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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湖北省新发传染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ＳＦＴＳ）的流行特征

和危险因素。方法２０１０年在湖北省随州、黄冈、武汉市乡镇卫生院和二级以上综合医院设置
监测点，培训全省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感染科医生，开展报告病例的流行病学个案调查，采集血
样检测和分离病毒，在高发地区开展健康人群和家畜抗体水平调查及媒介蜱监测。结果２０１０
年湖北省报告病例来自１１个市（州）、３２个县（区）和１００个乡镇，共报告１８８例，其中死亡２１例，报
告发病率为０．３３／１０万，病死率为１１．２％。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病例报告地区为丘陵地带（海拔
２８—９４０

ｍ）；报告发病时间为４—１２月，高峰在５—９月；病例年龄１１—８１（Ｍ＝５６）岁；农民占

９５．３％；病例发病前两周内均无外出史，９３．６％从事与农业生产相关工作，６４．２％有皮肤破损，
５２．８％有明显蜱暴露史，２２．Ｏ％有明确蜱叮咬史。采集病例血液标本１２９例（６８．６％），８７例
（６７．４％）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ＰＣＲ检测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病毒（ＳＦＴＳＶ）阳性；用微量中和试验检测

急性期和恢复期血标本，１１份ＳＦＴＳＶ中和抗体阳转或呈４倍增高；２例血标本分离到ＳＦＴＳＶ。健
康人群总抗体阳性率为３．８％，犬、羊和牛总抗体阳性率分别为５５．０％（６／１１）、３６．７％（２／３）和８０．Ｏ％
（４／５）；草蜱、牛蜱、羊蜱ＰＣＲ检测阳性。结论湖北省ＳＦＴＳ疫区内人和家畜感染ＳＦＴＳＶ。蜱可
能是传播媒介，人群劳作中皮肤破损、接触蜱或被蜱叮咬可能是该病的危险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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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２００５年湖北省咸宁市大幕乡首次报告以发热
伴血小板减少为主要临床表现的感染性病例ｎ１，这
些病例均出现发热，同时伴有血小板和白细胞降低；
病例血样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ＣＤＣ）和湖北省

复期血清（病后１个月）标本，并对实验室确诊病例
的居家所有健康人群（每个自然村１００人份以上）及
其所在自然村的犬、牛和羊采集血清样本（５０份以

ＣＤＣ进行多种病原的血清抗体、病毒核酸及病原学
检测均为阴性。此后河南、山东、江苏以及湖北省

上），在冷藏条件下送至湖北省ＣＤＣ和中国．ＣＤＣ病
毒病预防控制所（病毒所）进行实验室检测；在患者
出院后一周内复印全部病历，于发病１个月后随

部分地区也相继报告此类病例乜’４１，临床报告使用

访。在实验室确诊病例所在自然村草地用布旗法采

多西环素可缓解病情，其临床症状类似于人粒细胞
无形体病，但部分病例缺乏无形体病实验室证据支

集蜱，同时采集犬、牛和羊携带的蜱ｎ…，在冷藏条件
下送中国ＣＤＣ病毒所分离病毒及ＰＣＲ检测。

持ｂ］。２００９年３—５月湖北省随州地区出现多名类似
病例哺１，经中国ＣＤＣ和湖北ＣＤＣ联合调查发现所有

３．监测病例定义：

病例无形体病实验室检测均阴性。２０１０年５月中国

（１）疑似病例：发热（体温≥３８℃）伴血小板降
低，或发热伴出血症状［黑便、牙龈出血、皮肤瘀点

ＣＤＣ在湖北和河南省部分地区开展发热伴血小板减
少综合征（ｓｅｖｅｒｅ ｆｅｖ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ｒｏｍｂｏｃｙｔｏｐｅｎｉａ

（斑）、眼结膜充血等出血症状中至少一项，并排除血
液病等非感染性疾病］。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ＦＴＳ）监测，从患者血标本中分离到一种
新布尼亚科病毒ｎ，，命名为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

