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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跨境传播、本地流行、
发展趋势及对策
张海林
云南省地方病防治所，云南省自然疫源性疾病防控技术重点实验室，云南 大理 671000
摘要：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均为全球性分布的重要蚊媒病毒病，二者具有较为相似的流行病学和临床特征，主要传
播媒介均为埃及伊蚊和白纹伊蚊。2013－2019 年位于云南省的中国-缅甸（中缅）、中国-老挝（中老）边境地区每年
都发生登革热本地流行，2019 年中国-越南（中越）边境地区也发生登革热本地流行，2019 年中缅边境（瑞丽市）首次
发生基孔肯雅热本地流行，来自缅甸、老挝、泰国和/或越南的输入性病例是引起云南省这 2 种蚊传疾病本地流行的

主要原因。云南省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适于媒介伊蚊的孳生繁殖，也适于登革病毒和基孔肯雅病毒的传播，
该地区仍然存在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再次流行或大流行的风险，并有可能形成地方性流行以及引发登革热重症病
例。当前急需开展病原体溯源、疫源地调查、临床学、人群抗体水平以及媒介伊蚊可持续控制的深入研究；同时，防
范跨境传播，防蚊灭蚊以及中缅、中老、中越的双方边境地区联防联控是当前亟待加强的重点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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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border spread，indigenous transmission，development trend，and
control strategy for dengue fever and chikungunya fever in Yunnan
province，China
ZHANG Hai-lin
Yunnan Institute of Endemic Diseases Control and Prevention, Yunn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for Zoonosis Control
and Prevention, Dali, Yunnan 671000, China
Abstract: Both dengue fever (DF) and chikungunya fever (CHIKF) are important mosquito-borne viral diseases with
global distribution, and these two diseases have relatively similar epidemiological and clinical features, with the main
vectors of Aedes aegypti and Ae. albopictus. The local epidemic of DF occurred in China-Myanmar and China-Laos
border areas of Yunnan province, China every year in 2013-2019, and it also occurred in China-Vietnam border area in
2019, while the local epidemic of CHIKF occurred in China-Myanmar border area for the first time in 2019. The
imported cases of DF and CHIKF from Myanmar, Laos, Thailand, and/or Vietnam were the main cause of the local
epidemic of these two diseases in Yunnan province. The special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Yunnan province are suitable for the breeding of the vector Aedes mosquitoe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DF and CHIKF
viruses. There are still high risks of re-epidemic or pandemic of DF and CHIKF in this region,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endemic an severe cases of DF. At present,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carry out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source of
pathogens, the investigation of epidemic foci, clinical science, antibody level in population, and sustainable control of
Aedes vectors, and meanwhile, control of cross-border spread, mosquito control, and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China-Myanmar, China-Laos, and China-Vietnam border areas are the ke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that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at present.
Key words: Dengue fever; Chikungunya fever; Cross-border spread; Indigenous transmission; Epidemic trend; Control
strategy

登革热（dengue fever）和基孔肯雅热（chikungunya

区［1-3］。 埃 及 伊 蚊（Aedes aegypti）和 白 纹 伊 蚊（Ae.

的主要临床表现均为发热、头痛、皮疹、淋巴腺肿大

黄病毒科（Flaviviridae）黄病毒属（Flavivirus）登革病

fever，CHIKF）同属经伊蚊传播的虫媒病毒病，它们

和关节疼痛等，均广泛流行于全球热带和亚热带地

albopictus）为主要传播媒介［4］。登革热的病原体为
毒（Dengue virus，DENV），并 分 为 4 种 血 清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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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V-1、2、3、4），每种血清型还可分为 4～6 种基

生 77 例输入性病例，临沧市镇康县南伞镇、德宏州

甲 病 毒 属（Alphavirus）基 孔 肯 雅 病 毒（Chikungunya

例（12 例），当地健康人群 DENV IgG 抗体和 IgM 抗体

基 因 型 ，即 西 非 型（West Africa genotype）、亚 洲 型

明人群中存在既往和新近感染病例［23］。2013 年滇

因型。CHIKF 的病原体为披膜病毒科（Togaviridae）
virus，CHIKV），该病毒为单一血清型，但可分为 3 种

（Asian genotype）和 东/中/南 非 型（East Central and
South Africa genotype，ECSA）。近几年，我国几乎所

