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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人畜共通傳染病：
發熱伴血小板減少綜合症
張以青1 李禎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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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科部感染科
醫學院醫學系

發熱伴血小板減少綜合症 (Severe fever with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
SFTS) 是經蜱傳播的新興人畜共通傳染病，在台灣列為第四類法定傳染病。表
現為急性發熱性疾病伴隨腸胃道症狀、血小板低下和白血球低下。本文整理了病
毒特徵、生態學、流行病學、臨床表徵、診斷、治療、預防和感染管制措施，以
期加強醫療人員對發熱伴血小板減少綜合症的警覺。（感控雜誌 2020:30:349357）
關鍵詞： 發熱伴血小板減少綜合症、人畜共通傳染病、新興傳染病、蜱媒病

前

言

發熱伴血小板減少綜合症
(Severe fever with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 SFTS) 是一個主要分布在
亞洲的新興人畜共通傳染病。SFTS
首先於 2009 年在中國湖北省和河南
省被注意到，其表現為不明病原體導
致嚴重發熱性疾病伴隨著血小板低
下。經病原體分離和鑑定後，確認
為一種新興病毒，命名為「發熱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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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減少綜合症病毒 (Severe fever
with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 virus,
SFTSV)」，傳播媒介為蜱蟲 (tick)
[1]。除了中國，日本、南韓和越南
也開始報告 SFTS 的確診病例[2-4]，
並展開各式各樣的研究。台灣疾病管
制署在 2019 年 11 月公布了國內首例
SFTS 的確定案例[5]，並於 2020 年 4
月 15 日正式將 SFTS 列為第四類法
定傳染病，懷疑個案應於 24 小時內
通報。由於國際間交流日益緊密，無
通訊作者：李禎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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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境外移入或是本土個案，台灣的
SFTS 通報及確診數量可能有低估的
現象。此綜論內容為簡介 SFTS，讓
臨床人員對其生態學、流行病學和症
狀更加熟悉，以達到早期通報和治療
個案之目的。全文內容整理於表一。

表一

病毒特徵和生態學
SFTSV 為布尼亞病毒科 (family
Bunyaviridae) 之成員，是具有雙層
脂質套膜的球型顆粒狀病毒，大
小約 100 奈米。其遺傳物質為單股
RNA 核酸，基因組根據大小可分為 S

發熱伴血小板減少綜合症之簡介

疾病名稱
傳染病分類
病原體
媒介
自然宿主
流行區域
潛伏期
臨床表徵

發熱伴血小板減少綜合症
第四類法定傳染病
發熱伴血小板減少綜合症病毒
蜱蟲
羊、牛、豬、狗、雞、鼠科動物、西歐刺蝟、鼩鼱、鴻雁、珠頸斑鳩
中國、韓國、日本、越南
約 7~14 天

1. 發燒期：發病後第一周為發燒期，以發燒、頭痛、腸胃道、淋巴結腫大
等非特異性症狀表現。
2. 器官衰竭期：發病後第二周為器官衰竭期，患者可能會出現血小板持續
下降、白血球低下、出血、瀰漫性血管內凝血、神經學症狀、或多重
器官障礙等併發症。
3. 復原期：發病後第 14 天以後，多數病人臨床狀況會漸次改善，部分重
症患者則可能死亡。

診斷方法

病毒培養、病毒核酸聚合酶連鎖反應檢測、系列性的血清學檢驗、次世代
定序。

治療

支持性治療為主。目前有多種治療方法有臨床報告，包括雷巴威林
(ribavirin)、法匹拉韋 (favipiravir)、血漿置換術、類固醇脈衝治療。

預防

於前往山野或接觸家畜 野生動物時，應穿著淺色的長袖和長褲，且長褲
需紮進襪子裡。在裸露的皮膚上可使用含 20~50% DEET (N, N-diethyl-3methylbenzamide) 成分的驅蟲劑。