（２）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具备以下之一：①标本

病毒（ＳＦＴＳＶ）。

为新型布尼亚病毒核酸检测阳性；②检测新型布尼
亚病毒ＩｇＧ抗体阳转或恢复期滴度较急性期呈４倍
以上增高者；③标本中分离到新型布尼亚病毒。

材料与方法

４．实验室检测：
１．监测地区：２０１０年中国ＣＤＣ在湖北省随州、

（１）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检测ＳＦＴＳＶ特异性核酸片

黄冈、武汉市的乡镇卫生院和二级以上综合医院设

段，其上、下游引物和荧光探针序列均由中国ＣＤＣ

置监测点，同时湖北省ＣＤＣ培训全省县级及以上医

病毒所提供ｂ＇“。检测试剂购自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公司（批

疗机构感染科医生，利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
统在全省开展该病的病例报告。

号：６２５３２７），ＰＣＲ扩增仪为美国Ｓｔｒａｔａｇｃｎｅ公司生
产。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检测体系（２５ ９１）：ＲＮａｓｅ—ｆｒｅｅ

２．调查方法哺，…：监测点的乡镇卫生院（门诊／住
院部）和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住院部）医生在发现

ｗａｔｅｒ ４．２ ｇｌ，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 １１１ ＲＴ／Ｐｌａｔｉｎｕｍ＠Ｔａｑ Ｍｉｘ

疑似病例后，报告预防保健科（或防保站），并在２

ｈ

１ ｐ１，２Ｘ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Ｍｉｘ

１２．５¨１，上、下游引物各１ ｇｌ，
探针０．３¨ｌ，病毒ＲＮＡ模板５ ｇｌ。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参

内报告辖区县（市、区）级ＣＤＣ；后者接到监测病例
报告后，由专业人员到医院和患者家对其居家环境

数：５０℃３０ ｍｉｎ反转录；９５℃预变性１０

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同时采集抗凝血、非抗凝血和恢

光。Ｑ值＞４０判作ＳＦＴＳＶ阴性，３５。４０为可疑，＜

１５ ｓ，６０ ｏＣ

４５

ｍｉｎ；９５℃

ｓ，共４０个循环；在６０℃处收集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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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者确定为阳性。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２

９５．３％（８１／８５），女性（５１．８％）略多于男性（表１）。

（２）血清抗体检测：采用双抗原夹心ＥＬＩＳＡ法检
测血清特异性总抗体ｂ’７】。
（３）病毒分离ｂ一］：将过夜培养的Ｖｅｒｏ细胞用
Ｈａｎｋ’Ｓ液洗２次，然后接种０．５ ｍｌ送检的血清标本，
置３７℃、５％ＣＯ：培养箱中孵育９０ ｍｉｎ；用Ｈａｎｋ’ｓ液

蒙墨龌攥

清洗接毒的细胞２次，置３４℃、５％ＣＯ：培养箱，于７ ｄ
后取０．５ ｍｌ细胞裂解上清抽提总ＲＮＡ，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的们＂如”∞”ｍ，０
１

ＰＣＲ检测培养上清中的病毒。阴性再盲传３代。

２

３

４

５

７

６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月份

５．地图制作和统计学分析：使用ＰＨＧＩＳ １．０３制
作地图。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Ｅｘｃｅｌ整理数据和ＳＰＳＳ
软件统计分析监测数据。
结

图２

１６．０

表１

２０１０年湖北省ＳＦＴＳ报告病例月分布

２０１０年湖北省ＳＦＴＳ报告和确诊病例的人群特征分布

果

１．疫情概况：
（１）监测病例：２０１０年湖北省有１１个市州、３２个
县（区）和１００个乡镇共报告１８８例符合ＳＦＴＳ监测病
例定义的病例（其中８７例为ＰＣＲ实验室确诊病
例）。经随访死亡２１例（其中实验室确诊病例８例），
报告发病率为０．３３／１０万，病死率为１１．２％（确诊病例
病死率为９．１９％）。其中随州市报告８ｌ例（死亡６
例），黄冈市７６例（死亡１３例），两市报告病例数占全
省报告总病例数的８３．１％。报告病例的县市多数靠
近河南、安徽省（图１）。４一１２月均有病例报告，５月

