进一步探索。

１．加强监测：
（１）病例监测：近年来，一些省市陆续开展了恙虫病的监
测工作。如山东省自２００６年始实行网络直报，通过ＳＤＲＩＳ
监测病例、疫情信息。２０１０年山东省卫生厅印发文件要求加

强恙虫病监测，严格疫情报告。但目前尚无法了解全国确切
的疫情信息。为此建议各级责任报告单位按照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恙虫病预防控制技术指南（试行）》要求，切实做
好病例报告，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加强病例监测。
（２）宿主动物和媒介恙螨监测：根据动物地理资料预测，
凡有Ｒａｔｔｕｓ属野生型，特别是Ｒａｔｔｕｓ亚属的鼠类和纤恙螨同

时存在的地区，都有可能存在恙虫病疫源地。随着经济开
发、交通、旅游等人类活动的增加，自然生态受到严重影响，
可能干扰或破坏鼠类和恙螨的栖息环境，影响其生活习性，
加速迁徙或变异，或导致新的宿主、鼠类和媒介螨种的出现，
从而促使恙虫病新疫源地的形成和扩散。

掌握仇宿主和媒介的种类、分布现状和迁徙轨迹，有利
于预测恙虫病的扩散趋势，有的放矢地进行防控工作；因
此，系统、长期地对宿主鼠或其他动物和恙螨的种类、分布
及其变异或迁徙轨迹进行监测，对恙虫病的预防控制具有
重要意义。
（３）病原学监测：恙虫病疫源地地理景观、宿主、媒介等
的变化，往往会引起０ｆ所处微环境的急剧改变，在这个过程
中，病原体可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基因变异、出现新的抗原
型别。使恙虫病的流行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研究表明，Ｓｔａ
５６

ｋＤ与其对宿主细胞的吸附和侵袭有关，Ｓｔａ ４７ ｋＤ与免疫

应答有关ｍ】，因此，相关仇基因的变异可导致病原体毒力、免
疫学特性等的改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类Ｄｔ感染所
致健康损害的严重程度。因此在恙虫病疫区Ｄｌ病原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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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兽共患病杂志，１９９６，１２（２）：２．
１ １１｝Ｌｌ ＣＭ，Ｃｈｅｎ ＳＬ，Ｇｕｏ ＹＸ。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 Ｊ Ｄｉ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ｅｖ，２００２，６（３）：２１２—２１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ｙｐｈｕ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Ｈｕｎｇ Ｋｏｎｇ：Ａｓｉａｍｅ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０。
４—２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的证实．中华疾病控制杂志．２００２，６（３）：２１２—２１３．
【１２］Ｌｉａｏ ＲＧ，Ｈｅ Ｓ。Ｘｉｅ ＤＧ，ｅｌ：ａ１．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ｃａｓ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ｓｃｒｕｂ
ｔｙｐｈｕ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 Ｊ Ｚｏｏｎｏｓｅｓ。ｔ９９９，１５（２）：３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吴光华，陶开华．巾国恙虫病流行病学研究进展／／于恩庶．陈香
蕊，吴光华，等．中国恙虫病研究．香港：亚洲医药出版社，２０００：
４－２２．

［２５］Ｔａｎｇ

Ｊ Ｖｅｃｔｏｒ

Ｂｉｏ

ＭｅｄＣｈｉｎ

Ｃｏｎｔｒ０１．２００７。１８（３）：２３０—２３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夏胜利。申晓靖，邓文斌，等．河南省首次实验室证实恙虫病暴

２６

ｏｎ

ｃｏｒａｌ

ａ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Ｊ Ｐｒｅｙ

ＰＬＡ，２００１。１９（５）：３５６—３５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唐天开，詹道成，陆振豸．等．南海某珊瑚岛恙虫病流行病学调
查．解放０：预防医学杂志。２００１．１９（５）：３５６—３５７．
Ｙｕ ＨＺ，Ｃａｉ ＹＳ，Ｚｅｎｇ Ｍ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 ｓｃｒｕｂ
ｔｙｐｈｕｓ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Ｊ

发疫情．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２００７。１８（３）：２３０—２３３．

Ｐｒｅｙ

Ｍｃｄ，２００７，３３（３）：４１，４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ＹｕＬＣ，ＷａｎｇＭＲ，ＨｅＣＬ，ｅ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ｃ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ｅ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ｌｌ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ｔｓｕｔｓｕｇａｍｕｓｈｉ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 Ｊ Ｉｎｆｅｃｔ

