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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9年武汉市血吸虫病传播风险监测结果分析

熊月琳，张佳京，李洋，罗华堂，左玉婷，徐明星，王浩

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武汉 430020

［摘要］目的 分析2017-2019年武汉市90个省级重点血吸虫病传播风险监测村的风险监测结果，并进行风险评估，为开

展下一步血吸虫病防控工作提供参考。方法 根据《湖北省血吸虫病传播风险监测方案（2017年版）》及《武汉市血吸虫病

传播风险监测实施方案》，采用容量比例概率法（PPS法）选择武汉市90个省级重点血吸虫病风险监测村进行风险监测，统

计并比较2017-2019年监测村的螺情、野粪污染、哨鼠感染及人畜活动情况。对各年份风险监测结果进行Ⅰ～Ⅲ等级风

险评级，对结果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2017-2019年累计查螺436 398框，解剖钉螺10 404只，其中活螺6 449只，活

螺平均密度为0.014 8只/0.11 m2。活螺平均密度由2017年的0.029 1只/0.11 m2下降到2019年的0.006 5只/0.11 m2 。各年

份均无阳性钉螺。2017-2019年3年间有螺地带野粪数量有所下降。野粪检测结果显示均为阴性。无阳性哨鼠。各年份

监测地带部分区域都有垂钓休闲和旅游人员活动。所有重点村风险评级均为Ⅲ级（最低风险）。结论 武汉市重点地区

血吸虫病传播风险处于较低水平，但仍存在钉螺分布，流动家畜野粪污染及有螺地带人群活动等血吸虫病传播风险因素，

需继续加强风险监测工作，加大查、灭螺力度，完善对流动人群和家畜的监测和管理，以巩固防治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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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Surveillance Results of Schistosomiasis Transmission

Risks in Wuhan City From 2017 to 2019

XIONG Yueling，ZHANG Jiajing，LI Yang，LUO Huatang，ZUO Yuting，

XU Mingxing，WANG Hao

Wuhan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vtion，Wuhan 430020，Hubei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s To analyze the surveillance with schistosomiasis transmission risks on 90

villages in Wuhan city from 2017 to 2019，and to provide scientific evidences for the planing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ies of schistosomiasis. Methods A total of 90 schistosomiasis epidemic

villages in Wuhan city were selected as the risk surveillance sites according to the provincial

surveillance protocol of schistosomiasis transmission risk （2017 edition） by using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and 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sampling （PPS） methods.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snails，wild animals feces， the

S.japonicum infection in sentinel mice， activity

of people and cattle were chosen as the

monitoring objects to conduct the surveillance

over the schistosomiasis endemic risk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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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ges from 2017 to 2019 and results were compared in different years. Ⅰ-Ⅲ levels of risk

environments were assessed，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used on the results. Results From

2017 to 2019，the number of checked snails was 436 398 boxes，and 10 404 snails were dissected

with 6 449 live snails. The mean density of live snails was 0.014 8/0.11 m2，and it decreased from

0.029 1/0.11 m2 in 2017 to 0.006 5/0.11 m2 in 2019. Schistosomiasis infected snails were not found.

The wild animals feces was constantly decreasing during the three surveillance years. No infections

were detected. There were no infected sentinel mice during the surveillance years. Each year there

were some people fishing and touring in those areas. All of the environemnts were assessed as

Grade III in the three years （minimum risk） . Conclusion The risk of schistosomiasis transmission

in endemic areas in Wuhan City is low， while the distribution of snails still exists. We must

intensify the monitoring and control of snails，continue strengthening the surveillance in the endemic

areas，and improve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work on the livestock and floating population.

Key words schistosomiasis；risk of transmission；surveillance；prevention and control；schistosomiasis；

Wuhan City

随着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不断推进，武汉市血

吸虫病控制工作已取得显著成就，所有血吸虫病

疫区于 2017 年提前一年达到血吸虫病传播阻断

标准［1-2］。但武汉市江河水系众多，河流交错，自然

环境复杂［3］，部分疫区人口流动性较大，有螺洲滩家

畜散养现象时有发生，人群集中休闲、垂钓等活动

较为频繁，依然存在着血吸虫病传播的可能。为及

时掌握全市血吸虫病传播风险因素，防止疫情反

弹，进一步巩固防治成果，推进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进程，科学开展血吸虫病传播风险监测工作，根据

