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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热点报告·

北京市２０ １ ３年新发现Ｄ８基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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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调查２０１３年ｌ一６月北京市新发现Ｄ８基因型麻疹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

方法开展现场流行病学调查，采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进行分析。结果２０１３年１—６月北京市
共报告疑似麻疹病例６６１例，经血清学和病原学检测确诊麻疹病例４１６例，经基因型鉴定发现Ｄ８
基因型２８例，其中１４例病例分属于２起暴发疫情，１４例为散发病例。暴发疫情和散发病例发病高
峰均在４—５月，分布城区和近郊区２５例（８９．３％），１５～３９岁成年人２２例（７８．５％），外省户籍人口
１９例（６７．９％）。暴发疫情病例中有１２例（８５．７％）为从事服装销售的外省来京务工人员，２起暴发
疫情间存在流行病学联系。结论Ｄ８基因型麻疹病例为北京市首次监测到的新基因型病例，发
病人群主要为外省户籍成年人，并引起局部暴发和本地传播。

【关键词】麻疹；Ｄ８基因型；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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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陆流行的麻疹绝对优势基因型为Ｈ１基

致幢’引。２０１３年按照进一步加强消除麻疹工作的要

因型…，北京市流行的优势本土病毒株与全国一

求，北京市努力提高病原学监测的敏感性，１—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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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发现２８例Ｄ８基因型麻疹病例，现将流行病学调
查结果报告如下。
对象与方法

一、病例及标本采集
疑似麻疹病例通过中国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
系统网络直报，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业人员到达现
场进行个案调查和疫情处置，并采集病例急性期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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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和出疹前５ ｄ到出疹后５ ｄ咽拭子或尿标本。按

关节疼痛。其中４例（１４．３％）经住院治疗，无死亡病

照全国麻疹监测方案，本研究将暴发疫情病例定义

例。所有病例均采集血标本，其中血清学检测显示

为以村、居委会、学校或其他集体机构为单位，在

２２例（７８．６％）麻疹ＩｇＭ抗体阳性且风疹ＩｇＭ抗体阴

ｄ内发生≥２例疑似麻疹病例，并与麻疹暴发疫情

性，６例（２１．４％）麻疹和风疹ＩｇＭ抗体均为阴性；所
有病例均采集病原学标本（其中２７例采集咽拭子，ｌ

１０

存在流行病学联系的病例。
二、实验室检测

例采集尿液），病原学检测显示２２例（７８．６％）分离出

区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麻疹网络实验室采用

阳性毒株，１１例（３９．３％）病毒核酸扩增获得阳性产

德国维润赛润研发有限公司提供的试剂盒，使用

物，５例（１７．９％）同时获得阳性毒株和产物，经中国

ＥＬＩＳＡ检测麻疹和风疹ＩｇＭ抗体；采用江苏和创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麻疹和风疹核酸双重检测试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麻疹网络实验室鉴定均为Ｄ８基

剂盒，使用多重实时荧光ＰＣＲ检测病毒核酸；凡核

２．流行病学调查：２８例中１４例分属于２起暴发

酸检测阳性的标本，采用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公司提供的

疫情，分别发生在丰台区和西城区两家大型服装批

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 １１１ Ｏｎｅ．ｓｔｅｐ ＲＴ－ＰＣＲ ｗｉｔｈ Ｐｌａｔｉｎｕｍ＠Ｔａｑ

发市场（暴发疫情Ｆ和Ｘ）。

试剂盒，使用反转录一聚合酶链反应（Ｒ１’－ＰＣＲ）进行

因型。

（１）暴发疫情病例特征：①暴发疫情Ｆ持续２８

ｄ

核酸扩增。将病原学标本接种于Ｖｅｒｏ—ｓｌａｍ细胞，

（２０１３年３月３１日至４月２７日），共发生病例８例，其

分离病毒。病毒核酸扩增阳性产物和分离阳性毒

中４月７例（８７．５％）。病例居住地分布在２个区，其

株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麻疹网络实验室鉴定

中丰台区７例（８７．５％）、通州区１例（１２．５％）；分布于

基因型。

三、统计学分析

４个街（乡、镇），包括丰台区南苑街道（２例）、大红门
街道（４例）、南苑乡（１例）及通州区马驹桥镇（１

采用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例）。男女性别比例为１：１．７；１５～３９岁成年人７例