有省（直辖市、自治区）都有登革热病例报告，其中，
2019 年 13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有登革热本地流
行［5］，据专家推测，中国约有 10 亿人口受到登革热的

威胁［6］。与云南省相邻的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这 2 种

蚊媒病毒病流行较为严重，不仅广泛存在 4 种血清

型 DENV 的流行［7-9］，还存在着 CHIKV 亚洲基因型和
ECSA 基因型的广泛流行［10-13］。近几年，我国南方一
些省、自治区常发生登革热流行［5］，2010 年广东省和

2017 年浙江省还分别发生过 CHIKF 本地流行［14-15］。

云 南 省 位 于 我 国 西 南 边 陲 ，辖 16 个 州（市）

129 个县（区、市），其中 8 个州（市）的 25 个县（市）与

缅甸、老挝或越南接壤，边境线长 4 060 km（中缅段

盈江县拉邦镇和芒市芒海镇还发生零星本地感染病
阳性率分别为 10.95%（81/740）和 5.68%（42/740），表

西南边境地区暴发登革热本地疫情［24-26］，随后每年

都发生本地流行［27-33］，因此，2013 年成为云南省登革
热流行史中的一个重要年份，从此，云南省边境地区

登革热本地流行成为常态，2013－2019 年不仅每年
都有疫情发生，而且疫区范围不断扩大（图 1）。此

外，2020 年 7 月下旬至 10 月 23 日（本文截稿时）德宏

州瑞丽市再次发生本病流行（瑞丽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登革热监测资料），西双版纳、临沧、红河和昆明
市（州）仅有零星输入病例。2020 年中后期我国为
防控境外通过陆路输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
炎）病 例 ，云 南 省 边 境 口 岸 、通 道 关 闭 ，登 革 热 和

CHIKF 输入病例也得到控制，登革热本地流行地区
和发病数与 2019 年相比明显减少。

1 997 km，中老段 710 km，中越段 1 353 km）。云南

省边境地区设国家和省级口岸 16 个，并有数十个出

入境通道，境内外人员和物资交流频繁，登革热和

CHIKF 均可通过输入性病例或携带病毒的媒介伊
蚊跨境传播，对云南省构成威胁。近几年云南省登
革热疫情日趋严重，还出现 CHIKF 流行，本文对云
南省这 2 种蚊媒传染病的流行概况、跨境传播、本地

流行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并对它们的公共卫生重
要性进行探讨，提出防控工作建议。
1
1.1

云南省登革热流行病学及病原学特征
流行概况

1974 年从与越南相邻的云南省红

离到 DENV-4；1981－1983 年从与缅甸、老挝毗邻的

图 1 2013－2019 年云南省登革热地区分布
Figure 1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dengue fever cases in
Yunnan province，China，2013-2019

分离到 DENV-3 和 DENV-4［16-17］；1989 年从与缅甸

1.2

地区白纹伊蚊中分离到 DENV-4［18］。1980 年代还从

革热病例 15 572 例，全省 16 个州（市）中有 15 个州

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州）河口县白纹伊蚊中分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州）白纹伊蚊中多次

