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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部分地区２０１ １－－２０１２年度麻疹
流行期间高发原因调查
官旭华詹发先邢学森赵明江

陈邦华

【摘要】

张丽杰

王雷

目的探讨２０１１年１１月湖北省部分地区麻疹发病率突然升高的原因。方法选取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２月“湖北省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中报告麻疹发病率突然升高的ｗ
市和Ｈ市所有麻疹病例，通过查阅预防接种证了解病例麻疹疫苗接种史，并估算适龄儿童疫苗接
种率。运用病例交叉研究，电话调查监护人，了解病例在麻疹发病前７～２１ ｄ（潜伏期内）和发病前
３７。５１

ｄ内就诊情况。结果调查两市共报告麻疹病例１４０例，其中＜８月龄和８～１７月龄婴幼儿

发病率较高（分别为６９／１０万和７２／１０万），其他年龄组发病率为０—５．８／１０万。８～１７月龄婴幼儿麻
疹疫苗估算接种率＜７５％，１８月龄至３岁组接种率＜９０％。５８％的病例在发病前７～２１ ｄ内有就医
史，而发病前３７。５１ ｄ内去医疗机构的病例占１４％（ＲＲ＝５．４，９５％ＣＩ：２．１。１４．Ｏ）。结论

在麻疹

疫苗接种率不达标的情况下，儿童的医院暴露可增加麻疹发病风险。

【关键词】麻疹；疫苗；危险因素；医院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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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国制定了消除麻疹的目标后，通过大范围

疫苗强化和查漏补种等活动，全国麻疹发病率均
有大幅下降ｎ’３］。２０１０年湖北省麻疹平均发病率为

Ｄ【）ｌ：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３．０７．０１２
作者单位：４３００１５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陈邦华）；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陈邦华、张丽杰）；湖北省

Ｏ．９３／１０万，疫情一直保持较低发病水平，但从２０１ １
年１１月开始发病率突然上升，并持续到２０１２年２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旭华、詹发先、邢学森、赵明江、王雷）

月。为了解湖北省部分地区麻疹发病率突然升高

陈邦华、官旭华同为第一作者

的原因，于２０１２年３月开展本次调查。

通信作者：张丽杰，Ｅｍａｉｌ：ｃｆｅｔｐｚｌｊ＠１２６．ｔ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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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适龄儿童麻疹疫苗估算接种率：在７６名８月
对象与方法

１．调查对象：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２
日期间“湖北省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中报告

龄至３岁的儿童病例中，８７％的病例未接种疫苗。当
已知疫苗保护率和病例中接种疫苗者的比例时，可

ＰｃＶ一半；鬻
ＰＰＶ＝Ｆ忘‰

根据下列公式推算目标人群疫苗接种率ｎ１

的所有麻疹病例。
２．免疫史调查：通过病例监护人查看预防接种
证，以及查询“湖北省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管理系统”，
了解病例麻疹疫苗和含麻疹疫苗（包括麻风疹疫苗；
麻疹流行性腮腺炎疫苗、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疫

式中，ＰＣＶ为病例中接种疫苗比例，ＰＰＶ为目标人群

苗）的接种情况。

疫苗接种率（％），ＶＥ为疫苗保护率（％）。

３．病例交叉研究：选择“湖北省麻疹监测信息报

调查两市冷链系统情况显示运转正常，疫苗均

告管理系统”中＜３岁病例，通过电话访谈其监护

在规定的温度条件下储存、运输和使用。根据文献

人，了解病例在发病前２个月内去医疗机构的就诊

报告，麻疹疫苗保护率为９０％。９５％ｂ１，剔除３例免
疫史不详病例¨］，计算各年龄组麻疹疫苗接种率。

情况，比较发病前７。２１ ｄ（潜伏期内）和发病前３７。
５１

ｄ内到医院就诊情况的差异。

４．统计学分析：用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和Ｅｐｉ Ｉｎｆｏ ３．５软
件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计算率／比、ＲＲ值及９５％ＣＩ。
结

果

结果显示，８～１７月龄组疫苗接种率＜７５％，１８月龄
至３岁组＜９０％（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湖北省麻疹高发期间两市８月龄
至３岁人群疫苗接种率估算

１．麻疹疫情特征：湖北省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日至
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２日麻疹发病率突然上升（图１），共报
告２６２例，１７个地市中仅２个地市无麻疹病例报告，
发病率０．０２／１０万至２．６／１０万（Ｍ＝０．３３／１０万）。调查
组选择其中报告病例数最多的ｗ市（７９例）和Ｈ市

３．病例交叉研究№］：２０１１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３月

（６ｌ例）进行分析和调查。此期间两市共报告麻疹

是麻疹的流行季节，为保证病例在进行比较的两个

病例１４０例，分散于１９个县区中的１７个。男性１０３

时间段内（发病前７。２１ ｄ和３７～５１ ｄ）暴露于麻疹

例，女性３７例。１３５例（９６％）为实验室确诊病例，其
余为临床诊断病例。＜８月龄者５２例（３７％），８—１７

病毒的机会均等，本研究仅分析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后
发病的病例在两个时间段内去医疗机构就诊情况。

月龄者６０例（４３％），１８月龄至３岁组１６例（１１％），≥

共调查５０例麻疹病例（ｗ市２５例，Ｈ市２５例）。结

１５岁１２例（８．６％）。２～７月龄和８～１７月龄婴幼儿

果显示，５８％（２９／５０）的病例在发病前７～２１ ｄ有医院

发病率较高，分别为６９／１０万和７２／１０万，其次为１８

就诊史，而仅有１４％（７／５０）的病例在发病前３７—５１

月龄至３岁（５．８／１０万），而其他年龄组发病率均低

内有医院就诊史，提示医院就诊是感染麻疹的可能

（０。０．１９／１０万）。

危险因素（艘＝５．４，９５％ｃｉ：２．１～１４．０）（表２）。按照

ｄ

；：

年龄组分层计算，＜８月龄和８月龄至３岁儿童有医
院就诊史者，发病危险均有５倍以上增加（表２）。≤

鑫

３岁儿童暴露于医院的归因危险度百分比（ＡＲ％）为

崾１５

８１％，提示如没有医院内传播，暴露于医院的儿童可

１；

减少８１％的麻疹病例。
ｗ市报告的５４例≤３岁病例中，有３３例（６１％）
是在麻疹发病前７～２１ ｄ（潜伏期）内因其他疾病曾
到医院就诊；Ｈ市４３例≤３岁病例中，有２１例（４９％）
是在潜伏期内曾去过医疗机构。病例访谈时发现，
在麻疹发病早期未出现皮疹时，主要表现为上呼吸
道症状，此时常去就诊。如Ｗ市的２５例在麻疹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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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ｕｌｙ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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