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印发黄热病防控方案（2016 年版）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6-04-22  

国卫办疾控函„2016‟38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

局，各直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黄热病主要在中南美洲和非洲的热带地区流行，中国已

于 2016年 3 月 12 日确诊首例输入性病例。由于我国与黄热

病流行国家/地区有人员往来，病例输入风险持续存在。为

进一步做好黄热病预防控制工作，切实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国家卫生计生委和质检总局制定了《黄热病

防控方案（2016 年版）》（可从国家卫生计生委网站

www.nhfpc.gov.cn 下载）。现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         质检总局办公厅  

2016 年 4月 15日 

  

  

 

 

 

http://www.nhfpc.gov.cn/


黄热病防控方案  

（2016年版） 

  

  黄热病 (Yellow Fever) 是一种由黄热病毒引起,经蚊

叮咬传播的急性传染病，是我国的检疫传染病之一。临床主

要表现为发热、黄疸、出血等。本病主要在中南美洲和非洲

的热带地区流行。我国于 2016年 3 月 12日确诊首例输入性

病例。由于与黄热病流行的国家/地区有人员往来，病例输

入我国的风险持续存在。为做好我国黄热病的防控工作，特

制定本方案。  

  一、疾病概述  

  （一）病原学。  

  黄热病毒（Yellow Fever Virus）为单股正链 RNA 病毒，

属于黄病毒科（Flaviviridae）黄病毒属（Flavivirus）。

病毒颗粒呈球形，直径 40-60 nm，外有脂质包膜，表面有棘

突，基因组长度约为 11kb。  

  黄热病毒只有一个血清型，根据病毒基因组序列特征可

分为多个基因型。该病毒可与同为黄病毒属的登革病毒、寨

卡病毒、西尼罗病毒等产生血清学交叉反应。  

  黄热病毒有嗜内脏如肝、肾、心等（人和灵长类）和嗜

神经（小鼠）的特性。  

  黄热病毒外界抵抗力弱，不耐酸、不耐热。60℃30分钟



可灭活，70%乙醇、0.5%次氯酸钠、脂溶剂、过氧乙酸等消

毒剂及紫外线照射均可灭活。  

  （二）流行病学。  

1．传染源  

  按照传播模式，黄热病主要分为城市型和丛林型。城市

型的主要传染源为病人及隐性感染者，特别是发病 5 日以内

的患者。丛林型的主要传染源为猴及其他非人灵长类动物，

在受染动物血中可分离到病毒。  

  2．传播途径  

  蚊媒传播为黄热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  

  蚊媒通过叮咬黄热病毒感染的人或动物而被感染，再通

过叮咬的方式将病毒传播。不同种类的伊蚊和趋血蚊种可传

播该病毒。  

  目前主要有两种类型的传播模式：  

  城市型黄热病：以人-蚊媒-人的方式循环。在既往流行

地区，以埃及伊蚊为主要的传播媒介。如果受感染的人把病

毒带入人口稠密、免疫覆盖率较低的地区，且该地区有伊蚊

生存繁殖，伊蚊叮咬感染者后再叮咬健康人，就可导致人群

感染。目前，黄热病主要通过这种方式导致人群中的暴发流

行。实验室研究表明，白蚊伊蚊也可能具备传播能力。  