《湖北省血吸虫病传播风险监测方案（2017 年版）

（鄂血办［2017］2号》要求［4］，武汉市共设 90个流行

村为省级重点血吸虫病风险监测村，并从2017年开

始对这类村进行血吸虫病传播风险监测工作。本

研究通过收集 2017-2019年间监测数据，分析和评

估该类村的血吸虫病传播风险，为开展下一步血吸

虫病防控工作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武汉市血吸虫病流行村。根据《湖北省

血吸虫病传播风险监测方案（2017 年版）（鄂血办

［2017］2号）》［4］及《武汉市血吸虫病传播风险监测实

施方案》［5］（以后均简称“方案”），对武汉市共576个

血吸虫病流行村采用容量比例概率法（PPS法）进行

抽样［6］，从全市 12个血吸虫病流行区中共筛选出 8

个流行区32个乡镇90个流行村为风险监测村。

1.2 方法 按照《方案》［4-5］要求，每年的 4-10月期

间，对风险监测村开展风险监测工作，市级血防机

构每月至少开展1次抽检；区级血防机构每周至少2

次，全年对辖区风险监测村至少全覆盖1次。

1.2.1 螺情监测 对监测村历史钉螺密度较高且

人、畜活动频繁的环境，采用环境抽样结合系统抽

样调查法进行查螺，调查框数不少于 100框。捡获

框内全部钉螺，捡获的钉螺以环境为单位，采用爬

行法鉴别其死活，以压碎镜检法观察钉螺感染情

况。

1.2.2 野粪监测 在螺情监测同时开展野粪监

测。随机采集监测环境中牛、羊等野粪共 10份（不

足 10份全部采集），以环境为单位分装入不同的塑

料袋中，并标记环境名称、编号和野粪种类。采用

粪便毛蚴孵化法进行检测，并加做沉渣镜检，观察

野粪血吸虫病感染情况。

1.2.3 哨鼠监测 在汉南、蔡甸、江夏、江岸、黄陂、

新洲、东西湖区等 7个疫区有螺环境中选择若干个

重点水域环境，采用鼠笼法测定水体感染性［7］。在

汛期水刚漫滩时，在每个监测点投放2笼共20只雄

性昆明小白鼠于水中，体重（25±3）g，要求小鼠腹

部、四肢及尾部接触水体，每笼间隔 10～20 m。在

投放点沿岸拖曳，范围为投放点上游 500 m～下游

500 m，拖曳时速≤ 3 km/h。每次持续测定2 d，每日

10∶00～14∶00连续测定，共8 h。并记录当日气温、

水温及水流速。现场测定后，观察小鼠回收情况及

死亡情况，将存活小鼠带回动物房饲养，35 d后解剖

观察小鼠感染情况［8］。

1.2.4 现场环境及人畜活动情况 在钉螺调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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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鼠监测的同时，对有螺环境现场的人畜活动类

