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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疾病概述 

  （一）病原学。 

  马尔堡病毒和埃博拉病毒同属丝状病毒科 (Filoviridae)，为单股负链

RNA病毒。病毒体呈多态性，有时呈分支或盘绕状，盘绕成“U”或“6”形状或

环形。病毒颗粒直径为 80nm，长度 700-1400nm，表面有突起，有包膜。病毒基

因组 RNA 长约 19kb，编码 7种病毒蛋白。马尔堡病毒目前只发现一种血清型。 

  该病毒可在多种组织细胞中生长繁殖，包括 Vero细胞、Vero E6 细胞和 Hela

细胞等。 

  马尔堡病毒对热有中度抵抗力，56℃ 30分钟不能完全灭活，但 60℃ 1小

时感染性丧失。在室温及 4℃存放 35 天其感染性基本不变，-70℃可以长期保

存。一定剂量的紫外线、γ射线、次氯酸、酚类、脂溶剂、β-丙内酯等均可灭

活。 

  （二）流行病学特征。 

  1.传染源和宿主动物 

  迄今为止，病毒在自然界中的储存宿主目前尚不明确。可能是非洲的野生灵

长类动物，近来发现非洲的一些蝙蝠和马尔堡病毒密切相关。 



  受病毒感染的动物是重要的传染源。许多灵长类动物都可感染马尔堡病

毒，在实验室中许多鼠类也可以被感染。 

  人类在偶然情况下被感染后可成为重要的传染源。通常先由被感染的非人

灵长类动物(如绿猴) 将病毒传染给人，然后再由病人传染给其他人。人不是

病毒自然循环中的一部分，只是偶然被感染。马尔堡病毒的传染性极强，症状

越重的患者传染性越强，高滴度的病毒血症可持续整个发热期。病毒可广泛分

布于患者的各脏器、血液、尿液和一些分泌物中，并因污染环境而引起传播。

有研究表明,从恢复期病人病后第 80天的眼房水和精液中，仍可分离出病毒。 

  2. 传播途径 

  （1）接触传播 

  主要经密切接触传播，即通过接触病死动物和病人的尸体，以及带毒动物和

病人的血液、分泌物、排泄物、呕吐物等，经粘膜和破损的皮肤传播。在非洲疫

区，因葬礼时接触病人尸体，曾多次引起暴发。通过密切接触也可以造成医院感

染和实验室感染。 

  （2）气溶胶传播：通过含本病毒的气溶胶感染实验动物也有报道。 

  （3）注射途径：通过使用被污染的注射器等可造成医源性传播。 

  （4）性传播：曾有报道，病人在临床康复 3 月内仍可在精液中检出马尔堡

病毒，因此存在性传播的可能性。 

  3.人群易感性 



  人类对马尔堡病毒普遍易感。高危人群为经常接触感染动物及病人尸体的人

员，以及密切接触病人的亲属和医护人员。发病无明显季节性。 

  曾在饲养非洲绿猴和黑猩猩的工作人员体内测出病毒抗体，但这些人员未曾

发病，说明可能存在隐性感染者；1985-1987 年在加蓬、喀麦隆、中非共和国、

乍得、刚果、赤道几内亚等几个中部非洲国家对人群随机抽取血液进行检测，发

现抗马尔堡病毒抗体的阳性率为 0.39%。 

  4.流行情况 

  马尔堡出血热的自然流行至今只局限于一些非洲国家，如刚果、安哥拉等地，

此外，在南非、肯尼亚、津巴布韦、苏丹和扎伊尔也相继出现过马尔堡病毒感染

的病例。血清学调查表明，近 50%来自乌干达、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猴、大猩

猩和黑猩猩有抗马尔堡病毒抗体。说明非洲可能是马尔堡病毒的自然疫源地。 

  截至目前，世界范围内共发生过三次马尔堡出血热的流行。第一次为 1967

年的欧洲，当时在德国马尔堡、法兰克福和前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几家疫苗实

验室的工作人员在实验中接触一批来自乌干达的非洲绿猴后，同时出现严重出血

热症状，有 31 人发病，其中 7 人死亡。从患者的血液和组织细胞中分离出一种

新病毒，并根据发现地点命名为马尔堡病毒，其所致疾病称为马尔堡出血热。 

  第二次流行为 1998年至 2000 年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共造成 149人感染，