感染管制措施

1. 疑似或確診 SFTS 的患者須安置於單獨病室，依照接觸傳染和飛沫傳染
防護措施來穿戴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
2. 若照護病人需執行可能引發飛沫微粒的醫療處置 (如氣管內插管、呼吸
道抽吸、支氣管鏡檢查等)，建議安置於負壓隔離病房。照護人員需配
戴 N95 或相當等級 (含) 以上口罩，並視情況搭配使用護目裝備。
3. 確診病患應隔離至症狀改善，且間隔 24 小時之連續兩次血清檢體的核
酸檢驗結果須呈陰性。
感染控制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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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M (medium) 和 L (large) 三個
片段。S 片段編碼有核蛋白和非結構
蛋白，M 片段編碼有醣蛋白 (Gn 和
Gc)，而 L 片段則編碼有 RNA 聚合
酶。核蛋白包覆住遺傳物質 RNA，
再跟 RNA 聚合酶連結成為複合體。
Gn 和 Gc 醣蛋白形成異二聚體，存於
脂質套膜上成為刺突，為進入目標細
胞的鑰匙[6]。
SFTSV 主要的傳播媒介為長角
血蜱 (Haemaphysalis longicornis)，
其他如褐黃血蜱 (Haemaphysalis
flava) 和微小扇頭蜱 (Rhipicephalus
m i c ro p l u s ) 也 有 相 關 的 報 告 [ 7 ] 。
其中，長角血蜱可能藉卵傳播
(transovarial transmission)，使傳播效
率提升[8]。自然界宿主為野生或馴
養的哺乳類動物和鳥類，包含羊、
牛、豬、狗、雞、鼠科動物、西歐刺
蝟、鼩鼱、鴻雁和珠頸斑鳩[7,9]。由
於 SFTSV 的自然界宿主包括候鳥，
其遷徙的習性可能導致 SFTSV 遠距
離的傳播[7]。SFTSV 經由帶有病毒
的蜱蟲叮咬來傳染給人類。但除了蜱
蟲媒介這個傳播途徑，人與人之間
的傳播也已經被證實，尤其是指標
病人體內具有高病毒量的時候[10]。
SFTSV 可經由接觸病人的血液、體
液或呼吸道飛沫而被傳染，高風險族
群為病人的同住家人和照護病人的醫
事人員[10,11]。理論上，人可能經由
接觸被感染動物的體液或血液而感染
SFTSV，但事實上 SFTSV 只會在家
畜體內造成短暫低病毒量的病毒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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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104 viral gene copies/mL)，
且目前無屠宰相關的 SFTS 個案被報
告[6]。

流行病學
SFTS 自 2009 年於中國發現
後，從 2009 至 2016 年間通報了超過
五千例個案，其中河南省的通報個案
為大宗，佔全數的 45%。病人多為住
在樹林或丘陵地等在野地中工作的人
們。高風險職業為農業，而流行季節
為 5~7 月[12]。除了中國以外，在日
本、南韓和越南也都有確診 SFTS 的
個案[2-4]。巴基斯坦的研究則發現血
清學陽性的個案[13]。SFTS 在亞洲
的分布範圍，可能比目前了解的還要
廣闊。
台灣在 2019 年 11 月確診一名
個案[5]。個案為一名 70 歲男性，沒
有出國史，常至山區活動。該個案
之確診，歸功於台灣疾病管制署因
應鄰近國家疫情所做的長期監測。台
灣疾病管制署於 2013 年開始針對登
革熱、屈公病、日本腦炎通報病例做
SFTS 的檢驗；自 2018 年亦對恙蟲病
通報病例做 SFTS 的檢驗。直到 2019
年 11 月該個案陽性之前，其他病例
皆為陰性[5]。於 2019 年末，中興大
學發表了一篇位於南投的放牧型態
牧場之研究結果，顯示 29% 的羊和
4.8% 的牛隻樣本顯示為 SFTSV 核酸
陽性，犬隻身上則均未偵測到病毒核
酸。從牛隻身上收集的蜱蟲均為微小

352

新興人畜共通傳染病：發熱伴血小板減少綜合症

扇頭蜱之雌性成蟲，且約 25% 為病
毒核酸陽性[14]。此研究證實台灣的
動物族群已經出現 SFTSV，未來防
範須更加謹慎，可能需要建立動物宿
主和傳播媒介的監測。

臨床表徵和病生理學
SFTS 的表現可以從自限性的輕
症，到致死的重症。潛伏期約 7~14
天[6]。臨床上的發病時程可分三
期，分別為疾病發作後第一週的發
燒期 (fever stage)，第二週的器官衰
竭期 (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tage,
MOD stage) 和第 14 天以後的復原
期 (convalescence stage) [15]。發燒
期，病患會有發燒、頭痛、腸胃道
症狀 (厭食、噁心、嘔吐、腹瀉和腹
痛)、淋巴結腫大等非特異性症狀。
第二週進入器官衰竭期，患者會出
現血小板和白血球的持續下降、出
血表徵、瀰漫性血管內凝血、神經
學症狀或多重器官障礙等併發症。
第 14 天以後為復原期，多數病人臨
床狀況會漸次改善，部分重症患者
則可能死亡[6,15]。輕症的發燒程度
較為和緩 (低於 39℃)，具中等程度
的血小板低下 (50~130×109/L) 和輕
微的 AST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麩 草 醋 酸 轉 胺 脢 ) 、 A LT ( a l a n i n e
aminotransferase, 麩丙酮酸轉胺脢)、
CK (creatine kinase, 肌酸激脢) 和
LDH (lactic dehydrogenase, 乳酸脫
氫脢) 的血清濃度升高 (不高於兩