  森林型（或丛林型）黄热病：以非人灵长类-蚊媒-非人

灵长类的方式循环。在热带雨林中，媒介蚊种比较复杂，包



括非洲伊蚊、辛普森伊蚊、趋血蚊属、煞蚊属、白纹伊蚊、

白点伊蚊等。人类因为进入丛林被蚊媒叮咬而感染。  

  3．人群易感性  

  人群对黄热病毒普遍易感。感染或接种疫苗后可获得持

久免疫力，尚未发现再次感染者。  

  4．潜伏期和传染期  

  （1）潜伏期：一般为 3-6天，最长可达 14天。  

  （2）传染期：患者出现发热前较短时间内至发病后的

3-5 天，可产生较高水平的病毒血症。最长发病后 10 天可在

血中检测到病毒。  

  5．地理和季节分布  

  黄热病目前主要流行于中南美洲和非洲的热带地区，全

球每年 90%的报告病例发生在非洲。在无黄热病流行的国家/

地区中有少量输入性病例。我国目前有输入病例报告，但尚

未发生本地传播。  

该病在流行地区全年均可发生，蚊媒活跃季节高发。在南美

洲和非洲，每年 3-4 月份病例较多。  

  （三）临床表现。  

  本病临床表现差异很大，病情可从轻度自限性到致死性

感染。典型临床过程可分为以下 4 期。  

  1．感染期  

  此期为病毒血症期，持续 3-5 天。  



  急性起病，寒战、发热（可达 39℃-41℃），全身不适，

头痛、肌痛，厌食、恶心、呕吐，烦躁、易怒、头晕等，但

症状无特异性。  

  体格检查可有相对缓脉，皮肤、结膜和牙龈充血，特征

性舌相改变（舌边尖红伴白苔）等。 

  2．缓解期  

  发病 3-5天后，患者进入缓解期，体温下降，症状减轻。

大多数患者开始恢复，但约 15%的患者在 48小时之内病情再

次加重，进入中毒期。  

  3．中毒期（肝肾损伤期）  

此期特点是病情再次加重，出现多器官功能损伤表现，常累

及肝脏、肾脏和血液系统等。进入中毒期患者约有 50%死亡。  

  4．恢复期  

  恢复期可持续 2-4周。体温下降至正常，症状逐步消失，

器官功能逐步恢复正常。但疲乏症状可持续数周。黄疸和转

氨酶升高可持续数月。有报道称，患者可在恢复期死亡，多

死于心律失常。  

  二、诊断和报告  

  （一）诊断。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应按照《黄热病诊疗方案》做好相关

病例的诊断工作。  

  各省份发现的首例黄热病病例，由省级卫生计生部门组



织专家组，结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复核结果，进行诊断。

重症病例、死亡病例以及聚集性疫情的指示病例和首发病例

的标本均应送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复核检测。  

  （二）报告。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发现黄热病疑似病例、临床诊断病例

或确诊病例时，应参照甲类传染病的报告要求，通过国家疾

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进行网络直报，报告疾病类别选择

“其它传染病”中的“黄热病”，如为输入性病例须在备注

栏注明来源地区，统一格式为“境外输入/X国家或地区”或

“境内输入/X 省 X 市 X 县”。符合《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相关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规范（试行）》要求的，应按照相关