接壤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德宏州）盈江县拉邦

云南省边境地区发热病例、健康人群和动物血清中
检 测 到 DENV 抗 体

［16］

。 这 些 结 果 表 明 ，1970 和

1980 年代，云南省局部边境地区曾发生过登革热流
行，白纹伊蚊是主要传播媒介，但限于当时条件，未

能引起防疫和医疗机构的关注，因而缺乏疫情资料，
以致人群发病情况不太清楚。

1.2.1

2013－2019 年登革热流行特征
地区分布

2013－2019 年云南省共发生登

（市）有登革热病例报告（占 93.75%），仅迪庆藏族自
治州（迪庆州）无本病报告。图 1 显示，与缅甸、老挝

接壤的西双版纳州（2013、2015－2019 年）、与缅甸

接 壤 的 德 宏 州（2013－2019 年）和 临 沧 市（2015、
2017－2019 年）以 及 与 越 南 接 壤 的 红 河 州 河 口 县

（2019 年）均发生输入性病例与本地病例并存的暴

随着传染病疫情监测的开展和诊断技术的提

发疫情。其中西双版纳州 8 477 例，包括输入病例

，其中 2008 年滇西南边境地区发

州 4 974 例，包括输入病例 2 504 例（50.34%），本地

高，2000－2012 年云南省每年都有来自境外的登革
［19-22］

热输入性病例

568 例（6.70%）和本地病例 7 909 例（93.30%）；德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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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南 省 全 年 各 月 都 有 登 革 热 病 例 报 告 ，其 中

142 例。昆明、曲靖、玉溪、保山、昭通、丽江和普洱

1－5 月病例较少，6－7 月开始逐渐上升，8 月明显增

（大理州）、文山壮族自治州（文山州）和怒江傈僳族

（图 3）。一般在 12 月中、下旬疫情终止。输入病例

市以及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州）、大理白族自治州
自治州（怒江州）均为登革热输入性病例，其中以昆
明市报告的输入性病例最多（355 例），其次为普洱
市（163 例）和保山市（83 例），其他州（市）报告病例
数在 2～68 例之间。云南省 129 个县（区、市）中有
106 个县（区、市）
（82.17%）有登革热病例报告，23 个
县（区、市）
（17.83%）无本病病例报告。昆明市 14 个

多，9 和 10 月为高峰，11 月明显下降，12 月病例较少
和本地病例的月份分布存在差异，前者全年每月都
有，但 7－11 月居多；后者流行期仅在 6－12 月，主要

为 7－11 月，高峰为 9－10 月，6 和 12 月较少。不同

地区或年份的本地流行期、高峰期和终止日期略有
差异，但差异约在 1 个月以内。

县（区、市）都有输入病例报告，其中主城区的五华、
盘龙、官渡和西山区病例占该市总病例数的 84.51%

（300/355）。云南省大多数边境县都有登革热输入
病例报告，以中缅、中老、中越边境的瑞丽、耿马、景
洪、勐腊、勐海、河口县（市）最多，是导致这些地区登
革热本地流行的主要原因。各地输入病例来源国
家：德宏州和临沧市主要为缅甸，西双版纳州主要为
缅甸和老挝，红河州为越南，其他州、市除上述国家

外还有泰国、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以及印度等南亚
国家和非洲国家［24-33］。
1.2.2

时间分布

2013－2019 年每年云南省都有

登革热疫情发生，发病数呈波浪式上升，隔年出现一

次高峰，2019 年达最高峰（图 2）。本地流行地区也

在逐年增多，如 2013 年仅西双版纳（景洪市和勐腊
县）和德宏州（瑞丽市）发生本地流行，2015 年临沧

图 3 2013－2019 年云南省登革热季节分布
Figure 3 Seasonal distribution of dengue fever cases in
Yunnan province，China，2013-2019

1.2.3

人群分布

根据德宏和西双版纳州及临沧市

登革热病例资料统计，发病年龄最小为 5 月龄，最大

为 92 岁，以 20～54 岁为主。病例的性别差异不大，
一般为女性稍多于男性。各职业人群均有发病，主

市（耿马县）出现本地流行，2019 年红河州（河口县）

要为商业服务者、家务及待业者、农民、学生和离退

大，如 2013 年输入病例主要分布在西双版纳、德宏

叮咬有关；但河口县主要为居住在县城周边的农场

发生本地流行（图 1）。输入病例分布区也在不断扩
州和昆明市，随后有输入病例报告的州（市、县）逐年

增多，2019 年几乎所有州、市和大多数县（区、市）都
有输入病例报告。随着输入病例分布区的扩大，本
地流行地区也在扩大，如红河州河口县 2017 年开始

出现来自越南的登革热病例，2019 年再次出现输入
病例并导致本地流行。

人员，与工作和生活环境中容易被白天活动的伊蚊
橡胶工人，与橡胶园白纹伊蚊密度高有关。
1.3

DENV 流行株遗传进化及溯源研究

近几年，

一些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科研机构在云南省登革热
流行区采集患者血清标本进行病毒分离，并开展