型、频次等进行调查。

1.2.5 观察指标及计算 ①活螺密度和感染率。

活螺平均密度（只/0.11 m2）＝捕获活螺数/调查总框

数，钉螺感染率（%）＝感染性钉螺数/解剖钉螺数×

100%。②野粪阳性率。野粪阳性率（%）＝阳性野

粪数/采集野粪总数×100%。③哨鼠阳性率。哨鼠

阳性率（%）＝阳性哨鼠数/解剖哨鼠总数×100%。

1.2.6 风险等级评估 按照《方案》［5］，结合现场调

查结果，以环境为单位，将风险因素分为 3级，分级

开展现场快速处置工作。

Ⅰ级风险：查出感染性钉螺或阳性野粪的环

境。

Ⅱ级风险：查出活螺平均密度大于等于1只/0.11 m2，

且无感染性钉螺或阳性野粪的环境。

Ⅲ级风险：查出活螺平均密度小于1只/0.11 m2，

且无感染性钉螺或阳性野粪的环境。

1.3 统计分析 所有收集到的数据由专人录入

Excel 2010软件中，经过核对后主要进行描述性统

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率或构成比表示。

2 结果

2.1 流行情况及风险监测点设置 2017年武汉市

8个血吸虫病流行区，现有钉螺总面积为 10 411.17

万m2，2018年为 10 077.24万m2，2019年为 9 626.44

万m2，钉螺总面积呈缓慢下降趋势。根据《方案》［5］

要求，武汉市 90 个风险监测村中江岸区 10 个，洪

山区 4 个，东西湖区 6 个，汉南区 27 个，蔡甸区 25

个，江夏区 6 个，黄陂区 9 个，新洲区 3 个，监测区

域环境总面积 9 151.08万m2，监测区域共 170个螺

点。

2.2 钉螺调查 2017-2019 年 90 个风险监测村所

有螺点的活螺平均密度为 0.014 8 只/0.11 m2，活螺

平均密度由 2017 年的 0.029 1 只/0.11 m2 下降至

2019 年的 0.006 5 只/0.11 m2 ，未检测到阳性钉螺

（表1）。

2.3 野粪监测情况 2017-2019年采集野粪总数量

逐年下降。2017年和 2018年野粪种类主要以犬粪

为主，2019年仅捡获少量羊粪和牛粪。所有粪便样

本经毛蚴孵化法结合沉渣镜检结果显示均为阴性

（表2）。

表1 2017-2019年武汉市90个风险监测村钉螺感染情况调查结果

监测年份

2017

2018

2019

调查框数

130 076

118 335

187 987

捕获螺数/只

5 159

2 927

2 318

活螺数/只

3 788

1 447

1 214

活螺平均密度（只/0.11 m2）

0.029 1

0.012 2

0.006 5

阳性螺数/只

0

0

0

阳性率/%

0.00

0.00

0.00

表2 2017-2019年武汉市90个风险监测村野粪毛蚴孵化监测情况

监测年份

2017

2018

2019

采集数量

289

135

14

野粪种类

牛

78

29

5

羊

50

49

9

犬

161

47

0

马

0

10

0

孵化结果

0

0

0

镜检结果

0

0

0

阳性率/%

0.00

0.00

0.00

2.4 哨鼠监测情况 2017年共设置哨鼠监测点 12

个，投放哨鼠242只，回收241只，回收率99.58%，饲

养后2只死亡（0.82%），全部解剖后未发现血吸虫虫

卵结节。2018年和2019年均设置了13个哨鼠监测

点，投放哨鼠 260只。其中，2018年回收 258只，回

收率 99.23%，饲养后无死亡，全部解剖后无血吸虫

虫卵结节。2019年对全部回收的260只哨鼠进行饲

养后，有 13只死亡（5.00%），共解剖 247只，未发现

血吸虫虫卵结节。

2.5 人畜活动情况 2017年现场环境监测发现，部

分垸外江滩（蔡甸区港洲、洪山区天兴洲北岸复兴

村江滩、新洲区双柳街张周垸外和汉南区窑头垸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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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滩等）存在大型家畜放牧现象，旅游休闲和捕鱼