规定进行报告。  

  三、实验室检测  

  对病例的血液等相关标本进行实验室病原学和血清学

检测，对蚊媒标本进行采集、包装、运送和实验室检测，具

体内容参见《黄热病毒实验室检测技术方案》（附件 1）。  

  黄热病毒在我国归属于一类病原体。病毒分离、培养等

涉及活病毒的操作必须在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BSL-3）进

行；未经培养的感染材料的操作在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

（BSL-2）进行，如有负压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BSL-2），

建议在负压实验室操作；灭活材料和无感染性材料可以在生

物安全一级实验室（BSL-1）操作。活病毒的动物实验必须



在动物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进行（ABSL-3）。所有操作应严

格按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

要求进行。  

  四、流行病学调查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在接到病例报告

后，应立即组织专业人员开展调查，分析感染来源，搜索可

疑病例，评估进一步发生感染和流行的风险。  

  发现本地感染病例时，应开展病例的主动搜索以及蚊媒

应急监测，分析疫情动态，评估流行趋势，及时提出有针对

性的控制措施。  

  重症病例、死亡病例、聚集性疫情的指示病例和首发病

例，以及因查明疫情性质和波及范围需要而确定的调查对象，

均按照《黄热病流行病学个案调查表》（附件 2）进行详细

个案调查。  

  五、预防与控制措施  

  （一）对前往疫情流行国家/地区的人员开展免疫预防

和卫生知识宣教。  

  黄热病可接种疫苗进行预防。减毒黄热病毒 17D 株制备

的疫苗可以有效预防黄热病毒感染。接种疫苗 10天内，90%

以上的人可获得有效免疫力；30 天内，99%的人可获得有效

免疫力。对大多数旅行者来说，接种 1剂足以提供持久的免

疫保护，甚至产生终身保护，无需加强免疫。建议对前往疫



情流行国家/地区的人员按照黄热病疫苗说明书要求，实行

主动免疫。  

  教育前往疫情流行国家/地区的旅行者提高防范意识，

采取驱蚊剂、长袖衣物等防蚊措施，防止在境外感染并输入

黄热病，一旦出现可疑症状，应主动就诊并将旅行史告知医

生。  

  （二）加强国境卫生检疫，有效降低输入风险。  

  检验检疫部门要加强对来自疫情流行国家/地区入境人

员的卫生检疫，来自疫情流行国家/地区的人员必须出示有

效的黄热病预防接种证明书。对无相关证书的人员，进行流

行病学调查并采集样本检测，发放健康提示和就诊方便卡，

（可从国家质检总局卫生检疫监管司业务专栏下载）要求其

遵循相关内容，在离开疫情流行国家/地区 6 日内，开展自

我健康监测，若出现可疑症状，则及时就诊，并主动向接诊

医务人员报告旅行史。做好从疫情流行国家/地区的入境航

空器等交通工具和集装箱、货物等的蚊媒控制措施。  

  检验检疫部门发现疑似病例后，应及时通报卫生计生部

门，共同做好疫情调查和处臵。  

  （三）做好病例的报告和管理。  

  各级医疗机构发现疑似黄热病病例后要及时报告，使卫

生计生行政部门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尽早掌握疫情并采取

必要的防控措施。在媒介伊蚊分布区和活动季节，医疗机构



应做好病例的防蚊隔离，同时做好院内的防蚊灭蚊等蚊媒控

制措施。医护人员应做好个人防护，避免接触病例的血液和

体液。医疗机构对病例的分泌物和排泄物应做好消毒处理。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及时对病例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搜

索病例、评估疫情扩散风险。  

  卫生计生部门发现疑似病例后，也应及时通报检验检疫

部门，以便其尽早掌握疫情并有效采取口岸防控措施。  

  （四）开展蚊媒应急监测和控制。  

  在媒介伊蚊分布区和活动季节，当有黄热病病例出现时，

应立即开展应急蚊媒监测，并采取控制措施。具体措施可参

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印发的《登革热媒介伊蚊监测指南》

和《登革热媒介伊蚊控制指南》。  

  （五）提高黄热病发现和应对能力。  

  建议有条件的省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口岸城市的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建立实验室检测技术和

方法，做好技术和试剂储备。  

  各地卫生计生部门应组织印发相关技术方案，开展技术

培训，提高医务人员对黄热病的发现、识别能力，提高疾病

预防控制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和疫情处臵能力。  

  附件：1.黄热病毒实验室检测技术方案  

     2.黄热病流行病学个案调查表  

 



附件 1 

黄热病毒实验室检测技术方案 

  

  黄 热 病 毒 (Yellow Fever Virus) 属 黄 病 毒 科

（Flaviviridae）黄病毒属（Flavivirus），呈球形，直径

约为 40-60nm，有包膜。基因组为单股正链 RNA，长度约为

11Kb。黄热病毒只有一个血清型，根据病毒基因组序列特征

可分为多个基因型。  

  黄热病的检测方法包括病毒核酸检测、抗体检测（IgM、

IgG 和中和抗体等）和病毒分离等。黄热病毒可与黄病毒属

其他病毒如登革病毒、寨卡病毒、西尼罗病毒等产生血清学

交叉反应，血清学检测易产生假阳性。  

  一、检测对象  

  （一）疑似、临床诊断和确诊病例。  

  （二）伊蚊成蚊和幼虫。  

  二、样本采集、保存和运输  

  （一）病例标本采集。  

  对怀疑感染黄热病毒的患者，要尽早采集血液、尿液和

唾液标本。  

  血液标本采集办法：用无菌真空干燥管，采集患者非抗

凝血 5 ml，及时分离血清，分装 2 管，保存于带螺旋盖、内

有垫圈的冻存管内，标记清楚后低温保存，其中 1 管用于本



地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检测，1 管用于上级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复核。对病例应尽可能采集双份血液标本，两份标本之间