123人死亡。第三次流行为 2004 年 10月至 2005年 4月，安哥拉的威热省共报

告了 231 例病例，其中 210例死亡，这是至今为止最大的一次暴发，病死率高

达 91％，且是第一次发生在城市环境。 



  （三）临床表现。 

  潜伏期一般为 3-9天，较长的可超过 2周。 

  临床表现为多系统损害，以发热、出血症状为主，病情严重。病程为 14-

16天，死亡患者多于发病后第 6-9 天死亡。主要死因为循环系统、肝、肾功

能衰竭和出血性休克。主要临床症状有： 

  1.发热及毒血症症状：起病急，发热，多于发病数小时后体温迅速上升至 40℃

以上，为稽留热或弛张热，伴有畏寒、出汗，持续 3-4天后体温下降，但有些病

人可于第 12-14天再次上升。伴乏力、全身肌肉酸痛、剧烈头痛及表情淡漠等毒

血症症状。 

  2.消化系统表现：发病后第 2-3天即可有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消化道

症状，严重者可因连续水样便引起脱水。症状可持续 1周。可有肝功能异常及胰

腺炎等。 

  3.出血：发病后第 4-6 天开始有出血倾向，表现为鼻、牙龈、结膜和注射

部位等皮肤黏膜出血，咳血、呕血、便血、血尿、阴道出血，甚至多脏器出血。

严重者可发生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及失血性休克。严重出血是本病最主要的死因。 

  4.皮疹：所有病人均可出现麻疹样皮疹，皮肤充血性皮疹是本病特异的临

床表现。在发病后第 5-7 天开始出现红色丘疹，从面部和臀部扩散到四肢和

躯干，1 天后由小丘疹逐渐融合成片为融合性斑丘疹，不痒。3-4日后，皮疹

消退、脱屑。约半数病人有黏膜充血、腋窝淋巴结肿大，软腭出现暗红色黏膜

疹。 



  5.其他表现可有浅表淋巴结肿大、咽痛、咳嗽、胸痛；少尿、无尿及肾功

能衰竭；多数病人有中枢神经系统症状，如谵妄、昏迷等，心律失常甚至心力

衰竭及肝功能障碍等。后期可因病毒持续在精液、泪液和肝脏中存在，引起睾

丸炎、睾丸萎缩等，并成为潜在的传染源。 

  （四）病理特点。 

  除横纹肌、肺和骨骼之外，几乎所有器官都可受损。其中肝、肾、淋巴组织

的损害最为严重，脑、心、脾次之。 

  二、诊断、治疗和报告 

  （一）诊断和鉴别诊断。 

  1.诊断依据 

  （1）流行病学史：近期有疫区逗留史，与感染者或感染动物的接触史。 

  （2）临床表现：起病急、发热、肌肉酸痛、头痛、咳嗽、胸痛、呕吐、腹

痛、腹泻，皮下和结膜有出血点及其他部位出血表现，在躯干和肩部出现紫红色

的斑丘疹，少尿、无尿，谵妄、昏迷等。 

  （3）实验室检查 

  实验室诊断可早期采集病人血液和/或皮肤组织活检标本进行马尔堡病毒 N

蛋白抗原检测（ELISA、免疫荧光法、免疫组化法等）、逆转录 PCR检测病毒 RNA、

病毒分离培养等，并进行血清特异性 IgM、IgG 抗体检测。以下结果可作为实验

室确诊依据： 



  ①病毒抗原阳性；②血清特异性 IgM抗体阳性；③恢复期血清特异性 IgG抗

体滴度比急性期有 4倍以上增高；④从患者标本中检测出马尔堡病毒 RNA；⑤从

