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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05年至2 0 1 2年全国不同年龄组人群

内脏利什曼病流行特征

赵树青 李中杰 张倩 周升 郑灿军

临床论著

【摘要】 目的分析全国不同年龄组人群内脏利什曼病流行特点，为内脏利什曼病的防治提供科

学依据。方法收集2005年至2012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报告的全国内脏利什曼病病例，按

人口学特征分为婴儿组(<1岁)、幼儿组(≥l岁且<4岁)、儿童组(≥4岁且<15岁)、成年组(≥15岁

且<65岁)和老年组(≥65岁)，对其性别、发病时间、地区分布等流行特征进行分析。结果2005年至

2012年全国内脏利什曼病累计报告病例2 979例，婴儿组、幼儿组、儿童组、成年组和老年组发病分别占

总数的24．9％、21．7％、20．0％、32．4％、1．0％。婴儿组发病高峰主要集中在4月份；幼儿组报告病例数

从9月份开始持续上升，12月份达高峰；儿童组集中在10月份；成年组、老年组发病高峰均集中在3月

份。我国内脏利什曼病报告病例主要集中在新疆、甘肃、四川，但各年龄组内脏利什曼病病例的地区分

布不同，新疆发病人群以婴儿为主，甘肃以幼儿、儿童为主；四川以成年人为主。发病至诊断时间婴儿组

最短(11 d)，成年组较长(15 d)。结论不同年龄组内脏利什曼病发病高峰呈现的时间先后不一；地区

分布不均匀，主要集中在新疆、甘肃、四川；新疆发病人群以婴儿为主，甘肃以幼儿JL童为主，四川以成

年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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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pidemiologic features of visceral leishmaniasis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12，and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the

disease．Methods The visceral leishmaniasis cases were obtained from China disease epidemic monitoring

information system from 2005 to 2012．All the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subgroups by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infant(<1 year old)，childcare(≥1 and<4 years old)，child(≥4 and<15 years old)，

adult(≥15 and<65 years old)and senior adult(above 65 years old)．The epidemiologic features，such

as gender．season of disease onset and area distribution of visceralleishmaniasis were analyzed．Results

The total reported visceral leishmaniasis from 2005 to 2012 were 2 979，among which cases in infant，

childcare，child，adult and senior adult were 24．9％，21．7％，20．0％，32．4％and 1．0％，respectively．

Infant cases were most reported in April；childcare cases in December which began to increase since

September；child cases in October and adult and senior adult in March．The reported cases were mainly

from Xinjiang，Gansu and Sichuan areas．However，age characteristics differed among regions，which

were mainly infants，both childcare and children，and adults，respectively in this three areas．The duration

from onset to diagnosis was shortest in infant group(1 1 d)and longer in adult group(15 d)．Conclusions

The number of visceral leishmaniasis cases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peaks in different months．Regional

distribution is not even．Cases are most concentrated in Xinjiang，Gansu and Sichuan areas．Infants

predominate in Xinjiang，childcare and children in Gansu and adults in Si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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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什曼病是由利什曼原虫引起，经白蛉叮咬传

播的慢性地方性传染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

和健康的人兽共患寄生虫病。根据临床损害组织不

同，利什曼病可分3种不同类型：①内脏利什曼病，

又名内脏利什曼病，由杜氏利什曼原虫侵害内脏器

官(如脾、肝、骨髓等)而致病，如不及时诊治，可导致

死亡；②黏膜皮肤利什曼病，由巴西利什曼原虫所

致，原虫寄生于皮肤内引起皮肤病变，也可经淋巴或

血液侵入鼻咽部黏膜内，可致黏膜病变；③皮肤利什

曼病，由热带利什曼原虫和墨西哥利什曼原虫所

致mj。

内脏利什曼病主要分布在中国、印度北部和

中东地区。据估计，全球每年死于内脏利什曼病

约5万例[3]。我国20世纪50年代，内脏利什曼病

在长江以北约16个省、市、自治区的农村地区广

泛流行，尤以华东地区流行最为严重，全国患者约

53万，病死率极高[4]。通过对患者的普遍治疗和

大规模群众性的灭蛉、灭犬运动，内脏利什曼病发

病人数逐年下降，20世纪50年代末在华东、华北

等主要流行区得到有效控制。20世纪60年代后

主要在甘肃、四川、新疆、陕西、山西和内蒙古等地

区有病例发生。近些年，因气候变暖，人口流动增

加，我国内脏利什曼病流行呈增加趋势，甚至出现

暴发流行[s]。因此，分析我国内脏利什曼病的流

行特征是非常必要的。但2005年前，全国无内脏

利什曼病报告监测系统，其发病情况、分布特点等

不十分清楚。

本研究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2005

年至2012年全国内脏利什曼病疫情报告数据，对不

同年龄组人群内脏利什曼病分布特点进行分析，为

其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2005年至2012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