相隔 14 天为宜，住院病例可于入院当天和出院前 1 天各采

集一份。  

  尿液标本的采集方法:采集尿液标本 10ml，分装 2 管，

各 5ml，保存至无菌 15ml离心管。  

  唾液标本的采集方法:将唾液吐入 50ml塑料尖底离心管

中，分装 2 管，每份 1 ml，保存于带螺旋盖、内有垫圈的冻

存管内后保存。  

  （二）蚊媒标本采集。  

  疫点内采集的伊蚊成蚊及幼虫，分类鉴定后，填写媒介

标本采集信息表，按照采集地点分装，每管 10-20 只。  

  （三）标本保存、运送。  

  如标本能够在 24 小时内开展实验室检测，应将标本臵

于 2～8℃保存；不能及时检测的标本应尽快臵于-70℃以下

保存。  

  标本运送时采用低温冷藏运输，避免冻融，样本运输应

遵守国家关于一类病原体的相关生物安全规定。  

  三、检测方法  

  黄热病的检测方法包括病毒核酸检测、抗体检测（IgM、

IgG 和中和抗体等）和病毒分离等。黄热病毒与黄病毒属其

他病毒具有较强的血清学交叉反应，易产生假阳性。  



  开展蚊媒黄热病毒检测时，主要对捕获的伊蚊成蚊或幼

虫进行病毒核酸检测和病毒分离。  

  （一）临床标本检测。  

  1．病原学检测  

  病原学检测主要适用于急性期血液标本，一般认为发病

5 天内检测阳性率高。  

  （1）核酸检测：荧光定量 RT-PCR是目前早期诊断黄热

病的主要检测手段。可采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

发放的荧光定量 PCR 试剂或其他商品化试剂盒进行检测。  

  （2）病毒分离：发病后 4 天内病毒分离成功率高，但

有发病 14 天后在死亡病例肝组织中成功分离病毒的报告。

将标本接种于 Vero 等细胞进行分离培养，用免疫荧光法或

检测核酸的方法鉴定病毒。  

  2．血清学检测  

  黄热病毒抗体与登革病毒、寨卡病毒和西尼罗病毒等黄

病毒有较强的血清学交叉反应，易产生假阳性。同时，结果

判定时还应考虑是否曾接种黄热病疫苗。  

  （1）血清特异性 IgM 抗体：发病 1 周内可检出病毒特

异性 IgM 抗体，第 2 周抗体水平达到峰值，1-2 月后下降，

IgM 抗体可在患者体内持续数年。黄热病毒 IgM 抗体与登革

病毒、西尼罗病毒等黄病毒有较强的血清学交叉反应，易产

生假阳性。常用 IgM 抗体捕获法 ELISA 进行检测。IgM 抗体



阳性，如近期未接种黄热病疫苗，提示患者可能新近感染黄

热病毒。  

  （2）血清特异性 IgG 抗体：发病 1 周后可检出病毒特

异性 IgG 抗体,持续时间可达数年甚至终生。可采用 ELISA、

免疫荧光等方法检测。患者恢复期血清 IgG抗体阳转或滴度

较急性期呈 4倍及以上升高，且排除登革、乙脑等其他常见

黄病毒感染，可以确诊。  

  （3）中和抗体：中和性抗体多出现于发病一周以后。

采用空斑减少中和实验测定中和抗体的特异性较好。患者恢

复期血清中和抗体阳转或滴度较急性期呈 4 倍及以上升高，

排除其他黄病毒感染后可以确诊。  

  3．其他标本检测  

  尿液和唾液标本可用血清病毒 RNA提取试剂盒及核酸特

异性检测试剂进行检测，结果判定同血清标本，也可开展特

异性抗体的检测。患者肝脏等组织标本可采用免疫组化的方

法检测病毒抗原，或研磨后进行病毒特异性核酸检测和病毒

分离。  

  （二）媒介标本检测。  

  1．标本处理  

  将分类后的伊蚊成蚊或幼虫，按照采集地点，每 10～20

只为一份进行研磨处理。  

  2．病毒核酸检测  



  用 RT-PCR的方法进行黄热病毒核酸检测。  

  3．病毒分离  

  病毒核酸阳性的标本进行病毒分离。  

  四、生物安全  

  黄热病毒在我国归属于一类病原体。病毒分离、培养等

涉及活病毒的操作必须在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BSL-3）进

行；未经培养的感染材料的操作在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

（BSL-2）进行，如有负压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BSL-2），

建议在负压实验室操作；灭活材料和无感染性材料可以在生

物安全一级实验室（BSL-1）操作。活病毒的动物实验必须

在动物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进行（ABSL-3）。所有操作应严

格按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

要求进行，从事黄热病毒相关材料实验室操作的人员应根据

暴露风险评估结果，必要时接种黄热病疫苗。  

  病毒培养物的运输应满足国际民航组织文件《危险品航

空安全运输技术细则》（Doc9284 号）A 类感染性物质的包

装要求，对应的联合国编号为 UN2814;未经培养的感染性材

料运输时应满足 B 类感染性物质的包装要求，对应的联合国

编号为 UN3373。开展相关运输活动须按照《可感染人类的高

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运输管理规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原卫生部令第 45 号）进行审批后，方可实施运

输。  



 

  附件 2 

黄热病流行病学个案调查表 

  

  一、基本情况  

  （一）患者姓名：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  

     如患者年龄<14岁，则家长姓名：____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  

  （二）性别： 1. 男   2. 女  

  （三）年龄：_____岁  

  （四）家庭住址：____省（区/市）____市___县（市/区）___乡（镇/街道）

___村（居委会）  

  （五）工作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职业：  

  1.幼托儿童      2.散居儿童    3.学生    4.教师    5.保育保姆   6.饮食从业

人员  

  7.商业服务      8.医务人员    9.工人    10.民工   11.农民      12.牧民  

  13.渔（船）民   14.干部职员   15.离退人员     16.家务待业      17.其他  

  （七）若是输入性病例，请填写以下内容：  

  1. 国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从何处入境本地：  

  3. 入境口岸___________________；入境时间：______年_____月______日  

  4. 入境原因：(1)旅行  (2)商贸往来  (3)留学  (4)探亲访友 (5)其他

________________  

  5. 入境后到经地区及停留时间：  

  地点 1：_____；日期：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至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地点 2：____；日期：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至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二、发病与临床症状  