DENV 全基因组序列或包膜蛋白（envelope protein，
E）基因序列的进化分析。云南省 DENV 流行株包括
4 种 血 清 型 ，其 中 每 一 种 血 清 型 有 2～3 种 基 因
型［28-29，34-37］，具有血清型和基因型多样性特点。溯源

研究还发现，云南省几乎所有 DENV 流行株均与缅

甸、老挝或泰国等东南亚流行株具有较高的同源性
和较近的亲缘关系，并从输入病例中证实了相邻国
家流行株的进化特征［28-29，34-37］。由此认为，云南省边
境地区登革热本地流行的传播来源均为邻国登革热
病例的跨境传播，如导致近几年德宏州和临沧市的
本地流行株均来自缅甸的输入病例［24，27，30，32］；引起西
图 2 2013－2019 年云南省登革热年度分布
Figure 2 Annual distribution of dengue fever cases in Yunnan
province，China，2013-2019

双版纳州的本地流行株来自老挝、缅甸和泰国的输
入病例（2013 年主要为老挝输入病例［25-26］，2015 年

主要为泰国输入病例［31］，2017 年为老挝和缅甸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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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病例）
；2019 年红河州河口县本地流行与越南输

入病例密切相关。此外，其他州（市）每年都有来自
2

。

流行概况

境热带亚热带地区属白天活动蚊虫群落中的优势蚊
10 多年的调查依然如此［19，43-44］。

云南省 CHIKV 流行病学特征

2.1

查结果表明，白纹伊蚊在云南省广泛分布，尤其在边
种［17，42］，构成比和密度均较高并与人居关系密切，近

［19-23］

东南亚诸国的登革热输入性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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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云南省流行病防治研究

所（现云南省地方病防治所）在云南省边境热带和亚

3.2

埃及伊蚊

新中国建立以来，云南省开展了大

量的蚊虫调查工作，但截止 2001 年云南省境内无埃

及伊蚊记载。2002 年首次在瑞丽市姐告口岸地区

热带地区开展虫媒病毒调查和研究，曾从发热病例、

废旧轮胎积水中采集到埃及伊蚊幼蚊，随后，每年该

健 康 人 群 、白 纹 伊 蚊 、蝙 蝠〔棕 果 蝠（Rousettus

地均能捕获埃及伊蚊幼蚊和成蚊。目前，埃及伊蚊

leschenaulti）〕、恒河猴（Macaca mullata）、猪和鸟类等

已扩散至瑞丽市主城区、勐卯镇、姐告开发区、畹町

标 本 中 分 离 到 CHIKV 或 检 测 到 该 病 毒 特 异 性 抗
［16-17，38-39］

体

，表 明 云 南 省 局 部 边 境 地 区 曾 发 生 过

CHIKV 流行，因限于当时条件而未能阐明人间发病
情 况 。 近 几 年 ，东 南 亚 国 家 CHIKF 流 行 较 为 严

，云南省具有引发本地 CHIKF 流行的风险。

［10-13］

重

2018 年云南省首次报告来自东南亚的 2 例 CHIKF
输入性病例（航空输入昆明市），2019 年 7 月云南省
腾 冲 市 报 告 1 例 来 自 缅 甸 的 CHIKF 输 入 病 例

［40］

。

2019 年德宏州瑞丽市发生 1 起输入和本地病例并存
的 CHIKF 流行

，此为云南省首次报告 CHIKF 本地

［41］

暴发疫情。
2.2

2019 年 CHIKF 流行特征

2019 年 9－12 月瑞

丽市共发生 CHIKF 确诊病例 121 例（均为 CHIKV 核

酸检测阳性病例），其中本地病例 98 例，缅甸输入病
例 23 例（包括木姐 11 例、南坎 6 例、曼德勒 3 例、九谷

2 例和腊戌 1 例） 。临床上，患者除发热外，关节痛
［41］

较 常 见（占 90.08%），其 次 为 头 痛（44.63%）、皮 疹

（33.06%），少数病例有出血现象。本地感染病例主
要 发 生 在 瑞 丽 市 主 城 区 、勐 卯 镇 和 姐 告 开 发 区 。
9 月上旬出现首例输入病例，至 12 月每月都有来自
缅甸的输入病例；本地流行始于 9 月下旬，止于 11 月