ＴＫ，Ｚｈａｎ １３（２，Ｌｕ ｚＺ．ｅｔ ａ１．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ｆ ｓｃｒｕｂ ｔｙｐｈｕｓ

患病杂志，１９９９，１５（２）：３１．
Ｘｉａ ＳＬ，Ｓｈｅｎ ＸＪ，Ｄｅｎｇ ＷＢ，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ｌａｂ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ｓｕｔｓｕｇａｍｕｓｈｉ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ｉｎ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ｅ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Ｑｉｎｇ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０１．２００３，２４（１１）：１０３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秦开贵．李汝勇．李鲁平．山东省青州市恙虫病流行特征分析．

ｉｎ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３，２４（１１）：１０３５．
２４『Ｗｕ ＧＨ，Ｔａｏ ＫＨ．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ｃｒｕｂ
ｔｙｐｈｕ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Ｙｕ ＥＳ．Ｃｈｅｎ ＸＲ。Ｗｕ ＧＨ．ｅｔ ａ１．Ｓｔｕｄｙ ｏｆｓｃｒｕｂ

李春明，陈素良，郭逸秀，等．河北太行山区恙虫病自然疫源地

廖如桂，何似，谢党根，等．江西省恙虫病首例报告．中国人兽共

ＯｉＩｌ ＫＧ，Ｌｉ ＲＹ．Ｌｉ ＬＰ．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ｃｒｕｂ ｔｙｐｈｕｓ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ｏｆ ｔｓｕｔｓｕｇａｍｕｓｈｉ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ａｉｈａ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Ｈｅｂｅｉ

ａｒｅ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东波，徐雪华。毛云鹏，等．莱州市首次恙虫病暴发流行的调

ｆｅｖｅｒ ａｎｄ

Ｑ ｆｅｖｅｒ ｉｎ
Ｄｉｅｂｕ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Ｗｏｒｌｄ Ｊ Ｉｎｆｅｃｔ．
２００５，５（１）：４５４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增加，石淑珍，张继军。等．迭部林区莱姆病、野兔热、恙虫病和
ｌｙｍｃ

［１３

ＤＢ。Ｘｕ

性疾病的血清学调查．地方病通报，１９８７，２（３）：５－８．

虞华珍，蔡衍珊，曾明深．一起恙虫病暴发的调查分析．华南预

Ｄｉｓ。２００９，２７（５）：

防医学，２００７，３３（３）：４１，４３．
［２７］Ｊｉａｎｇ ＲＪ，Ｓｈｅｎ ＪＪ，Ｚｈａｎｇ ＹＺ，ｅｔ ａ１．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于乐成，汪茂荣．何长伦．等．安徽省一起恙虫病暴发的流行病

ｔｓｕｔｓｕｇａｍｕｓｈｉ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ｓ ｉｎ Ｙａｎｃｈｅｎｇ ｃｉｔｙ ｉｎ ２００６．Ｃｈｉｎ Ｊ Ｄｉｓ

学特点及临床特征分析．中华传染病杂志，２００９，２７（５）：２７７—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７７—２８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８０．

［１ ５］Ｃａｏ ＭＨ．Ｗｕ ＪＢ．Ｗａｎｇ Ｊ。ｅｔ ａ１．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ｔｓｕｔｓｕｇａｍｕｓｈｉ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Ａｎｈｕｉ Ｊ Ｐｒｅｖ Ｍｅｄ，２００９．１５
（１）：８－９．２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曹明华．吴家兵，于俊，等．一起恙虫病暴发的流行病学调查．安

刘运喜，吴钦永，杨占清，等．费县秋冬型恙虫病流行病学及影

徽预防跃学杂志，２００９，１５（１）：８－９，２１．
［１６ Ｊ Ｃｈｅｎ ＷＨ，Ｃｈｅｒｔ Ｑ，Ｈｕａ ＧＲ，ｅｔ ａ１．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ｓｕｔｓｕｇａｍｕｓｈｉ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Ｈｕａｉｙｕ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Ｃｈｉｎ Ｊ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２００９．７（３）：２９７—２９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陈文化，陈庆，花高荣，等．怀远县恙虫病流行病学调查．中华全
科医学．２００９，７（３）：２９７—２９８．
［１７】ＷｕＪＢ．ＨｕＤＬ，Ｈｅ Ｆ，ｅｔａｌ．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ｔｓｕｔｓｕｇａｍｕｓｈｉ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Ｆｕｙａｎｇ ｃ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２００８．Ｃｈｉｎ Ｊ Ｄｉ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６５３．（ｉｎ