捞虾人员（东西湖区大桥外河滩等）较多，部分区

（江岸区平安铺）城建施工人员活动较为频繁，有螺

土外运现象。2018年监测现场环境中人畜活动类

型主要以旅游休闲和垂钓人员为主（东西湖区大桥

外河滩、黄陂区盘龙街黄花涝任家教河滩和丁店外

滩等），以及大型家畜放牧（汉南区纱帽街通津村防

浪林、新洲区阳逻街柴泊干堤外和双柳街张周及大

陈的 3道围外）；2019年现场监测发现，因武汉市举

办2019年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部分区域大型工

地建设项目较多，城建人员活动频繁，主要集中在

蔡甸区军运会场馆周边（平均23人次/d）；个别区域

（黄陂区六指街大咀村以及汉南区东荆街）有少许

散养家畜，其他各监测点未发现有螺地带人畜活动

情况。

2.6 风险评估 2017-2019年各风险监测村查出活

螺平均密度均小于1只/0.11 m2，且无感染性钉螺或

野粪阳性的环境，根据风险等级判定标准均为Ⅲ级

风险。提示目前监测阶段武汉市省级重点血吸虫

病传播风险监测村血吸虫病传播风险处于较低水

平，防治效果较为明显。

3 讨论

经过近60年的防治，武汉市所有血吸虫病流行

区流行村耕牛感染率从 2013年开始降为 0，人群感

染率于 2016 年降为 0，并于 2017 年达到传播阻断

标准，目前武汉全市处于血吸虫病低流行水平。

但各种影响血吸虫病传播的自然和社会因素依然

存在，且短时间内难以完全消除。要进一步巩固

已经取得的防治成果，防止疫情反弹，必须依靠风

险监测［9］。风险监测是血防工作关口前移、早发

现早诊断早治疗的重要手段，也是巩固扩大防治

成果的重要举措。武汉市要顺利如期实现 2030

年“血吸虫病消除”目标，血吸虫病监测预警、风险

快速评估等工作尤为重要［10］。其中，传播阻断地

区的巩固监测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将贯穿传

播阻断至消除的全程，也是进一步巩固防治成果、

深入推进防治目标向更高层次发展的主要防控措

施和手段［11-12］。

2017年湖北省根据全省63个血防地区2016年

血吸虫病病情、螺情指标和疫情分布特点，共筛选

出 1 600个流行村为风险监测村，其中武汉市共有

90个。结合各疫区村的实际情况，武汉市在积极探

索敏感的血吸虫病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基础上［10，13］，

自2017年开始对上述村开展风险监测工作。

从钉螺监测情况来看，2017-2019 年活螺平均

密度不断下降，且活螺平均密度均在1只/0.11 m2以

下，监测期间均未检测到阳性钉螺。武汉市在2017

年全市达到血吸虫病传播阻断标准后，根据本区

域螺情和各流行区特点，结合以往防治经验，持续

推进相关防治措施的实施，如持续加大查灭螺力

度、钉螺孳生地改造、江滩硬化、对滩涂湖泊水塘

等围垦进行鱼虾养殖等，有效压缩了钉螺面积。

近年来全市有螺面积连年下降，在钉螺控制方面

成效显著［14-15］。

有螺区域野粪污染是血吸虫病传播的直接危

险因素，在血吸虫病监测中野粪污染指数具有重要

意义［16］。本研究结果显示，2017-2019 年捡获野粪

数量持续下降，这与武汉市实行以机代牛、洲滩禁

牧的相关措施密不可分。监测显示，以往犬粪数量

较多，散养家畜现象较为严重，通过与相关涉区相

关部门沟通协调，洲滩放牧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2018 年底全市风险监测区基本无家畜散养。但

2019年仍监测到少许牛、羊粪，通过进一步调查发

现，放养家畜来自河南省、湖北省汉川市等地，由当

地农民进城务工携带并私自在监测区域放牧。这

提示，要进一步发挥血防监督岗的作用，密切关注

“监督死角”，严防流动性家畜在禁牧地带放牧，降

低野粪污染的危险性。

2017-2019年监测期间内对可疑水域进行哨鼠

监测，均未发现阳性哨鼠，说明监测区域内血吸虫

病传播得到有效控制。基于感染性水体测定的血

吸虫病高风险环境监测预警，虽然可以发挥一定作

用，但由于其监测周期长、费时耗力、覆盖水体有限，

且在监测预警结果发出后，可能已过了感染季节，因

此难以长期推广和应用［17］。这表明，除增设流动哨

鼠监测点以扩大水体监测覆盖范围外，继续探索更

为可靠、敏感和实效性强的监测预警手段［18］，将是

今后一段时间内的重点要求。

本研究结果显示，监测区域部分地带各年份均

有较多的旅游休闲及垂钓人员。由于这些地带以

江滩为主，尚未完全开发，水资源丰富，易于鱼虾水

产繁殖，且良好的自然环境十分适于人体休闲放

松，容易吸引游人前往。监测区域的血防部门采取

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包括加强对人群的血防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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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在洲滩堤岸边显眼地带设置足够数量的标示

牌及警示带，安排血防监督人员每日巡视督查等，

效果较为显著，上述现场环境监测中无人群血吸虫

病感染的情况发生。但目前对流动人口的监测及

管理相关监管机制尚不完善，可能错过对部分流动

人员的常规查治病和健康教育，从而成为血防工作

的一个“盲区”。

根据近 3年的风险监测结果，按照风险等级判

定标准均为Ⅲ级风险，提示武汉市在湖北省内处于

血吸虫病传播风险较低水平，但仍存在钉螺分布，

流动家畜野粪污染及有螺地带人群活动等血吸虫

病传播风险因素，需持续加强风险监测工作，加大

查灭螺力度，完善对流动人群和家畜的监测和管理

的监管机制，以巩固防治成果，早日实现消除血吸

虫病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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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20年重庆市巴南区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
病人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闫菊 1，颜尧雄 1，李会 2，李建华 1