下旬，高峰为 10 月（90/121，74.38%）。本次确诊病

和弄岛镇，并以主城区分布广、密度高。继瑞丽市发
现埃及伊蚊之后，德宏州芒市（芒海和遮放镇）、陇川
（章风镇）和盈江县（拉邦镇）等局部边境地区也发现

该蚊；2009 和 2011 年分别在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关累
港和景洪市景洪港发现该蚊；2013 和 2015 年景洪市
登革热流行期间该蚊在景洪市主城区（允景洪镇）和

嘎洒镇的构成比明显高于白纹伊蚊；勐腊县主城区
埃及伊蚊分布也较广，勐海县打洛镇也有该蚊分
布。2014 年首次在临沧市耿马县孟定镇发现埃及
伊蚊。目前，埃及伊蚊分布区包括德宏州（瑞丽市、
芒市、盈江和陇川县）、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勐腊和
勐 海 县 ）、临 沧 市（ 耿 马 县 ）和 怒 江 州（ 泸 水
［19，43-44］
县）
。综合分析认为，云南省的埃及伊蚊为本

世纪初从东南亚输入的蚊种，其入侵方式为陆路（如
瑞丽市和耿马县的口岸地区）和水路（澜沧江关累港
和景洪港），然后沿着边境地区快速扩散，其分布区
域与云南省本地登革热流行区相一致，如瑞丽和景
洪市的主城区埃及伊蚊为优势蚊种，构成比明显高
于白纹伊蚊。这些结果提示，埃及伊蚊为近几年云
南省中缅和中老边境地区登革热的主要传播媒介。
4

登革热和 CHIKF 疫情发展趋势

例中包括 2 例孕妇及其母婴传播的 3 例新生儿病例

4.1

发病，1 周后痊愈）。病例年龄分布除母婴传播的这

其分布区不断扩大，这些都有利于 DENV 和 CHIKV

（2 例双胞胎男婴和 1 例女婴均为出生后第 4～5 天

3 例新生儿病例外，最小仅为 3 月龄，最大为 72 岁，
以 20～59 岁的青壮年为主（94/121，77.69%）。男女

性别比为1∶1.28。职业分布以商业服务人员（33.06%）、
家务及待业人员（21.49%）和离退人员（11.57%）居

多［41］。经对本病患者血清标本的病毒分离和序列分
析表明，瑞丽市 CHIKV 流行株均为 ECSA 基因型，来

自缅甸的输入性病例是引起瑞丽市本地流行的主要
原因。
3
3.1

全球

气候变暖、生态环境改变导致媒介蚊虫大量繁殖及
的生存、增殖和扩散并引起疾病暴发或大流行，如

2014 年广州市登革热暴发与环境改变尤其是城市
表面水体分布区明显增多适于白纹伊蚊孳生密切相

关［45］。近 10 多年来，非洲、美洲、亚洲以及印度洋、

太平洋岛屿的登革热和 CHIKF 流行区不断扩大［1-3］，
甚至欧洲（法国和意大利）局部地区也因白纹伊蚊入

侵而出现登革热和 CHIKF 流行［46］。此外，随着生态
环境的改变，宿主媒介的变化，虫媒病毒对媒介蚊虫

云南省媒介伊蚊分布特点
白纹伊蚊

自然环境适于伊蚊传播病毒病的流行

1980 和 1990 年代，云南省蚊类调

的敏感性及对人的致病性也会发生变异［10］。总之，
从当前全球疫情形势看，无论登革热或 CHIKF 的流
行均无减缓趋势，它们的发病数仍在上升，流行区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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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续扩大，尤其是与云南省相邻的南亚和东南亚