患者标本中分离到马尔堡病毒。 

  2.诊断 

  本病的诊断要依据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 

  （1）疑似病例：具有上述流行病学史和临床表现。 

  对来自马尔堡出血热疫区或接触过新输入的非洲非人灵长类动物的人员，急

骤起病，发热，有全身肌肉疼痛、头痛、乏力等全身中毒症状及出血症状，使用

抗生素和抗疟药物治疗效果不明显的患者，应高度怀疑为马尔堡出血热。 

  （2）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基础上具备诊断依据中实验室检查任一项检测阳

性者。 

  3.鉴别诊断 

  由于马尔堡出血热在发病早期症状无特异性，因此应在发病早期进行抗原检

测、病毒分离、核酸检测和血清学试验，以尽快明确诊断。要注意与埃博拉出血

热、肾综合征出血热、新疆出血热、拉沙热、登革出血热等其他病毒性出血热进

行鉴别。 

  （二）治疗原则。 

  目前尚无特效治疗药物。一般采用对症处理和支持疗法，现有抗病毒药物的

疗效有待进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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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般支持治疗: 应卧床休息，就地隔离治疗。给高热量、适量维生素

流食或半流食。补充足够的液体和电解质，以保持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 

  2．对症和并发症治疗: 预防及控制出血：有明显出血者应输新鲜血，以提

供大量正常功能的血小板和凝血因子；血小板数明显减少者，应输血小板；对合

并有弥散性血管内凝血者，可用肝素等抗凝药物治疗。心功能不全者应用强心药

物；肾性少尿者，可按急性肾功能衰竭处理：限制入液量，应用利尿剂，保持电

解质和酸碱平衡，必要时采取透析疗法；肝功能受损者可给予保肝治疗。抗生素

可用来预防感染。 

  3. 恢复期病人血清治疗:如给早期病人注射恢复期患者的血清，可能有效。 

  （三）预后。 

  病死率高达 20%-90%。体内病毒量高、肝肾等主要脏器功能损害严重者预后

差。 

  （四）报告。 

  各级医疗机构一旦发现符合病例定义的马尔堡出血热疑似或确诊病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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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传染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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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相应的规定进行报告。 