荔￡疖ｔ至死亡时间（ｄ）ｄ
年龄（岁）４

９（０—３２）

一

一

１１．５（７—３２）

５６（１ｌ一８１）６３（４５—８１）５６（１１—８１）６１（４５—８１）

年龄组（岁）６
０—０

０

０

０

２（１．１）０

１（１．２）０

２０—

９（４．８）０

２（２．４）０

３０一

１１（５．８）０

４０一

３２（１７．ｏ）

１（４．８）

１５（１７．７）

１（１２．５）

５０一

６６（３５．１）

５（２３．８）

３Ｓ（４４．７）

２（２５．Ｏ）

６０—４０（２１．３）８（３８．１）

１６（１８．８）

３（３７．５）

７（３３．３）ｌＯ（１１．８）

２（２５．０）

９５（５０．５）１０（４７．６）４１（４ｓ．２）

４（５０．０）

ｌＯ一

≥７０

２９（１５．４）

性别（男）‘

３（３．５）０

开始病例数增加，一直持续至９月，ｌＯ月始下降（图

职业（农民）６

２）。除０—９岁外，其他年龄组（１１～８１岁，Ｍ－－５６）
均有病例，其中５０—５９岁年龄组最多（占总病例数

注：４括号外数据为中位数（ｔＯ，括号内数据为时间和年龄范围；
‘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确诊病例职业分布还

的４４．７％，３８／８５），病例主要集中在４０～７９岁年龄组
（占总病例数的９１．８％，７８／８５）；职业以农民最多

１７７（９３．７）２１（１００．ｏ）

ｓ１（９５．３）８（１００．ｏ）

包括工人（３例）、学生（１例），报告病例包括教师、民７－（各ｌ例）及其他
（７例）

（２）实验室确诊病例：８５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分
布于８个市（州）、２６个县、６０个乡
镇和８４个村（仅２例在同一村），
呈高度散发；报告病例的乡镇均
位于海拔２８—９４０ ｍ植被良好、
草木茂盛的丘陵地带。对确诊病
例所在黄冈、随州、十堰、宜昌和
孝感等地４６个村常住人口年龄
构成调查表明，农村实际人口和
实际务农劳动力主要集中在
４０～６９岁年龄组，分别古４８．７％
（２２
２２

图１

２０１０年湖北省ＳＦＴＳ报告病例县分布

２６７／４５

７２４）和７２．４％（１６

３６１／

５５５），其中又以５０～５９岁年龄

县，２３，

组所占比例最高，分别为１７．４％

‘㈣，

和２７．３％。确诊病例的年龄构成
与常住人口年龄构成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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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２

４６例确诊病例中，有４４例发病前两周从事与农业

调查发现，６４．２％（５２／８１）病例在发病前两周内有明

生产相关的工作，只有２例从事非农业生产工作。
从事农业生产人群的发病率（１９５／１０万，４４／２２ ５５５）

确的皮肤破损，６３．４％（５２／８２）的病例知道当地有蜱
存在，２２．０％（１８／８２）病例在发病前两周内有明确蜱

高于从事非农业生产人群的发病率（８．６／１０万，２／

叮咬史。只有１例在发病前４５ ｄ接触过类似患者

２３

１６９），统计学检验Ｚ＝３９．４５，Ｐ＝０．０００（表２）。
表２

４６例ＳＦＴＳ确诊病例所在自然村实际人口数
与务农人口数分布

（该例已死亡，未经报告和诊断）。有７２例确诊病例
经入户调查发现，病例家庭中有９１．７％（６６／７２）饲养
家畜（禽），其中以饲养牛的家庭发病最多为４８．６％
（３５／７２）。患者家携带蜱最多的动物是羊和牛［羊均
携带蜱，而７４．３％（２６／３５）的牛携带蜱］。在发病前两

周内８４．７％（６１／７２）的患者与饲养动物有过接触，
５２．８％（３８／７２）患者有明显蜱暴露史（表３）。
表３

注：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８务农４４例、非务农２例

２．实验室检测：
（１）监测病例：采集１２９例监测报告病例（采样
率６８．６％，１２９／１８８）急性期和恢复期血标本，有８７份
急性期血标本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检测阳性（阳性率
６７．４％，８７／１２９），其中１１份微量中和试验检测血标本