1 重庆市巴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重庆 巴南 401320；2 成都市新都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都 610500

［摘要］目的 分析巴南区92例学生HIV/AIDS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为制定学生人群艾滋病防控策略提供依据。方法

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传染病监测子系统中的艾滋病防治基本信息模块中筛选出现住址为巴南区且职业为学生

的 HIV/AIDS 病例的信息数据，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对其流行病学特征进行分析。结果 巴南区 92 例学生 HIV/

AIDS病例中，男性90例、女性2例，报告时平均年龄为19.82±3.87岁，以20～岁组（52.17%）、汉族（97.83%）、大专及以上文

化程度（81.52%）、现住址城区（80.90%）及区内户籍（52.17%）人群所占构成比最大。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VCT）是学生病

例发现的主要途径（48.91%）；同性性传播是主要的感染方式（81.52%）。经性传播途径感染的学生，在最后一次高危性行

为发生后10 d内来检测的占57.30%；在确诊后10 d内完成CD4
＋T淋巴细胞检测的占43.82%；首次CD4

＋T淋巴细胞检测结

果＞500个/μl的占 24.72%，5例学生首次CD4
＋T淋巴细胞检测即被诊断为艾滋病；半年内开始抗病毒治疗的有 69.66%。

结论 男男同性性传播是巴南区学生感染艾滋病的主要方式，已报告的学生病例存在抗病毒治疗开始时间晚的情况。应

加强针对性防控措施的落实，尤其减少学生同性性传播艾滋病病例的发生。

［关键词］学生；HIV/AIDS 病例；流行特征

［中图分类号］R512.91；R1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116（2021）01-006-05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With HIV/AIDS

in Banan District of Chongqing From 2008 to 2020

YAN Ju 1，YAN Yaoxiong 1，LI Hui 2，LI Jianhua 1

1 Ba′nan District Center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Chongqing 401320，China.
2 Xindu District Center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Chengdu 610500，Sichu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92 students with HIV/AIDS in

Banan district， and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formulation of AID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Methods The data of students with HIV/AIDS in Banan district was collected from HIV

Case Reporting System of the China Information System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The

descriptive epidemiological method was used to find out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Results

The 92 students with HIV/AIDS in Banan

district included 90 males and 2 females. The

average age of these students was 19.82 ± 3.87

years old. The following students go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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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gest proportion： more than 20 years old （52.17%）， with Han nationality （97.83%）， college

degree or above（81.52%），lived in rural areas（80.90%），registered in this district （52.17%） . The

majority students （48.91%） were found through HIV voluntary counseling and testing （VCT） .

Homosexual transmission was the main route of infection，which accounted for 81.52%. 57.30% of

the students infected by sexual transmission came to test within 10 days after the last high- risk

sexual behavior； 43.82% of the students completed CD4
＋ T lymphocyte test within 10 days after

diagnosis；24.72% of the students whose CD4
＋T lymphocyte test results were ＞500/μL for the first

time，and five students were diagnosed as AIDS by CD4
＋T lymphocyte test for the first time；and

69.66% of the students began antiviral treatment within half a year. Conclusion MSM was the main

route of infection among students in Banan district，and there was a late start of antiviral therapy

in the reported student cases.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rgete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especially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homosexual HIV transmission among students.

Key words student；HIV/AIDS cases；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艾滋病即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或称后天免

疫缺乏综合征，是人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后，免疫系

统遭到破坏从而导致多种临床症状的一种综合

征。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估计，全球每天约有5 700

例新发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者，其中约有 1 855

例为15～24岁青少年［1］。近年来，我国艾滋病疫情

整体保持低流行态势，但在青年学生和老年人等重

点人群中上升较快［2］。全国连续的艾滋病监测数据

表明，自 2008年以来，15岁及以上的学生艾滋病感

染者人数逐年稳步快速上升，仅2015年1-6月新报

告学生HIV感染者人数比上一年同期上升了35%，

且主要由男男同性性行为引起［3］。提示学生艾滋病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2008年巴南区报告了首例学

生 HIV 感染者，至 2020 年底累计报告 92 例学生

HIV/AIDS病例。通过对 92例学生HIV/AIDS病例

流行病学特征分析，为今后全区学生人群针对性的

艾滋病防控策略的制定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数据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

