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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卡病毒 Zika virus
● 與登革熱病毒同屬黃病毒科（Flaviviridae)裡的黃病毒屬
（Flavivirus）

● 單股正鏈RNA病毒

● 有包膜、二十面體

● 依據基因型別分為
◦ 非洲型：烏干達（1947）、奈及利亞（1968）、塞內迦爾（1984）

◦ 亞洲型：馬來西亞（1966）、密克羅尼西亞聯邦 （2007）、柬埔寨
（2010）、太平洋群島、美洲



Epidemiology 
流行病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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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迄今累計 67 國家/屬地出現本土病例；22 國報告有小頭症或先天性畸形個
案；19 國報告出現Guillain-Barré syndrome(GBS) 病例或 GBS發生率增加



Pathogenesis 
致病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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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ruction of neural progenitor cells 
(NPCs)神經前驅細胞

● 茲卡病毒巴西株可造成胎盤感
染與傷害，並且傳播至胎兒腦
部造成神經前驅細胞的受損及
自噬作用，造成小頭症及神經
發育不良。

● 可能感染成體(成鼠、成人)
。 有成鼠感染的研究報告(adult 

mice lacking type I/II 
interferon response)

。 有一個案報告為15歲急性脊
髓炎之病例在腦脊髓液中驗出
病毒。

The Brazilian Zika virus strain causes birth 

defects in experimental models. Nature. 2016 

Jun;534(7606):267-71.

Acute myelitis due to Zika virus infection. 

Lancet 2016; 387: 1481



胎盤和胎兒組織中的茲卡病毒

Zika RNA(+) 
◦ 胎盤羊膜上皮細胞

◦ 胎兒間質細胞

茲卡病毒可在活體的羊膜幹細胞中複製，而其和胚胎
發育有關，可能和流產也有關

van der Eijk AA, et al. Miscarriage Associated with Zika Virus Infection.

N Engl J Med. 2016 Jul 27.



先天感染機轉 (動物模型)
巴西株可在懷孕的SJL鼠導致垂直傳染及胎兒缺陷，但在懷孕的
C57BL/6鼠卻無法導致垂直傳染

◦ 免疫系統差異：SJL鼠對病毒感染有高感受性；C57BL/6鼠對病
毒感染有抵抗性（可分泌的第一型/第二型干擾素濃度均高）

◦ 意義：可解釋為何有些人類孕婦感染茲卡未導致嬰兒腦部畸形

在黑猩猩腦神經細胞體

◦ 非洲株（烏干達1947）複製良好，巴西株卻無法複製

◦ 意義：顯示這波大洋洲往中南美擴散的病毒株(Asian-lineage)，
已經在人類產生某些基因表現的適應(adaptation)，可解釋為何
最近才引起小頭畸形疫情

Cugola FR et al. Nature 2016/5/11 (in press)



Clinical features and sequelae
臨床表現與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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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症狀
● 約75-80％感染者無症狀

● 有症狀者其症狀與登革熱、屈公熱、或其他會造成發燒與起疹子
的疾病類似，通常持續數天至一週

● 典型症狀
◦ 紅疹

◦ 發燒（通常微燒）

◦ 關節痛：主要影響手腳之小關節

◦ 結膜炎：非化膿性/充血性（non-purulent / hyperemic）

◦ 其他常見症狀：肌肉酸痛、頭痛、後眼窩痛、食慾不振

◦ 罕見症狀：腹痛、噁心、腹瀉、黏膜潰爛、癢



先天性茲卡感染
● 胎兒小於妊娠年齡(Small for gestational age )

● 胎兒腦部發育異常：像是小頭症、顱內鈣化、腦部萎縮或不對稱
、腦部結構異常、水腦等

● 聽力異常
。在一研究中，共70位檢驗確認先天茲卡染併小頭症的嬰兒，5位(7%)有

感音神經性聽力損失。5位其中1位曾使用過amikin藥物。

。5位感音神經性聽力損失的嬰兒皆為嚴重小頭症。

● 眼睛異常：像是小眼、白內障、眼內鈣化、視神經萎縮、水晶體
半脫位等

● 其他：關節孿縮、頭皮皮膚鬆垂、內翻足

MMWR Morb Mortal Wkly Rep. 2016;65(34):917-9.



案例報告：Arthrogryposis
與先天性茲卡感染相關的關節攣縮

van der Linden V, et al. Congenital Zika syndrome with arthrogr

yposis: retrospective case series study. BMJ. 2016;354.



巴西案例報告：Arthrogryposis
與先天性茲卡感染相關的關節攣縮

◦先天茲卡感染並有關節攣縮的病例，無HIV, CMV, syphilis, toxo, rubella感染

◦EMG, spinal MRI: 下肢運動神經元病變

◦7個病例都有大腦皮質發育異常，腦容量較小，腦室擴大，並在灰白質交異有鈣化點

◦脊髓較細 van der Linden V, et al. Congenital Zika syndrome with arthrogr

yposis: retrospective case series study. BMJ. 2016;354.