倍正常值上限)。重症患者則有高
燒 (39~40℃)、明顯的腸胃道症狀、
神經學症狀、嚴重的血小板低下
(30~50×109/L) 和高於五倍正常值上
限之 AST、ALT、CK 和 LDH 的血清
濃度升高[12]。整體而言，發燒日數
約為 5~11 天，腸胃道症狀天數之中
位數為 12 天[15]，而重症患者約占
整體之三成五，死亡率約在 12~18%
之間[12,15]。由於症狀不具特異性，
臨床上需與登革熱、恙蟲病、立克次
體感染症、鉤端螺旋體病、漢他病毒
症候群和嚴重敗血症做鑑別診斷。
細胞激素風暴 (cytokine storm)
被認為是 SFTS 重要的致病機轉之
一。在 SFTS 的急性期，許多細胞
激素都會增加，包括介白素-1RA
(interleukin-1RA)、介白素-6、介
白素-10、顆粒球群落刺激生長因
子 (granulocyt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 和干擾素伽瑪誘導蛋白 10
(interferon-γ-induced protein 10) [8]。
這些細胞激素在死亡的個案血清中
比非死亡個案的濃度高。SFTSV 病
毒量也與血小板的數量、血清生化
數據和細胞激素濃度有相關性[8]。
SFTS 病患死亡後的病理解剖後則
可以發現器官出血證據、淋巴組織
出現局部或系統性壞死性淋巴腺炎
(necrotizing lymphadenitis) 和噬血球
性淋巴組織球增生症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2,16]。

感染控制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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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

斷

SFTS 的診斷方法有病毒培養、
病毒核酸聚合酶連鎖反應檢測和系
列性的血清學檢驗[10]。病毒培養需
耗時數週，臨床上較不實用。病毒
核酸檢測有極高的敏感度 (98.6%) 及
特異度 (99%)，在急性期有很高的機
會可以偵測到病毒核酸[6]。血清學
檢驗則是使用酵素結合免疫吸附分
析法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免疫層析試紙分析法
(immunochromatography) 或免疫螢光
分析法 (immunoﬂuorescence assay) 來
檢驗急性期和恢復期的成對血清，
看有無對 SFTSV 具特異性的 IgM 或
IgG 抗體[6,10]。次世代定序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 可藉由
隨機的引子放大基因片段，用演算法
拼出基因序列，再進行資料庫比對找
出病原體，也是可行的診斷方法之一
[2]。

治

療

目前治療 SFTS 沒有固定的準
則，主要的治療方式仍是支持性治
療和併發症的處理。幾個正在研究
中的方向包括抗病毒藥物 (antiviral
drugs) 的使用、血漿置換術 (plasma
exchange) 和類固醇脈衝治療 (steroid
pulse therapy)。
一、抗病毒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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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巴威林 (ribavirin) 具有多個抗
病毒的機轉，包括抑制核酸複製、
致突變作用、干擾代謝作用和免疫
調節。臨床上用來治療多種病毒感
染，包括人類呼吸道融合病毒、C 型
肝炎和部分的出血熱。在體外試驗
中，雷巴威林可以抑制 SFTSV 的複
製[17]。在一個 311 人的臨床實驗
中，約一半的人接受了靜脈注射雷巴
威林的治療，但兩組無論在病毒量、
血小板量或死亡率的比較上都沒有出
現顯著差異[18]。不過，根據中國一
個含有 2,096 人的前瞻性觀察報告發
現，雷巴威林可以將死亡率從 6.25%
(15/240 人) 下降到 1.16% (2/173
人)，但僅限於病毒量小於 1×10 6
copies/ml 的患者，病毒量大於 1×106
copies/ml 者則沒有此項好處[19]。
法匹拉韋 (favipiravir) 為一種可
以抑制病毒 RNA 聚合酶的藥物，
主要的適應症為流感，但其對多種
RNA 病毒有抑制效果[20]。法匹拉韋
對 SFTSV 的抑制效果已在體外實驗
和動物實驗證實[21,22]，甚至有報告
顯示法匹拉韋可能比雷巴威林更有
效[21]。目前，中國已經報告了兩例
以口服法匹拉韋治療後痊癒的個案
[23]，但仍需要更大型的研究來驗證
法匹拉韋對於 SFTS 的療效。
二、血漿置換術
由於細胞激素所導致的發炎反
應為 SFTS 病人惡化的重要原因之
一，血漿置換被視為可能的治療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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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型的回溯型研究發現，血漿
置換組 (n = 24) 比起非血漿置換組 (n
= 29)，死亡率並沒有下降。近一步
分析發現，症狀發生後七天內接受血
漿置換的病人比起非血漿置換組，雖
然死亡率沒有下降，但存活的天數則
有顯著的延長[25]。另一篇研究中則
顯示，使用血漿置換治療的患者 (n =
14)，均在血漿置換後三天內退燒，
且九成病人的白血球和血小板數量回
到正常，僅有一人死亡。目前還需要
進一步的研究來探討血漿置換術對
SFTS 和其併發症的療效。