２０１０年湖北省ＳＦＴＳ确诊病例饲养与接触动物情况

止

３５ ４

６

２６（７４．３１

０

９（２５．７）

２９（８２．８１

犬

１９ ２

４

１２（６３．２１

２（１０．５、

５（２６．３、

１９（１００．Ｏ、

猪

３ｌ ４

ｌ

１（３．２、

１４（４５．２１

１６（５１．６）

２６（８３．９）

猫

１４ ｌ

ｌＯ（７１．４１

ｌＯ（７１．４）

芏

２ ２

鸡、鸭
其他

ｌ １ ＆ 王殳盘王４

未饲养

６ ８ ３４）３）

体阳性率为３．８％（１２／３１４），家畜总抗体阳性犬血标
本６份（６／１１）、羊血２份（２／３）、牛４份（４／５）；媒介草丛
蜱（１组１３只），牛、羊身上的蜱（分别为１组５只和２
组１７只）采用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均检测出ＳＦＴＳＶ阳性。

３．确诊病例调查：
（１）发病前两周户外活动史：７８例资料完整病

３（２１．４１
０

２（８．３１

４（１６．７、

０

０

Ｏ

１８（７５．０１
１（１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１
１７（７０．８）
１（１００．Ｏ、

注：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哪；４含饲养多种家禽家畜

讨

ＳＦＴＳＶ中和抗体有阳转或４倍增高（急性期与恢复
期相比）。２例病例标本分离到病毒。
（２）健康人群、家畜和媒介：检测健康人群总抗

２４ ３

１（７．１）
２（１００．０１

论

２０１０年湖北省监测报告１８８例ＳＦＴＳ，血清ＰＣＲ
阳性率为６７．４％，表明监测报告的ＳＦＴＳ病例多数存
在ＳＦＴＳＶ感染；健康人群血清阳性率为３．８％，提示
健康人群存在隐性感染；健康家畜（犬、羊、牛）血标
本检测ＳＦＴＳＶ总抗体阳性，表明家养动物有被
ＳＦＴＳＶ感染的情况。从上述地区收集媒介草蜱及
牛、羊蜱，ＰＣＲ均检测出ＳＦＴＳＶ阳性，提示媒介蜱均

例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患者在发病前两周内无外

携带ＳＦＴＳＶ。至此中国ＣＤＣ病毒所已从湖北、山
东、河南、安徽、江苏和辽宁６省人血标本ｎ３及山东

出史，其活动范围仅限于居家（或工地）周围和劳作

等省的蜱标本中分离出相同的ＳＦＴＳＶｂｌ，提示蜱可

场所，其中劳作在田地４２．３％（３３／７８）、山坡树林
３０．８％（２４／７８）、茶园１４．１％（１１／７８）、草地５．１％（４／７８）

能为ＳＦＴＳ的传播媒介，在湖北省媒介蜱种为长角

和居家周围７．７％（６／７８）。职业分布中９３．６％（７３／７８）

ＳＦＴＳ监测分析表明，该病发病时间具有季节

从事农业生产相关劳作，其中种粮１７．９％（１４／７８）、种
菜１５．４％（１２／７８）、采茶１２．８％（１０／７８）、采伐１２．８％

性，即４—１２月初，其中６和９月为２个流行高峰，考
虑与蜱的消长季节有关ｎ ２｜。地区分布特点以散发为

（１０／７８）、锄（割）草２０．５％（１６／７８）、放牧１６．７％（１３／

主，与其他学者调查结果一致ｎ１；报告病例所在地海

７８）、打猎３．８％（３／７８）、种植香菇１．３％（１／７８）、看山

拔２８～９４０（Ｍ＝１０７）１ＴＩ，均为丘陵地带，植被良好、

１．３％（１／７８）、山上养蚕１．３％（１／７８）和打板栗１．３％（１／

草木茂盛，靠近水源，社会经济水平发展相对落后，

７８）等。

且毗邻河南、安徽、江西、湖南和陕西省边界，其中河
南和安徽省有类似病例报告。人群分布以农民为主

（２）可疑暴露史：对８２例确诊病例蜱叮咬史的

血蜱‘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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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监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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