型流行，白纹伊蚊对该基因型同样具有较高的易

地区不仅流行不断，并常常出现大规模流行。由于

感性［10］。

东南亚地区的蚊虫控制受到自然和社会因素双重影
响，灭蚊防蚊困难重重，以致疫情越演越烈，每年都
给云南省边境地区的防控工作带来较大压力。云南
省边境地区自然环境与东南亚地区较为相似，大多
属热带亚热带气候，气温高、雨量多、湿度大，适于媒
介伊蚊的孳生繁殖，加之埃及伊蚊的入侵和快速扩
散以及伊蚊城市化分布特点及其密度增高等都是引
发这 2 种蚊媒病毒病不断流行的主要原因。
4.2

跨境传播是本地登革热和 CHIKF 流行不断发

生的重要原因

近几年航空旅行的不断增多促进了

多种血清型 DENV 在亚洲的共同循环，也包括中国

。同样，CHIKV

［47］

以及东南亚国家间的该病毒传播

4.4

地方性流行的危险因素在上升

东南亚地区

属于登革热地方性流行区，1950 年代以来，该地区

一直存在 4 种血清型 DENV 的传播以及重症登革热

的流行，属该地区发病率和病死率都较高的虫媒传
染病［1］。重症登革热与多种血清型 DENV 的反复流

行以及再次或多次感染所致的抗体依赖增强

（antibody dependent enhancement，ADE）有 关 ，也 可

能与病毒株毒力增强如 DENV-2 感染以及宿主遗传

多态性等有关［48］。流行病学和病毒溯源研究表明，
近几年云南省登革热本地流行仍属输入性病例引起
的本地流行，但随着疫情的不断发展，形成地方性流
行或者说自然疫源性的可能性较大。至今，云南省

不同基因型在全球的传播扩散也与航空旅行有关，

登革热已连续流行 8 年（2013－2020 年），并发生过

发本地流行［14-15］。然而，云南省虽常有国际航空旅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勐腊县几乎每年都发生 2 种或

如我国近几年航空输入 CHIKF 病例越来越多并引
行输入的登革热和 CHIKF 病例，但更为突出的威胁
是传染源或传播媒介经陆路边境的跨境传播。云南

省边境线长而复杂，管理难度大，每年都有大量的输
入病例（入境时有的可能处于隐性感染期，有的已发
病）通过陆路边境口岸或各种通道进入云南省并引
发本地流行。还可能存在携带病毒的伊蚊跨境传
播，如近几年作为登革热和 CHIKF 疫区的缅甸木

姐、九谷、南坎等城市及其乡村均紧邻我国瑞丽市
（如姐告、畹町和弄岛等），两国间山水、田园、村寨相
连，伊蚊成蚊包括带病毒伊蚊极易飞越边境进入我
国栖息、叮咬吸血。还有陆路交通工具和澜沧江船
舶也有可能将境外携带病毒伊蚊输入我国，如本世
纪初期埃及伊蚊在云南省口岸地区（瑞丽口岸、勐腊
关累港、景洪港）的发现均与来自境外的交通工具
病毒对媒介蚊虫的适应性增强有利于疫情传

播扩散

虫媒病毒在不同宿主和媒介中传播扩散可

能使其易感性和致病性得到增强，如 2004 年东非暴

发 CHIKF 大流行并引起 2005－2006 年在印度洋岛

屿的不断扩散，进而导致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本病广
泛流行，研究认为白纹伊蚊在上述地区 CHIKV 传播

扩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该病毒在印度洋地区流
行期间对白纹伊蚊的适应性和复制能力得到明显增
。从目前看，云南省登革热和 CHIKF 主要流行

