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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与接种狂犬病疫苗
关系的国内文献分析
梁建华
【导读】探讨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ＡＤＥＭ）发病与接种狂犬病疫苗的关联性。以关键词“急
性播散性脑脊髓炎／脑炎／脊髓炎”检索１９９５－－２０１１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国家科技图书馆文献
中心数据库的国内文献，搜索到符合分析条件的文献９９篇，报道ＡＤＥＭ病例１３６８例，将病例及观
察人群以是否接种狂犬病疫苗为暴露因素分为两队列进行队列研究，分析接种疫苗与ＡＤＥＭ发
病关系。１ ９９５－－２０ １ ０年文献报道病例地区接种狂犬病疫苗人群ＡＤＥＭ标化发病率为９．４ １／１ ００万
人年，高于无接种人群标化发病率０．２９／１００万人年（ｕ＝４２８．３５，Ｐ＜０．０１），ＲＲ＝３１．０５（９５％ＣＩ：
２６．３３。３６．６２），且ＲＲ值随狂犬病疫苗接种针次增加而增大。文献分析结果显示，接种狂犬病疫苗
与ＡＤＥＭ发病存在高度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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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ａｃｕｔｅ

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ｍｙｅｌｉｔｉｓ，ＡＤＥＭ）是一种免疫介导的主要

报道，疾病预防控制（疾控）机构及接种单位报道的
较少，且多认为与疫苗接种无关旧删。１９９５—２０１ １

在脑、脊髓白质出现的脱髓鞘病变，根据诱因主要分
为由感染尤其是病毒感染引起的脑脊髓炎

年国内文献报道的ＰＶＥ病例以接种狂犬病疫苗为
诱因的比例最高，有关报道３４篇，其中仅１篇

（ｐｏｓ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ｍｙｅｌｉｔｉｓ，ＰＩＥ）和接种疫苗

（２．９４％）由疾控机构报道，而对临床报告病例，相关
疾控机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文献未见报道；接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ｅｄ

后引起的脑脊髓炎（ｐｏｓＷａｃｃｉｎａｌ 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ｍｙｅｌｉｔｉｓ，
ＰＶＥ），以儿童发病多见ｎ。１。国外有报道狂犬病、白

种狂犬病疫苗所致其他严重异常反应相关文献３８

喉一破伤风一脊髓灰质炎、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

篇，由疾控机构报道占８４．２１％，显示疾控机构较少

疹、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感冒、乙型肝炎等疫苗

注意ＡＤＥＭ病例与接种狂犬病疫苗关系。本研究

均可导致ＰＶＥ，大部分疫苗所致ＰＶＥ发病率为０．１／

旨在分析医疗机构报道接种狂犬病疫苗后发生的
ＡＤＥＭ病例是否与接种疫苗关联，并对疾控机构是
否应对临床报道的ＰＶＥ问题引起关注进行探讨。

１０万。０．２／１０万［６，…。国内ＰＶＥ病例多由医疗机构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２．１１．０２１
作者单位：５１０４４０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

一、资料与方法

通信作者：梁建华，Ｅｍａｉｌ：ｌｉａｎｇｊｈｋ＠１６３．ｃｏｍ

１．资料来源：以关键词“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

·１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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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炎／脊髓炎”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国家科技图

病例发病前１个月内发生的可能致病因素进行分

书馆文献中心数据库中对１９９５—２０１１年国内文献

析，其中感染７２４例、接种疫苗２６６例，两者共占

进行检索，共检索到１４０篇，符合分析条件９９篇。以
“狂犬病暴露”、“动物／狗致伤”等关键词，检索有关

７２．３７％，与国外报道一致哺·“］。此外，服驱虫药、蜂蜇
虫咬、手术、输血、分娩等占８．５６％，无明显诱因占

文献７９篇，采用能进行数据处理文献７０篇。从观察

１９．０８％。其中涉及疫苗１８种，前５位的疫苗分别是

地区人口普查资料中获取人口信息。

狂犬病疫苗（２２．９６％）、流行性乙型脑炎疫苗

２．入选病例及有关定义：排除未对病例进行诱

（１７．０４％）、麻疹疫苗（１１．８５％）、乙型肝炎疫苗

因分析和由疾控中心报道的文献。最终人选文献

（８．５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疫苗（８．１５％），其他疫

９９篇，共报告ＡＤＥＭ １３６８例。发病前１个月内曾接

苗所占比例均＜５％。

种狂犬病疫苗者定为疫苗相关病例ｎ ３’“１，共６２例，死

亡４例，死亡病例没有狂犬病典型表现。报告病例

２．狂犬病暴露及疫苗免疫情况：有７０篇文献报
道１８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部分地区狂犬病暴露监