报告的全国内脏利什曼病病例，剔除已被删除和重

复报告的病例，以病例发病日期为准，临床及实验室

诊断病例均纳入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

人群年龄分布按发病日期减去出生日期计算的

实足年龄进行统计和处理，将内脏利什曼病患者分

为婴儿组(<1岁)、幼儿组(≥1岁且<4岁)、儿童

组(≥4岁且<15岁)、成年组(≥15岁且<65岁)和

老年组(≥65岁)，并对其性别、发病时间、地区分布

等流行特征进行分析。

结 果

一、报告病例的年龄分布趋势

2005年至2012年我国内脏利什曼病报告病例

以<1岁为最高，i～3岁随年龄增长报告病例数快

速下降，仍处于较高水平。0～3岁病例占全部病例

的46．6％。3岁以上病例数随着年龄增长而呈下降

趋缓，稳定在较低水平，20～45岁存在一个发病小

高峰，峰值在35～40岁组。见图1。

年龄(岁1

注：IA．0～75岁病例；iB．O～14岁病例

图I 2005年至2012年全国内脏利什曼病病例的年龄分布

二、不同性别组的年龄构成

2005年至2012年我国内脏利什曼病累计报告

病例2 979例，其中男1 862例，女1 117例，男女发

病比为1．67：l。婴儿组、幼儿组、儿童组、成年组和老

年组发病分别占总数的24．9％、21．7％、20．0％、

32．4％和1．0％。各年龄组病例男性均高于女性，但在

男性组，成年病例最多，在女性组，婴儿病例最多。见

表1。

表l不同性别内脏利什曼病患者年龄构成[例，构成比(％)]

三、各年龄组病例的发病时间分布

各年龄组内脏利什曼病病例发病时间分布不一

致，发病高峰出现时间先后不一。婴儿、幼儿组有4

月份和9至12月份两个发病高峰，6至8月份为相

对发病低谷；儿童组发病高峰出现在10月份；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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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发病高峰出现在3月份。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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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图2各年龄组内脏利什曼病病例发病时间分布

四、不同地区病例的年龄分布

我国内脏利什曼病病例主要集中在新疆、甘肃、

四川三省(自治区)，新疆报告病例以婴儿为主，甘肃

以幼儿、儿童为主，四川及其他省(自治区)以成年人

为主。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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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发省份做进一步分析，新疆喀什市、阿克苏

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报告病例占全区90．1％，

其中喀什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病例构成以婴儿

为主，除老年组外的其他年龄组构成相近，阿克苏地

区成年组病例构成比最大；甘肃省陇南市、甘南藏族

自治州报告病例占全省95．3％，分别以幼儿和成年

组为最高，除老年组外的其他年龄组构成相近；四川

省报告病例数居前3位的分别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

州、成都市、绵阳市，成年组病例构成明显高于其他

年龄组。见表2。

表2 内脏利什曼病重点地区年龄分布(例)

省(区) 婴儿组幼儿组儿童组成年组老年组

五、各年龄组的发病一诊断时间

婴儿组、幼儿组、儿童组、成年组和老年组的发

病至诊断时间分别为11、14、12、15和13 d，各年龄

组的发病一诊断时间均较长，其中婴儿组相对较短，

成年组最长。

六、死亡病例分布

2005年至2012年全国内脏利什曼病累计报告

病例2 979例，死亡10例，病死率为0．336％，其中婴

儿组死亡1例、幼儿组4例、儿童组2例，成年组

3例。见表3。

表3 2005年至2012年间全国内脏利什曼病死亡病例资料

死亡病例 地区 性别死亡年龄 职业死亡年份(年)

讨 论

我国内脏利什曼病病例主要集中分布在14岁

以下人群，平均发病年龄是33．9岁，其中o～2岁的

病例占44．65％。不同流行区年龄分布也不一致，

甘肃巴楚、武都、文县、迭部，四川省的九寨沟发病人

群主要是15岁以下的人群；新疆的伽师县以0～2

岁人群为主[2j。在约旦内脏利什曼病发病年龄主要

集中在成人(21～30岁)，其次是5岁以下儿童；5～

10岁和50岁及以上的人群发病最低邙]。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年龄组病例的性别分布