结

果

（８７．５％）；病例均为外省户籍，其中７例（８７．５％）从事
服装销售。②暴发疫情ｘ持续４４ ｄ（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５

一、疑似麻疹病例

日至５月２８日），共发生病例６例，４月和５月病例数

２０１３年１—６月北京市共报告疑似麻疹病例６６１

分别为２例（３３．３％）和４例（６６．７％）。病例居住地分

例，其中６５８例（９９．６％，６５８／６６１）采集血标本，６４４例

布在４个区，其中西城和海淀区各２例（分别占

（９７．４％，６４４／６６１）采集病原学标本。经血清学和病

３３．３％）、丰台和昌平区各１例（分别占１６．７％）；分布

原学检测，确诊４１６例；其中２４２例（５８．２％，２４２／４１６）

于５个街（镇），包括西城区展览路街道和什刹海街

麻疹ＩｇＭ抗体和病毒核酸ＰＣＲ均为阳性，１３３例

道（各１例）、海淀区北下关街道（２例）、丰台区东铁

（３２．Ｏ％，１３３／４１６）麻疹ＩｇＭ抗体阴性但病毒核酸

营街道（１例）、昌平区流村镇（１例）。病例均为女

ＰＣＲ阳性，４ｌ例（９．８％，４１／４１６）麻疹ＩｇＭ抗体阳性但
病毒核酸ＰＣＲ阴性。３７５例麻疹病毒核酸ＰＣＲ阳性

性；１５。３９岁成年人５例（８３．３％）；外省户籍５例

的确诊病例中，７０例（１８．７％，７０／３７５）病毒核酸扩增

（２）散发病例特征：２８例中１４例未发现与暴发

获得阳性产物，６２例（１６．５％，６２／３７５）分离出阳性毒

疫情病例存在流行病学联系，发病时间在２０１３年３

株（其中１５例同时获得病毒核酸阳性产物和阳性毒

月１６日至６月３日，主要集中在４和５月，分别为９例

株）。经基因型鉴定，８８例为Ｈ１基因型，２８例为Ｄ８

（６４．３％）和３例（２１．４％）。病例居住地分布在４个

基因型，１例为Ｄ９基因型。

区，其中丰台区６例（４２．９％）、西城区３例（２１．４％）、

（８３．３％）；５例（８３．３％）从事服装销售（表１）。

二、Ｄ８基因型麻疹病例

海淀区４例（２８．６％）、昌平区１例（７．１％）；分布于１３

１．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测：２８例中２７例发热，

个街（乡、镇），包括丰台区南苑街道、东铁营街道、卢

发热与出疹间隔４。５ ｄ，其中３例（１１．１％）在发热前

沟桥街道、右安门街道、南苑乡和卢沟桥乡（各１

ｄ出现皮疹，１８例（６４．３％）和６例（２２．２％）则分
别在发热后０～３ ｄ和４～５ ｄ出现皮疹。２５例

例），西城区德胜门街道、展览路街道和天桥街道（各

（８９．３％）伴有咳嗽，１３例（４６．４％）伴有卡他症状，１６

口街道（各１例），昌平区北七家镇（１例）。男女性别

例（５７．１％）伴有结膜炎，１５例（５３．６％）可见Ｉ：３腔黏膜

比例为１．３：１；１５～３９岁ｌＯ例（７１．４％），４０～５０岁４

斑，７例（２５．０％）伴有淋巴结肿大，３例（１０．７％）伴有

例（２８．６％）。本市户籍７例（５０．０％），外省户籍６例

１～４

１例），海淀区马连洼街道（２例）、北下关街道和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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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１１１３·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１１