均为县级以上医院，分布在２５个省（自治区、直辖

测情况。其中报道观察地区１２篇，监测人数占该地

市）的５７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另外１５个县。本文将

区入口数２３．１９％；非观察地区５８篇，监测人口占非

这些医院服务覆盖范围称“观察地区”；为比较狂犬

观察区人口２８．３６％，结果有一定代表性（表１、２）。

病暴露情况，将观察地区之外称“非观察地区”。

３．接种狂犬病疫苗与ＡＤＥＭ关联程度：

３．分析方法及数据处理：采取历史性队列研究
方法，比较观察地区接种狂犬病疫苗人群与无接种

（１）接种狂犬病疫苗与未接种人群ＡＤＥＭ发病
率比较：接种狂犬病疫苗人群标化发病率９．４１／１００

人群ＡＤＥＭ发病率，以相对危险度（ＲＲ）、归因危险

万，未接种人群标化发病率０．２９／１００万，差异有统计

度百分比（ＡＲ％）评价接种狂犬病疫苗与ＡＤＥＭ关

学意义（ｕ＝４２８．３５，Ｐ＜０．０１）。接种疫苗人群与未

联程度，分析发病风险与接种疫苗针次数的剂量反

接种人群发生ＡＤＥＭ的年龄调整ＲＲ值为３１．０５

应效应。接种狂犬病疫苗人群不同针次则观察时问

（９５％“：２６．３３。３６．６２），ＡＲ％为９５．８６％，即６２例接

不同，全程接种５针次，接种Ｈ，－ｔｌ甘７分别是暴露后的０、

种狂犬病疫苗的ＡＤＥＭ病例９５．８６％为预防接种异

３、７、１４和２８ ｄ，观察期为接种最后１针次疫苗后１个

常反应。经年龄分层分析，接种狂犬病疫苗后成人

月，接种疫苗人数按２００４年全国疫苗使用量１１００万

发生ＡＤＥＭ的ＲＲ值高于儿童（）ｃ２删＝１６９１．６３，Ｐ＝

人份ｎ“，以人口权重（占全国人口２０．２８％）计算观察

０．０００），即成人接种狂犬病疫苗后更容易诱发

地区当年使用狂犬病疫苗２２３．０８万人份，以此推算

ＡＤＥＭ（表３）。

１９９５—２０１０年共使用３５６９．２８万人份，根据文献报

（２）ＡＤＥＭ发病风险与接种狂犬病疫苗剂次关

道针次依从度计算各针次接种人数，乘以各针次观

系：仅获得２２名病例接种狂犬病疫苗针次的信息，

察时间计算该人群观察人年；未接种疫苗人群为常

分别是１、２针次各１例，３针次２例，４针次１２例，５针

住人口数减接种疫苗人数，人年计算采用近似法，观

次６例，均匀度检验显示各针次病例分布不均匀

察期１６年（忽略观察期间因出生、迁入、死亡、迁出

（Ｐ＝０．０００），高针次病例多于低针次。从接种各针

人数），以观察期平均人口数（２００４年人口数）×观

次人群ＡＤＥＭ发病率可见，随着针次递增ＡＤＥＭ人

察期，计算该队列人年。人时发病率（１００万人

年发病率也上升（趋势检验ｚ２＝１１。５０，Ｐ＜ｏ．０１）；与
首针次比较ＲＲ值也随针次相应升高，存在明显剂量

年）＝（观察期内发病数／所有研究对象观察人年总
和）×１００万。以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进行标化后比
较两队列人群发病率，用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及ＳＰＳＳ １１．５软

件进行统计分析。

反应关系，且第４针次ＲＲ值升高明显（表４）。
三、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接种狂犬病疫苗与ＡＤＥＭ发

二、结果

病存在高度关联。但因为是文献分析，数据精确度

１．病例诱因分析：对文献报道的１３６８例ＡＤＥＭ

较低，尚需评估这些因素对分析结果的影响。低估

表１观察地区与非观察地区人群狂犬病疫苗接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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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观察地区１９９５－－２０１０年接种狂犬病疫苗
人群观察人年

表４接种狂犬病疫苗针次与ＡＤＥＭ发病趋势分析
接种针次针次依从度（％）

接种人数

病例数

１

１００．００

３５ ６９２ ８００

１ｆ０．０３１

ＲＲ值

２

９８．０３

３４ ９８９ ６５２

１ｆ０．０３１

３

９５．４９

３４ ０８３ ０５５

２（０．０６）

４

９１．８２

３２ ７７３ １２９

１２（０．３７１

１３．０７

５

８７．８９

３Ｉ ３７０ ４０２

６（０．１９１

６．８３

—

１．０２
２．０９

注：括号外数据为观察人年内的病例数，括号内数据为百万人
年发病率

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结果，仅２００９年发生２例
合计３５

６９２ ８００（１００．ｏｏ）

１ ３１４ ４５４

４ １４１ ９７６

５ ４５６ ４３０

注：括号外数据为接种该针次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ＡＤＥＭ病例，但未提及相关疫苗口“”１。研究显示６２
例接种狂犬病疫苗后发生的ＡＤＥＭ病例与接种疫