息系统传染病监测子系统中的艾滋病防治基本信

息模块，按照现住址为巴南区、报告时间为 2008-
01/2020-12的查询条件查询所有HIV/AIDS病例报

告个案并下载病历卡片，导出后筛选出人群分类为

学生的个案信息。

1.2 方法 用Excel 2019软件中文版整理个案信

息数据，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人口学特征 2008-2020年共报告现住址为巴

南区、人群分类为学生的HIV/AIDS病例92例，无死

亡病例。2008-2010 年共报告 4 例，2010 年后学生

人群年报告人数呈波浪式逐渐上升，2011-2020年

依次报告 7 例、5 例、5 例、5 例、10 例、9 例、13 例、

16例、10例和 8例，共报告 88例，以 2018年报告病

例数最多（16 例）。92 例学生 HIV/AIDS 病例中男

性 90 例，女性 2 例，男女性别比为 45∶1；报告时年

龄最大为 26 岁6个月、最小为1岁7个月，平均报告

年龄为19.82±3.87岁，主要分布在20～24岁年龄组

（52.17%）；民族以汉族为主（97.83%）；文化程度以

大专及以上为主（81.52%）。报告病例主要集中在

花溪、龙洲湾、鱼洞、李家沱4个城区街道，依次占病

例总数的 35.87%、15.22%、14.13%和 13.04%；区内

户籍占52.17%（表1）。

2.2 感染途径及病例来源 主要报告感染途径由

母婴传播（3.26%）、异性传播（15.22%）、同性传播

（81.52%）构成，3类感染途径来源病例报告时平均

年龄依次为 3.31±1.49 岁、21.29±2.45 岁和 20.21±

2.38岁。样本来源主要为检测咨询（48.91%）、专题

调查（17.39%）、其他就诊者检测（13.04%）、性病门

诊（8.70%），其他6个样本来源占比较小（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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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经性传播的学生 HIV/AIDS 病例 4 类指标分

析

2.3.1 初筛实验与最后一次高危性行为发生时间

间隔 89例学生病例中，有87例在发生高危性行为

后60天内完成初筛实验，10天内完成初筛实验的占

比最大，为57.30%（表3）。另2例病例在1年后完成

初筛试验。

2.3.2 首次CD4
＋T淋巴细胞检测时间及结果 89例

学生病例中，87例在确诊后 1年内完成首次CD4
＋T

淋巴细胞检测，10天内完成的占比最大（43.82%）。

首次 CD4
＋ T 淋巴细胞检测结果＞500 个/μl 的占

24.72%，351～500个/μl的占32.58%，201～350个/μl

的占35.96%，≤200个/μl的占5.62%（表3）。

2.3.3 抗病毒治疗开始时间与确诊时间间隔 89

例学生病例中，62例在确诊后半年内开始抗病毒治

疗，18例在确诊后 1～8年开始抗病毒治疗，有 3例

病例一直未治疗。

表1 2008-2020年重庆市巴南区92例学生HIV/AIDS

病例人口学分布特征

人口统计学指标

性别

男

女

年龄/岁

＜15

15～

20～

≥25

民族

汉族

土家族

蒙古族

学历

初中及以下

高中或中专

大专及以上

现住址

花溪街道

龙洲湾街道

鱼洞街道

李家沱街道

南泉街道

界石镇

木洞镇

丰盛镇

跳石镇

安澜镇

接龙镇

二圣镇

惠民街道

东温泉镇

南彭街道

户籍

区内

重庆市其他区县

重庆市外

例数

90

2

4

35

48

5

90

1

1

6

11

75

33

14

13

12

4

3

3

2

2

1

1

1

1

1

1

48

25

19

构成比/%

97.83

2.17

4.35

38.04

52.17

5.43

97.83

1.09

1.09

6.52

11.96

81.52

35.87

15.22

14.13

13.04

4.35

3.26

3.26

2.17

2.17

1.09

1.09

1.09

1.09

1.09

1.09

52.17

27.17

20.65

表2 2008-2020年重庆市巴南区92例学生HIV/AIDS

病例感染途径及样本来源一览表

指标名称

感染途径

母婴传播

异性传播

同性传播

样本来源

检测咨询

专题调查

其他就诊者检测

性病门诊

女性阳性者子女检测

政府购买服务

术前检测

无偿献血人员检测

新兵体检

从业人员体检

频数

3

14

75

45

16

12

8

3

3

2

1

1

1

构成比/%

3.26

15.22

81.52

48.91

17.39

13.04

8.70

3.26

3.26

2.17

1.09

1.09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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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研究发现，近年来，巴南区学生HIV/AIDS病