一致，男性明显高于女性。这可能与男性在夏季身

体裸露部分较多，易被白蛉叮咬，及外出务工者多为

男性等因素有关。

各年龄组时间分布特点不相一致，发病高峰出

现时间先后不一。婴儿组主要集中在4月份；幼儿

组报告病例数从9月份开始持续上升，12月份达高

峰；儿童组集中在10月份；成年组、老年组发病高峰

均集中在3月份。虽然白蛉的活动盛期在我国大多

在5～8月份，此时也是白蛉吸血传播内脏利什曼病

的时间，但不同年龄组病例发病的季节性不同，可能

与内脏利什曼病在人或犬体内的潜伏期不一及人群

免疫水平不同有关。

雪■■暑一●■■勇溢一i—刚l一■罔圜‰豳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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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脏利什曼病的传染源主要是患者及病犬，少

数野生动物(如狼、狐等)亦可为传染源。根据传染

源的差异，内脏利什曼病分为人源型、犬源型和自然

疫源型(荒漠型)。以上三种类型在流行病史、寄生

虫与宿主的关系以及免疫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别，

在流行病学上也各有特点。新疆属自然疫源型(荒

漠型)，甘肃、四川属犬源型[7。9]。新疆内脏利什曼病

的传播媒介除中华白蛉外，20世纪50年代还发现

长管白蛉、吴氏白蛉和亚历山大白蛉。其中长管白

蛉是天山南北19个县(市)中的主要蛉种，具有亲人

的习性，在喀什三角洲等绿洲内为近家栖，在阿克苏

的山区内则为野栖或近野栖。1964年至1966年的

一项调查显示，新疆内脏利什曼病患者多数是3岁

以下的婴幼儿，于秋后发病，但在白蛉季节并无内脏

利什曼病患者或病犬存在，从荒漠内捕集的吴氏白

蛉，可查见内脏利什曼病原虫的自然感染，表明新疆

感染来自某些野生动物。甘肃、四川I内脏利什曼病

的传播媒介为中华白蛉。中华白蛉吸血对象较多，

包括人、犬、各种牲畜和野生动物。研究显示，在甘

肃、)ll：lt等山丘地区，均有犬内脏利什曼病不同程度

的流行，家犬中感染率平均为11．4／万～20．4／万。在

甘肃省内脏利什曼病流行较严重的陇南的文县等县、

市，犬的感染率为131／万～570／万。在川北的汶川I、

汶茂和南坪等县，犬的感染率高达350／万～909／万。

表明甘肃、四川I感染主要来自病犬。本研究结果显

示，我国内脏利什曼病病例的地区分布不均匀，且高

发地区人群分布也不一致：新疆发病人群以婴幼儿为

主，发病地区以喀什、阿克苏的山区高发，可能与传播

媒介长管白蛉在喀什三角洲等绿洲内为近家栖，婴幼

儿暴露较高有关；甘肃绝大多数患者为幼儿、儿童为

主，发病地区以陇南高发，四川以成年人为主，发病地

区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高发，这可能与甘肃、四川

犬的感染率高，少儿、成年人接触犬的机会较多有关。

各年龄组的发病一诊断时间均较长，婴儿组相对

较短，成年组较长，可能与不同患病人群的临床特点

及诊疗意识不同有关。

综上所述，今后我国在内脏利什曼病防治工作

中应加强对不同年龄组人群采取不同的防治措施。

加强对医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人员的培训，不断提

高内脏利什曼病的防治水平，真正做到“早发现、早

诊断、早治疗”。在新疆和内蒙古等利什曼病的自然

疫源地，以及新疆古老绿洲地带的人源型疫区，存在

多种媒介白蛉，应对蛉种及其生态习性作深入调查，

以指导灭蛉工作。在四川I和甘肃等山丘型内脏利什

曼病流行区，家犬为主要传染源，应继续研究防止

犬一蛉接触的可行措施以预防家犬感染。对重点人

群加强健康教育，提高其卫生防病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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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论文中有关实验动物描述的要求

·读者·作者·编者·

在医学论文的描述中，凡涉及实验动物者，在描述中应符合以下要求：①品种、品系描述清楚；②强调来源；③遗传背景；

④微生物学质量；⑤明确体质量；⑥明确等级；⑦明确饲养环境和实验环境；③明确性别；⑨有无质量合格证；⑩有对饲养

的描述(如饲养类型、营养水平、照明方式、温度、湿度要求)；⑧所有动物数量准确；②详细描述动物的健康状况；⑩对动物

实验的处理方式有单独清楚的交代；⑩全部有对照，部分可采用双因素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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