接种狂犬病疫苗人数会导致该队列ＡＤＥＭ发病率

苗有关，其中２２例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发病，此外，广西

虚高，直接影响结论。本研究以人ＶＩ权重推算的前

区贵港市疾控中心报道２００９年发生２例接种狂犬病

提条件是全国暴露率基本相同，或至少观察地区不

疫苗导致ＡＤＥＭ陋…。由此町见，疾控监测系统未把

比其他地区高。表１显示观察地区狂犬病暴露率并

临床报道的接种狂犬病疫苗相关的ＡＤＥＭ病例作

不高于其他地区，表明用全国使用疫苗量按人口权

为疫苗异常反应报告。

重估算观察地区接种人数的方法是适用的，不存在

狂犬病疫苗所致ＡＤＥＭ，除病死率、致残率较高

低估情况。从疾控部门对３．４５亿人口狂犬病暴露

外，其危害性还表现在容易与不典型狂犬病混淆。

率监测显示平均为４４６．６１／１０万；广东省狂犬病发病

国外有学者认为不典型狂犬病（以麻痹表现为主）与

率是全国较高地区之一，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全省所有

疫苗引致ＡＤＥＭ临床表现相似，应注意鉴别。并提

接种门诊监测数据汇总显示平均暴露率为４７３／１０

出两者脑部核磁共振成像（Ｍｍ）特点有不同之处，

万“…。本研究以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报告的疫

可利用ＭＲＪ鉴别乜４·２ ５｜。有报道ｌ例犬伤患者接种狂

苗用量反推全国平均暴露率为８８０．００／１０万，观察地

区为８４６．１６／１０万，远比疾控部门监测结果高。估计

犬病疫苗后，出现神经系统症状，Ｍ砌显示脑脊髓
炎，在未确定是狂犬病毒感染还是接种疫苗所致时，

除极少数暴露前免疫外，部分疫苗在流通过程、库

按ＰＶＥ进行积极治疗，结果痊愈ｎ ６｜。另有报道１例

存、甚至报废等均计算为接种人数，因此，高估狂犬

犬伤者接种第４针疫苗后出现发热，伴有感觉改变，

病疫苗接种人数的可能性大。因此，与接种狂犬病

继而昏迷，没有狂犬病恐水及行为改变等特有表现，

疫苗相关的ＡＤＥＭ实际发病率可能会更高。

第ｌＯ天时脑脊液狂犬病抗原及其复合物呈强阳性，

２０００年以来国外文献报道由狂犬病等８种疫苗

双份血清及脑脊液检测到对标准病毒株中和抗体才

所致ＡＤＥＭ病例，有研究认为ＡＤＥＭ主要是因感染

排除ＰＶＥ，确诊狂犬病［２…，提示对不典型狂犬病诊断

或接种疫苗后触发了细胞免疫介导的自身免疫损害

要慎重，避免误诊而延误对ＰＶＥ治疗。

疾病，病理机制主要是ＴＮＦ一仅，其次ＩＬ一１ Ｂ等炎症
因子破坏髓鞘及诱导髓鞘前体细胞少突胶质细胞

病疫苗第４针次以后，推广ＷＨＯ推荐的Ｚａｇｒｅｂ免疫

凋亡ｂ’噶’吟１。从免疫机制上提示接种疫苗可能导致

方案２—１—１三针次免疫程序ｍ］，可降低狂犬病疫苗

发生ＡＤＥＭ。

所致ＡＤＥＭ发生率。此外，从目前报道的病例看，
对已出现ＡＤＥＭ前驱症状仍继续接种后续针次狂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国家疾控中心报告全国疑似预
表３

从本文分析可见，ＡＤＥＭ主要发生在接种狂犬

１９９５－２０１０年接种与未接种狂犬病疫苗队列ＡＤＥＭ发病率比较

犬病疫苗可能导致病情加
重。因此，重视疫苗接种
与ＡＤＥＭ关系，可减少
ＡＤＥＭ发病或损害程
度。此外，作为疫苗疑似

“（Ｐ）值

衄值（９ｓ％ｃＯ
标化

７．７４（＜０ ０１）４１．２２（＜０．０１）
６．１５（３．６４～ｌＯ．４１１

７，６４（６．８３～８．５４）

９．４１

Ｏ．２９

ｆ一＝１６９１．６３（Ｐ＝０ ０００）

不良反应监测，建议把医
疗机构也纳入报告终端，

４２８．３５（＜０．０１）３ １．０５（２６．３３～３６．６２）。

注：括号外数据为观察人年内的病例数，括号内数据为百万人年发病率；。为调整相对危险度

以提高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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