方便辨識蜱蟲是否攀附於其上。在
裸露的皮膚上使用含 20~50% DEET
(N, N-diethyl-3-methylbenzamide) 成
分的驅蟲劑也是很有效的方法；若
為小於兩個月的幼兒，則建議使用
含 10~30% DEET，以避免長期使用
可能發生的神經學症狀。若發現正在
叮咬中的蜱蟲，建議使用夾子或鑷子
夾住蜱蟲口器部位，將蜱蟲和其口器
一起從皮膚上移除，不可直接拍擊
蜱蟲[28]。目前尚沒有 SFTS 的疫苗
可用，中國正在開發不活化病毒的
SFTS 疫苗[6]。

三、類固醇脈衝治療
因部分患者會出現噬血球性淋
巴組織球增生症的表現，因此類固醇
脈衝治療也被當成一種治療的手段
[26]。目前已經有用類固醇脈衝治療
來醫治 SFTS 併發意識障礙或腦病變
的個案報告。雖然部分個案發生腸胃
道出血或高血糖等副作用，但四例個
案均治療成功，且沒有留下神經學的
後遺症[26,27]。雖然有治療成功的個
案，但類固醇脈衝治療也需要更多的
研究來評估其療效。

感染管制措施

預

防

預防 SFTS，最有效的方法為適
當的個人防護裝備。對於一般民眾，
建議於前往山野或接觸家畜 野生動
物時，應穿著長袖和長褲，且長褲需
紮進襪子裡。建議著淺色衣物，以

對於醫療照護人員照護疑似或
確診 SFTS 的患者，因 SFTSV 可
存於患者的血液、體液或呼吸道飛
沫[29]，因此病人應安置於單獨病
室中，並依照接觸傳染和飛沫傳染
防護措施穿戴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
[11,30]。若照護病人需進行會引發飛
沫微粒的醫療處置 (aerosol generating
procedure, AGP)，如氣管內插管、呼
吸道抽吸、支氣管鏡檢查等，建議安
置於負壓隔離病房，照護人員需配戴
N95 或相當等級 (含) 以上口罩，並
視情況搭配使用護目裝備。確診病人
應隔離至症狀改善，且間隔 24 小時
之連續兩次血清檢體的核酸檢驗結果
須呈陰性[30]。
患者一旦確診 SFTS，須匡列接
觸者進行追蹤。SFTS 患者的可傳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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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為自發病起 21 天內、或至血清檢
體 PCR 檢驗結果為陰性。於可傳染
期內與該病人有血液或體液接觸，
且未著適當防護裝備之人員，須列
為接觸者。所有接觸者暴露後 14 天
內，每日須進行體溫量測。若體溫超
過 38℃，應通報檢測 SFTS 並進行血
液常規檢查。高風險暴露者 (如尖銳
物品扎傷事件、參與 AGP 處置但未
穿戴適當防護裝備、暴觸病人血液體
液事件等)，應立即諮詢感染科醫師
[30]。

結

語

SFTS 此新興人畜共通傳染病已
經在台灣現蹤，醫療人員須提高警
覺。目前沒有特定的治療方式，臨床
上以支持性療法為主。死亡率約在
12~18% 之間。對於急性發燒併腸胃
道症狀 (厭食、噁心、嘔吐、腹瀉和
腹痛)、血小板低下和白血球低下的
病人，若查無明顯原因，且具有國內
外有山區野地活動史、蜱蟲叮咬史和
動物接觸史者，須提高警覺予以通報
SFTS。患者需安置於單人病室，且
依接觸傳染和飛沫傳染防護措施穿戴
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以避免醫源性感
染。對於確診 SFTS 個案之接觸者，
需列冊監測體溫至暴露後 14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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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merging zoonoses: Severe Fever
with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
Yi-Chin Chang1, Chen-Hsiang Lee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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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e fever with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 (SFTS) is an emerging tickborne zoonoses. SFTS has been a notifiable infectious disease in Taiwan since
April, 2020. Major clinical presentations included fever, gastrointestinal syndrome,
thrombocytopenia and leukopenia. This review article summarizes SFTS regarding
its virology, ecology, epidemiology, clinical presentations, diagnosis, therapy, and
infection control measures for reducing disease transmission.
Key words:

Severe fever with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 SFTS, zoonoses,
emerging disease, tick-borne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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