Transmission
傳播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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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傳播途徑
● 病媒蚊: 主要是經由埃及斑蚊及白線斑蚊叮咬傳播

● 母子垂直感染

● 性行為傳染

● 輸血傳染

● 實驗室傳染

● 其他可能傳染途徑
。 器官移植

。 哺乳(母乳偵測到茲卡病毒，但未有個案因此感染)



蚊種傳播力

● 無證據顯示北美主要傳播西尼羅熱、La Crosse腦炎的蚊種可以傳播茲卡

● 三序家蚊吸食帶茲卡血液可以感染茲卡，但病毒無法擴散到身體及唾液腺

● 白線斑蚊的茲卡傳播力與初始感染劑量有關(dose dependent)

Mosquito 
species

No. virus-positive/no. tested (%)

Biological replicate 1, mean 
6.02 log10PFU/mL ± SD 0.67

Biological replicate 2, mean 
4.74 log10PFU/mL ± SD 0.06

Biological replicate 3, mean 
6.83 log10PFU/mL ± SD 0.45

Infect Disseminate Transmit Infect Disseminate Transmit Infect Disseminate Transmit

Culex pipiens

尖音家蚊

0/20 
(0)

0/20 
(0)

0/20
(0)

0/10 
(0)

0/10 
(0)

0/10 
(0)

0/30 
(0)

0/30 
(0)

0/30 
(0)

Aedes
triseriatus

三序斑蚊

ND ND ND 0/20 
(0)

0/20 
(0)

0/20 
(0)

4/13 
(31)

0/4 
(0)

0/4 
(0)

Ae. albopictus

白線斑蚊

9/9 
(100)

6/9 
(67)

2/9 
(22)

1/6 
(17)

0/1 
(0)

0/1 
(0)

ND ND ND

Ae. aegypti

埃及斑蚊

ND ND ND ND ND ND 17/17 
(100)

12/17 
(71)

4/17 
(24)

Emerg Infect Dis 2016/10/15 (in press)



蚊種傳播力
埃及斑蚊相較於白線斑蚊有較高的傳播力
◦ 埃及斑蚊較易被感染
◦ 在埃及斑蚊的唾液出較早驗出茲卡病毒(day 3)
◦ 在白線斑蚊的唾液中驗出茲卡病毒(day 9)
◦ 在感染後的9-14天內，兩者的傳播效率差不多(5%)

另一研究顯示美國埃及斑蚊和白線斑蚊的傳播率在感染後的14天，沒有顯著差異(22%)

墨西哥於119名茲卡病例的居家附近茲生源採集埃及斑蚊，蚊子的感染率為

52-172/1000 mosquitoes (95%CI)

ChouinCarneiro T, et al.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ies of Aedes a

egypti and Aedes albopictus from the Americas to Zika

Virus. PLoS Negl Trop Dis. 2016;10(3):e0004543.

Aliota MT et al. Culex pipiens and Aedes triseriatus mosquito

susceptibility to Zika virus [Letter]. Emerg Infect Dis. 2016;22(10).

Guerbois M, et al. Outbreak of Zika virus infection, Chiapas State,

Mexico, 2015, and first confirmed transmission by Aedes aegypti

mosquitoes in the Americas. J Infect Dis. 2016 Jul 19.



帶病毒時間延長 (兩篇案例報告)

確診茲卡感染的美國孕婦：
◦ 有症狀 (n=4)，血清在發病後可長達46天仍PCR陽性

◦ 無症狀 (n=1)，血清在暴露後可長達53天仍PCR陽性

◦ 五位孕婦，有一位胎兒被感染，其餘嬰兒健康。

◦ 意義：孕婦的病毒血症期可能比一般人更久
Obstet Gynecol 2016/7/29 (in press)



帶病毒時間延長
先天性茲卡感染病毒血症期持續至出生後第67天

Oliveira DB et al. N Engl J Med 2016. DOI: 10.1056/NEJMc1607583



帶病毒時間延長 (目前帶病毒最久報告)

Euro Surveill 2016/8/11

PCR陽性：唾液91天、尿液91天、精液188天
無慢性病史



性行為傳播
法國案例(男傳女)：目前最長間隔時間在症狀出現後第32-41天傳
染

法國案例：精液中的高病毒量
◦ 32歲男性，自巴西和法屬幾內亞返法後2天有症狀

◦ RNA virus loads (症狀開始後14天採檢)
◦ Plasma: 2.8 log1o copies/mL

◦ Urine: 3.1 log1o copies/mL

◦ Semen: 8.6 log1o copies/mL (100000x)

Mansuy JM, et al. Zika virus: high infectious viral load in semen,

a new sexually transmitted pathogen? LancetInfect Dis. 2016;16(4):405.

Late sexual transmission of Zika virus 

related to persistence in the semen. 