  三、实验室检测 

  （一）血常规及生化检查。 



  血常规检查白细胞总数及淋巴细胞减少，周围血象中可见幼稚淋巴细胞；

血小板明显减少，于 6-12病日降至最低值，有的病例可降至 10×109/L；血浆

纤维蛋白原减少，纤维蛋白降解产物增加。血沉加快，血清转氨酶升高。发病

早期即可检测到蛋白尿。 

  （二）血清学检测。 

  应用间接免疫荧光试验、ELISA 等检测抗马尔堡病毒 IgM 和 IgG抗体。一

般 IgM抗体在发病后第 7 天出现，持续 2-3月，单份血清 IgM抗体阳性即可

诊断。检测急性期和恢复期双份血清 IgG抗体，滴度增高 4 倍以上者也可诊

断。 

  （三）病原学检测。 

  马尔堡病毒高度危险，与活病毒相关实验必须在 BSL-4 实验室进行。 

  1.病毒抗原检测：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LISA) 检测血清中马尔堡病毒抗

原，可用于早期诊断。取皮肤组织活检，应用免疫组化法检测马尔堡病毒抗原。 

  2．病毒核酸检测：逆转录 PCR 检测血清中病毒 RNA，可用于早期诊断。 

  3．病毒分离培养：接种病人的血液、尿液或咽分泌物等于 Vero细胞，进行

病毒分离培养和鉴定，阳性者可以诊断。 

  四、预防控制措施 

  目前尚无有效的疫苗可以预防马尔堡出血热，控制传染源是预防和控制马尔

堡出血热最重要的措施，因此要加强国境卫生检疫，严防本病传入我国。 



  （一）预防性措施。 

  1.加强输入性马尔堡出血热的监控 

  检验检疫机构对来自疫区人员应严格采取检疫措施，加强健康申报、体温

检测、医学巡查等工作，对发现的可疑病例应当实施隔离等必要措施。对有明

确暴露史的应实施 21天的医学观察，进行留验处理，每日监测体温。并立即通

知当地卫生部门开展患者救治和疫情调查处理工作。 

  要加强对入境动物的检疫工作，特别是对从疫区输入的非人灵长类动物要

严格检疫。 

  2.对疫区旅游者和医务工作人员开展健康宣教 

  前往马尔堡出血热疫区的旅行者应具备基本防病知识，避免密切接触带毒

灵长类动物和患者。到疫区卫生保健机构工作的医务人员应全面了解流行情况

和防病知识，避免接触灵长类动物，与可疑病人接触时要采取必要的个人防护

措施。离开疫区的人在出发后 21 天之内，一旦出现发热性疾病，应立即就医，

向医生告知疫区旅行史。 

  3．密切关注马尔堡出血热的流行动态 

  卫生部门和检疫部门要提高警惕，密切注视国外疫情变化，尤其是非洲国

家的流行情况，及时掌握疫情的动态信息。 

  （二）疫情控制措施。 

  各级医疗机构一旦发现疑似马尔堡出血热病例后要立即报告当地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使卫生行政和疾控部门尽早掌握疫情并采取必要的防控措施。 

http://www.chinacdc.cn/n272442/n272530/n294176/index.html


  1．病例和接触者管理 

  对疑似病例及其接触者应就地实行留验医学观察，确诊病例必须在传染病

专业医院进行严格隔离治疗，隔离区内采取呼吸防护措施。男性病人必须禁止

性生活至少 3个月，直到精子检查无病毒为止。 

  2．防止医院内感染 

  （1）加强个人防护 

  凡是接触、护理染疫动物和病例以及进行疫点处理的工作人员必须穿戴全

套防护服和防病毒面罩进行操作。 

  （2）对病人的排泄物及污染物品均严格彻底消毒 

     病人的排泄物、分泌物、血和病人接触过的所有物品以及血液检查

用的试验器械、可疑污染场所，都要选择敏感消毒剂进行喷洒、喷雾或熏蒸消

毒处理。常用消毒剂有 0.5％的次氯酸钠溶液、过氧乙酸、福尔马林或加去污

剂的石碳酸等，其他方法有高压消毒、焚化或煮沸，还可用紫外线可作空气消

毒。 

  病人死亡后，应尽量减少尸体的搬运和转运，尸体应用密封防漏物品包

裹，及时焚烧或就近掩埋。必须转移处理时，也应在密封容器中进行。需作尸

体解剖时，应严格实施消毒隔离措施。病人使用过的衣物应进行蒸气消毒或焚

化。 

  3．加强实验室生物安全 



  所有涉及马尔堡病毒活病毒的操作必须在 BSL-4级实验室中进行。实验室检

验应在生物安全柜内进行，如果没有生物安全三级以上的试验条件，则尽可能减

少检验次数，操作时做好个人防护。 

  4.流行病学调查 

  该病的潜伏期可短达三天，因此必须迅速开展接触者追踪调查。凡在患者

传染期内可能密切接触的所有人员都应进行隔离观察：每天测量两次体温，直

至最后一次接触 3周后，一旦体温高于 38.3℃，则应立即进行隔离治疗。所有

与患者接触的动物都应进行登记、追踪、隔离、观察。 

  5.开展公众宣传教育,正确预防，减少恐慌 

  积极、广泛地宣传马尔堡出血热的防治知识，避免疫情发生后引起不必要的

社会恐慌。使公众正确对待事件的发生，及时、有效地采取预防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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