［10］

强

3 种血清型 DENV 流行［27-29，33］，瑞丽市 2016 年还发生
4 种血清型 DENV 共同流行［32］。鉴于近几年瑞丽、景

洪、勐腊、耿马县（市）存在多种血清型 DENV 反复流
行，很有可能发生重型病例的流行。
5
5.1

当前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
病毒溯源及疫源调查

登革热和 CHIKF 均为

自然疫源性疾病。为掌握云南省边境地区自然界中
这 2 种病毒分布状况，很有必要从各地患者、不同季

节伊蚊中分离病毒。除主要采集自然界雌性成蚊
外，还可采集一些幼蚊及雄性成蚊做病毒分离（因伊

蚊具有经卵传递 DENV 和 CHIKV 的能力［17，49］）。对

不同来源分离株进行全基因组序列测定与遗传进化
和溯源研究，以阐明该地区 DENV 和 CHIKV 的自然
循环特点及其是否存在自然疫源地。

有关。
4.3

DENV-1、2、3、4 的流行［34-37］，其中德宏州瑞丽市和

5.2

人群自然感染率调查

掌握人群隐性感染状

况和抗体水平，对预测疾病发展趋势有重要意义。
在近几年登革热流行地区如瑞丽、耿马、景洪、勐腊、
勐海和河口县（市）采集当地常住居民血清（包括曾

患过登革热者），用中和试验检测 DENV 中和抗体，
了解人群中各血清型抗体阳性率及其抗体滴度水
平，为评估登革热流行趋势提供科学依据，还可为将

来该地区使用 DENV 疫苗可能性的评估提供本底资

料。同时在瑞丽市及其他部分边境县人群中开展

于埃及伊蚊分布地区，但无埃及伊蚊分布的白纹伊

CHIKV 抗体调查，掌握不同地区人群自然感染率，

险，需要高度关注。如云南省不仅存在对白纹伊蚊

5.3

蚊分布区同样具有引发这 2 种蚊媒病毒的传播风
高度易感的 4 个血清型 DENV 的辗转流行，还存在
印度洋大流行传播到东南亚的 CHIKV 的 ECSA 基因

作出 CHIKF 流行风险评估。
临床学研究

与东南亚地区不同，近几年云南

省流行的登革热为古典型登革热，属于自限性疾病，
预后较好，无死亡病例，虽有少数 DENV-2 感染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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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病例但均能治愈［50］。今后应加强重症病例的全面