Lancet Vol 387 June 18, 2016



WHO: 安全性行為應延長至6個月
● 不論性別，不論有無症狀，自疫區返回後都應採取至少6個月的安
全性行為

● 伴侶自疫區返回的人，也應採取至少6個月的安全性行為

● 自疫區返回的伴侶或女性，若計劃懷孕，建議至少延遲6個月



哺乳指引 (WHO)

有兩篇案例報告，共三位生產前三天內發病確診茲卡孕婦

 法屬玻里尼西亞

。兩名茲卡孕婦的新生兒(38週)感染茲卡，母親生產2-3 天內出疹

。母親和新生兒都至少有一血清茲卡RT-PCR陽性確診

。母乳中皆可測得茲卡RT-PCR陽性，但無茲卡病毒分離出來

。新生兒血液PCR在哺乳一天內即陽性，推斷為子宮內感染

。新生兒觀察至2歲無併發症

 新喀里多尼亞 (New Caledonia)

。一名孕婦生產後發燒兩天，茲卡血清PCR陽性，母乳PCR陽性且有活病毒（可複製）

。新生兒血清PCR為陰性

。尚未知乳汁可帶病毒多久新生兒觀察至8個月無併發症

WHO 2016



哺乳指引 (WHO)
風險評估：

。 根據上述個案報導，母乳可能為傳染途徑之一

。 尚無經哺乳傳染茲卡的案例報告

。 上述兩個確診嬰兒在出生後無長期併發症

。 尚無出生後感染茲卡的嬰幼兒(0-23個月大)具神經後遺症案例

結論：在茲卡流行地區，哺乳利大於弊

建議：無論母親是疑似、可能、確定茲卡病例，或兩週內曾在茲卡
持續傳播地區居住或旅遊，都應該在生產後一小時內開始哺乳

WHO 2016



經輸血感染茲卡案例
巴西報導兩例疑似因輸血小版導致茲卡感染個案

● 捐血者在茲卡症狀出現前捐血
。屈公熱病毒及登革熱病毒RT-PCR檢驗陰性

。血液及尿液茲卡PCR陽性

● 個案一：54歲女性，原發性骨髓纖維化病史

● 個案二：14歲女性，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 兩位個案輸血前血液檢驗屈公熱、登革熱及茲卡PCR皆陰性。但是兩

位血液檢體，分別在輸血後第6天，第23-51天檢驗茲卡PCR陽性。輸血
者無出現茲卡症狀。

Evidence for Transmission of Zika Virus by Platelet 

Transfusion. N Engl J Med 2016;375:1101-1103.



無已知感染風險之茲卡案例
美國猶他州一例無旅遊史茲卡個案

● 個案有發燒、出疹及結膜炎，無茲卡流行區旅遊史，沒有和最近
去茲卡流行區的人發生性行為，無輸血、移植或被蚊子叮咬。曾照
顧家中一名茲卡病例(指標個案)數天。
。個案尿液rRT-PCR陽性，血液茲卡病毒IgM抗體陽性

● 指標個案：在國外得到茲卡感染，發生敗血性休克後併發多重器
官衰竭死亡。此病例死亡前兩天血液檢體的病毒量約一般感染茲卡
病毒者的100,000倍。

●因為個案曾與指標個案有親密接觸，包括親吻及擁抱，雖尚無定論
此類親密接觸是否會傳染茲卡，家人在照顧茲卡嚴重個案時須避免
接觸血液或體液。

Preliminary Findings from an Investigation of Zika Virus 

Infection in a Patient with No Known Risk Factors — Utah, 

2016. Weekly / September 16, 2016 / 65(36);981-982



Diagnosis
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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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 origin Methods 
Detection in days from onset of symptoms 

Minimum Maximum 

Whole blood Molecular diagnostic 5 58

Plasma or 
serum

Molecular diagnostic -2~0 16

Virus isolation NA 6

Urine 
Molecular diagnostic -1~0 91

Virus isolation 6

Saliva 
Molecular diagnostic -2~0 91

Virus isolation 6

Semen 
Molecular diagnostic 5 188

Virus isolation NA 24

Vaginal fluid 
Molecular diagnostic 3

Virus isolation 

Cervical mucous 
Molecular diagnostic 3 11

Virus isolation NA NA

Breast milk 
Molecular diagnostic 3 (after delivery) 8 (after delivery)

Virus isolation NA 4 (after delivery)

2016 WHO, ECDC



Vaccine Development
疫苗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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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發展
感染其中一個茲卡的病毒株，即可產
生廣效性的抗體，可對抗American, 
Asian, 和African的病毒株。

Dawes D, et 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Zika virus vacc

ines. npj Vaccines [Internet]. Epub 2016 Jul 28.

Dowd KA, et al. Broadly Neutralizing Activity of Zika Virus-

immune Sera Identifies a Single Viral Serotype.

Cell Rep.2016Aug 9;16(6):148591.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