  （一）发病日期：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_日  

  （二）首发症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相关症状体征：  

  1. 发热（38℃以上）：（1）有（2）无（3）不详  

    如有，则日期：____月_____日至_____月_____日，最高体温_____℃，

或（未）检测。  

  2. 寒战：（1）有（2）无（3）不详  

  3. 全身不适：（1）有（2）无（3）不详  

  4. 头痛：（1）有（2）无（3）不详  

  5. 肌痛：（1）有（2）无（3）不详  

    如有，部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关节痛：（1）有（2）无（3）不详  



   主要累及的关节为（可多选）：①手腕 ②脚踝 ③脚趾  ④手指 ⑤膝  

                 ⑥肘  ⑦肩关节⑧脊柱  ⑨其他  

  7.  厌食：（1）有（2）无（3）不详  

  8.  恶心：（1）有（2）无（3）不详  

  9.  呕吐：（1）有（2）无（3）不详  

  10. 烦躁：（1）有（2）无（3）不详  

  11. 头晕：（1）有（2）无（3）不详  

  12. 面部充血：（1）有（2）无（3）不详  

  13. 结膜充血：（1）有（2）无（3）不详  

  14. 出血症状：（1）有（2）无（3）不详  

  如有，则出血部位为（多选）：  
  ①结膜出血 ②鼻出血 ③牙龈出血 ④呕血 ⑤便血 ⑥血尿 ⑦其他  

  15. 面、颈潮红：（1）有（2）无（3）不详  

  三、就诊情况 
    

就诊日期 就诊医院名称 有无住院 住院日期 备注 

          

          

          

          

四、住所（病家）环境相关因素：  

  （一）使用的防蚊设备（可多选）：（1）蚊帐（2）蚊香（3）纱门（4）灭

蚊剂（5）其他：  

  （二）积水容器类型（可多选）：（1）花瓶（2）瓦盆（3）铁罐（4）碗碟

缸（5）池塘 （6）树洞（7）竹桩（8）假山（9）盆景 （10）其他___________  

  五、发病前后活动情况  

  （一）外出史：  

  1.发病前 1周内是否有外出（离开本市县及出境旅行）史：（1）是（2）否  

   如果否，跳至“（二）发病前后在本地活动情况”  

   如是，地点 1：_______；日期：____年___月__日至___年___月___日  

          地点 2：_______；日期：____年___月___日至___年___月___日  



地点 3：_______；日期：____年___月___日至___年___月___日 

      返回时间(入境时间)：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同行团队名称（或旅行社名称）：__________________  

  同行人员姓名 1：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健康状况：____________   

  同行人员姓名 2：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健康状况：____________  

  同行人员姓名 3：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健康状况：____________  

  同行人员姓名 4：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健康状况：____________  

  同行人员姓名 5：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健康状况：____________  

  2. 外出期间是否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1）是（2）否（3）不详  

  如是，则叮咬地点为：地点 1：_________；地点 2：________； 地点 3：________  

  （二）发病前后在本地的主要活动情况：（备注栏填写具体地点） 

  

日期 
家中 

工作

单位 
公园 

运动

场所 
市场 学校 医院 其他 备注 

                    

                    

                    

                    

                    

                    

                    

                    

                    

                    

                    

                    

                    

                    

 

  六、共同暴露者健康状况  

  （一）有无家庭其他成员/接触者出现过类似症状：（1）有（2）无（3）不

详  

  （二）家中人口数：___人，出现类似症状者：___人；  

  （三）工作单位所在部门人数：___人，出现类似症状者：___人；  



  请将出现类似症状的家庭成员或同事的相关情况填入下表：  

   

姓名 
与患者 

关系 
年龄 

性

别 
发病日期 就诊情况 

采样 

日期 
备注 

                

                

 

  七、其他需补充内容：  

 

 

 

 

  八、备注  

  （一）血常规检查  

 

 

 

 

  （二）病原学诊断检测  

 

 

 

 

  （三）病例诊断分类：本病例属于（输入性病例、本地病例）  

 

    

 

  调查日期：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调查者：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