２０１３年１—６月Ｄ８基因型麻疹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

保安、医院护士、餐厅服务员、超市送货员、建筑工
人、学生、退休人员和待业（表１）。
（３）病例间流行病学联系：首发病例女性４４岁，
北京户籍，待业，与母亲同住西城区展览路街道，发
病前２１ ｄ否认出境和出京外出旅游史，发病前７～
９

ｄ曾陪其母前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输液，自

述未接触过发热出疹病例。暴发疫情Ｆ中的５例为
丰台区服装批发市场服装销售人员，另２例曾前往
该服装批发市场进货，１例为病例的亲属且发病前
有接触史；暴发疫情ｘ中的５例为西城区服装批发
市场的服装销售人员，其中首例病例发病前每１—
２

ｄ前往丰台区服装批发市场进货，另１例发病前７～

ｄ两次前往西城区服装批发市场购物；散发病例
中的２例工作地点在同一办公大楼，存在流行病学联
１２

系。其余病例尚未发现流行病学联系（图１）。
讨

论

目前全球人群中流行的麻疹病毒共有８个分支
（Ａ～Ｈ）２３个基因型Ｈ］。我国大陆已证实流行的Ｈ１
基因型是绝对优势本土基因型［１·５’６｜。近年来Ｄ８基
因型麻疹病毒在欧洲、加拿大、泰国、澳大利亚、印度
等国家广泛流行，其输入来源主要来自孟加拉国和
印度¨’７。，我国于２０１２年首次在上海市发现１例Ｄ８
基因型引起的散发麻疹病例。１９９８－－２０１２年北京
市共检测出１４２株麻疹野病毒，其中１例为Ｄ９基因
型，其余均为Ｈ１基因型［２ｊ］。２０１３年发现的Ｄ８基因
型是北京市新发现的基因型。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２０１３年北京市发现Ｄ８基因型麻疹暴发疫情和
（４２．９％），外国（印度）籍１例（７．１％）；２例（１４．３％）从

散发病例的发病高峰均在４—５月，主要分布在近郊

事服装销售，１２例（８５．７％）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

（丰台、海淀）以及城区（西城区），发病人群以１５～

ｏ。。ｏ
一一ｒｌ

ｏ…一一ｒｌ

ｏ一…一ｒｌ

Ｈ寸ｏ∞ｏ—ｎ Ｉｎ卜口一ｎ ｖ、卜ａ—ｎ”卜口～ｒ１ ｖ、卜Ｄ—ｎ”卜口一ｎ竹卜。一ｒ１
ｒｌ
ｒＩ
ｒｌ卜】ｆ１
ｏ ｏ ｏ ｏ
ｒ】ｒＩ
ｒ１卜ｌ
ｏ ｏ ｏ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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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Ｉ、日Ｊ（Ｊ＝｛一Ｈ）
图１

２０１３年北京市Ｄ８基因型麻疹病例发病时间分布和流行病学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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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岁外省户籍成年人为主，暴发疫情病例主要为从
事服装销售的外来务工人员。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北京

的病原学分析．中华预防医学杂志，２００９，４３（９）：８２７—８２８．
［４］Ｒｏｔａ

Ｋ，Ｍａｎｋｅｒｔｚ Ａ，ｅｔ ａ１．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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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人群分布和疫情控制密切相关。该两起暴发疫

行病学分析．中国计划免疫，２００５，１１（３）：１６５—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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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人群中未快速建立良好的免疫屏障，造成疫情向

屠宇平．麻疹病毒的新基因型和麻疹基因型的最新全球分布．

市场从业人员和客流人群扩散。

疾病监测，２００６，２１（３）：１６７—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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