基层单位、社区、村寨以及市民、村民的日常活动，并

临床学观察以及病毒分离、血清型、基因型和抗体水

继续以网格化管理予以监督、落实。如发生本地疫

平研究，掌握他们的临床特征。据此制定行之有效

情，控制成蚊应采取清除蚊虫孳生地和化学防治相

的监测和防治研究方案以及具体控制策略并做好重

结合的方法。

症预警，为该地区有效控制本病、减少危害提供政策

和技术支持。在登革热流行地区亦需加强 CHIKF

的监测和临床学研究，尤其要做好二者的鉴别诊断，
避免将 CHIKF 病例误诊为登革热。
5.4

伊蚊监测及其抗药性研究

6.2

早期发现病例是控制疫情扩散的重要措施

蚊媒疾病控制成本较高，早期发现输入性病例或本
地感染病例，及时对患者实施防蚊隔离是防止本地
流行或进一步扩散极为重要的措施。在入境人员或

蚊媒监测是搞好

当地居民中，凡具有相关流行病学史和发热等临床

蚊媒传染病防控的基础。掌握各地埃及伊蚊和白纹

表现者，均应尽快进行实验室检测，做到早发现、早

伊蚊的分布特点及密度，对分析本地区登革热和

诊断、早隔离。

CHIKF 传播风险、疫情预测及防控均具重要价值。
同样，经常或适时开展主要媒介蚊种的抗药性监测，

6.3

加强入境检疫是预防传染源跨境传播的重点

东南亚地区全年都有登革热和 CHIKF 流行，

措施

为及时使用有效药物灭蚊和控制疫情提供科学

云南省一年四季都有来自东南亚国家的输入性病

依据。

例，这些病例大多为来我国就医的缅甸、老挝边民，

5.5

蚊虫媒介效能评价

埃及伊蚊和白纹伊蚊是

公认的登革热和 CHIKF 的主要传播媒介，它们对

DENV 和 CHIKV 的媒介效能较高，但随着蚊种种群
数量、分布环境的变化及病毒变异等，媒介作用也会

有所变化。因此，开展这 2 种蚊虫及其不同地理株

系对各型 DENV 和 CHIKV 的易感性、传播性研究，
评估它们的媒介意义，对更好地防控这 2 种蚊媒疾
病具有重要意义。
6

2015 年全球首个 DENV 疫苗研制成功，并在部
，但仍然存在 ADE 风险而未能广泛应

［51］

用 ，我 国 未 使 用 该 疫 苗 。 目 前 ，尚 无 可 供 使 用 的
CHIKF 疫苗

边境两侧边民探亲访友人员。因此，全年开展入境

人员登革热和 CHIKF 检疫是防止传染源跨境传播

的重要措施，尤其要做好那些入境就医的病例或疑
似病例的监测和管理，从他们入境之时就要做好全
程防蚊隔离。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员在境外已被
蚊虫叮咬感染，但入境时处在疾病潜伏期，此类人员
具有重要流行病学意义，除加强入境检疫还需做好
防疫宣传，提高他们的防病意识，一旦不适，及时

亟待加强的防控工作

分国家使用

中缅、中老、中越双方商务及务工人员，旅游者以及

［52］

。因此，传染源管理和蚊媒控制仍然

是登革热和 CHIKF 最重要的防控措施。近几年云

南省这 2 种疾病的暴发疫情均与来自邻国的跨境传
播及媒介伊蚊密度高密切相关，这是当前需要高度
关注和切实解决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近几年，虽
然云南省各地都采取了强有力的防控措施，如网格
［53］

化管理灭蚊防蚊等取得一定成效

，但输入病例的

早期发现、早隔离及清除蚊媒孳生地等问题的解决
并非易事，防控形势依然严峻，我们必须树立与这些

就医。
6.4

加强交通工具检疫是防止携带病毒的蚊虫跨

境传播的必要措施

各口岸入境的汽车、轮船等交

通工具可将境外蚊虫（成蚊、幼蚊、卵）输入我国，还
可能将携带病毒的蚊虫输入我国并引起疾病流行。
因此，交通工具的检疫和消毒杀虫对防止跨境传播
同样重要。
6.5

加强与邻国联防联控

今后应进一步加强中

缅、中老、中越的国家间边境地区登革热和 CHIKF
等传染病的联防联控工作，尤其是双方边境地区疫

情监测、信息交流和媒介伊蚊控制以及输入性病例
的出入境检疫、管理等。

综上所述，2013－2020 年云南省已连续 8 年发

疾病做长期斗争的思想。由于登革热与 CHIKF 具

生登革热本地流行，2019 年还发生 CHIKF 本地流

取相同防控措施，同步开展监测和防控工作。

主要原因，本地流行几乎都发生在人口集中、有埃及

有相似的流行病学特征、媒介蚊种和临床表现，可采
6.1

清除蚊虫孳生地是防止发生上述 2 种疾病本地

流行的关键措施

云南省边境地区适于蚊虫常年孳

生繁殖，开展经常性的防蚊灭蚊是预防或迅速控制

行，来自相邻国家的输入性病例是引起本地疫情的
伊蚊分布、蚊密度高的边境城市及其近郊，提示与埃

及伊蚊媒介效能高有关。然而，2019 年河口县（为

白纹伊蚊分布区，无埃及伊蚊）本地登革热流行表

疫情的关键措施。全年对各类工作场所、居住区室

明，在橡胶树林中的白纹伊蚊分布广、密度高，对其

内外及其周围环境的一切积水容器进行清理，其中

媒介作用同样应给予高度关注。鉴于云南省边境地

5－11 月为清除蚊虫孳生地的重点时期。以此作为

区仍然存在登革热和 CHIKF 再次流行或大流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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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其他地区同样也具有本地流行的风险），还有
可能形成地方性流行区，需高度警惕。今后，各地仍
需继续强化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的防控理念，特别要
加强早期诊断与及时防控，全年开展常态化防范跨
境传播和防蚊灭蚊为主的综合防控工作，并进一步
加强中缅、中老和中越双方边境地区蚊媒传染病联
防联控工作。
志谢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及登革热本地流行的州、

市、县 CDC 提供 2013－2019 年登革热疫情资料，特此志谢
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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