Ｐｒｅｖ．２００７，ｌｌ（６）：６３６—６３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姜ｆ■杰，沈进进，张盐珠，等．盐城市２００６年恙虫病爆发的流行
病学调查．中华疾病控制杂志，２００７，ｌｌ（６）：６３６—６３８．
［２８］Ｌｍ Ｙｘ，ｗｕ ＱＹ，Ｙａｎｇ ＺＱ，ｅｔ ａ１．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ｃｍ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ａｕｔｕｍ．ｗｉｎｔｅｒ ｔｙｐｅ ｓｃｒｕｂ ｔｙｐｈｕｓ ｉｎ Ｆｅｉ
ｃｏｕｎｔｙ．Ｄｉｓ Ｓｕｒｖｅｉｌ，１９９９，１４（２）：４８—５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响闲素调查研究．疾病监测，１９９９，１４（２）：４８—５２．
［２９］Ｗａｎｇ ＲＤ，Ｈｕａｉ Ｙ．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ｔｈｅ ｓｃｒｕｂ ｔｙｐｈｕｓ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ｉｎ Ｐｉｎｇｙｉ
ｃｏｕｎｔ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１９９７，１２（９）：３４０—３４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如德，怀燕．平邑县恙虫病暴发流行病学调查报告．疾病监
测，１９９７，１２（９）：３４０—３４１．
【３０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ｎｏ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ｎｏｆｉｆｉａｂｌｅ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ＥＢ／

Ｉ．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
［２０１０－１ １－１８ 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ｐ．ｇｏｖ．ｈｋ／ｅｎ／ｎｏｔｉｆｉａｂｌｅｌ／１０／２６／
０Ｌ

Ｐｒｅｖ。２００９，１３（６）：６５ｌ一

Ｃｈｉｎｅｓｅ）

吴家兵，胡岱霖．何凡．等．２００８年安徽省阜阳市首起恙虫病暴

４３．ｈｔｍｌ．（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发疫情的流行病学调查．中华疾病控制杂志，２００９，１３（６）：

法定报告传染病统计数字［ＥＢ／Ｏ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巾心［２０１０一ｌｌ一１８ Ｊ．ｈｔｔｐ：／／ｗｗｗ．

６５ｌ－６５３．

［１８］Ｗａｎｇ儿，Ｌｉｕ ＣＸ．Ｘｕ ＱＬ．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ｓｃｒｕｂ
ｔｙｐｈｕ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 Ｊ Ｚｏｏｎｏｓｅ￥，１９９６。１２（６）：

ｃｈｐ．ｇｏｖ．ｈｋ／ｅｎ／ｎｏｔｉｆｉａｂｌｅｌ／１０／２６／４３．ｈｔｍｌ．

【３ｌ Ｊ

Ｈｕａｎｇ

Ｆ，Ｙｕ Ｅ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ｎｏｔｉｆｉａｂｌｅ

５３—５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ｚｏｏｎｏｓｅｓ

王均利，刘长欣，徐勤莲．山东省恙虫病流行病学概况．中国人
兽共患病杂志．１９９６．１２（６）：５３—５４．

黄丰，于恩庶．台湾和福建法定报告的人兽共患病疫情分析．中

［１９］Ｙａｎｇ ＺＱ．Ｌｉｕ

ＹＸ．Ｓｕｎ ＨＬ，ｅｔ

ａ１．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ｓｕｔｓｕｇａｍｕｓｈｉ ｄｉ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ｔｌｌｅ ａｕｔｕｍｎ—ｗｉｎｔｅｒ ｔｙｐｅ ｉｎ山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ｕｂｕｒｂｓ ｏｆ Ｊｉｎａｎ．Ｃｈｉｎ Ｊ Ｖｅｃｔｏｒ Ｂｉ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１９９８。９（４）：２８２—
２８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Ｔａｌｗａｎ

ａｎｄ Ｆｕｊｉａｎ．Ｃｈｉｎ Ｊ Ｚｏｏｎｏｓｅｓ，２００２。１８（６）：

１０７一１０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国人兽共患病杂志，２００２，１８（６）：１０７—１０８．
【３２ Ｊ Ｃｈｅｒｔ ＸＲ．Ｔｓｕｔｓｕｇａｍｕｓｈｉ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Ｏｒｉｅｎｔｉａ ｔｓｕｔｓｕｇａｍｕｓｈ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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