例年报数呈波动上升趋势，报告的病例以20～24岁

组（52.17%）、大专及以上学历（81.52%）、同性传播

（81.52%）为主。提示学生防艾，应特别关注大学生

群体。大学生正处于性活跃期，由于缺乏社会经验

和必要的性知识，该群体容易发生不安全的性行

为，特别是同性性行为，大大增加了其感染艾滋病

的风险［4- 6］。巴南区 2015 年后报告学生 HIV/AIDS

病例上升明显，可能与2015年巴南区职教城投入使

用，高校陆续迁入职教城，大学生人数剧增有关。

巴南区学生病例中有3例初中生通过男男性行

为感染HIV，其中1例年龄低于15岁，提示学生发生

性行为的年龄呈现出低龄化，青年学生出于对性的

好奇和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较强，如果缺乏正确指

导，容易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从而感染艾滋病病

毒。向青少年提供全面的性教育已被证明可推迟

初次性行为年龄、增加安全套的使用、减少多性伴

行为，并显著降低性活跃者的性冒险概率［7-8］。

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VCT）是巴南区学生

HIV/AIDS病例发现的主要途径，除VCT外，巴南区

学生样本来源呈现多途径，专题调查、其他就诊者

检测、性病门诊、女性阳性者子女检测、政府购买服

务、术前检测、无偿献血人员检测、新兵体检、从业

人员体检等9个途径均发现了学生病例。提示学生

容易接受VCT，要加大VCT点的覆盖面，建议在高

校医务室设置VCT点，使学生能得到可及、便利的

VCT服务；此外要积极探索多途径、覆盖初中及以

上学生的咨询检测服务项目，比如新生入学体检纳

入HIV筛查项目。

研究发现，巴南区学生在发生高危性行为后参

加HIV检测的及时性较好，57.30%的学生在发生高

危性行为后的10内完成了首次初筛实验，97.75%的

学生在 2个月内完成首次初筛实验，从侧面反映出

巴南区学生艾滋病防治基本知识掌握较好。在确

诊后，43.82%的学生在10天内完成了首次CD4
＋T淋

巴细胞检测，97.75%的学生在 1 年内完成了首次

CD4
＋T淋巴细胞检测；首次CD4

＋T淋巴细胞检测的

及时性不如首次初筛实验；首次CD4
＋T淋巴细胞＞

500个/μl的仅占 24.72%，首次CD4
＋T淋巴细胞检测

即被诊断为艾滋病的占 5.62%，表明巴南区学生病

例虽然年龄小，但存在免疫力低、感染时间长的情

况。69.66%的学生在确诊后半年内开始抗病毒治

疗；18 例学生在确诊后的 1～8 年内开始抗病毒治

表3 2008-2020年重庆市巴南区89例经性传播的学生

HIV/AIDS病例4类指标统计结果

指标名称

检测日期与最后一次高危性行为发生时间间隔/天

≤10

11～

31～

≥60

首次CD4检测时间与确诊时间间隔

≤10天

11～30天

第2个月

3～6个月

7个月～1年

≥1年

未检测

首次CD4＋T淋巴细胞绝对值/个·μl-1

≤200

201～

351～

≥500

未检测

抗病毒治疗开始时间与确诊时间间隔

≤10天

11～30天

第2个月

3～6个月

7个月～1年

＞1年

＞2年

＞3年

＞4年

≥5年

未治疗

例数

51

26

10

2

39

19

12

11

6

1

1

5

32

29

22

1

15

15

17

15

6

7

3

5

2

1

3

构成比/%

57.30

29.21

11.24

2.25

43.82

21.35

13.48

12.36

6.74

1.12

1.12

5.62

35.96

32.58

24.72

1.12

16.85

16.85

19.10

16.85

6.74

7.87

3.37

5.62

2.25

1.12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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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有3例学生未开始治疗，包括1例在2011年确诊

的病例；这提示巴南区学生病例存在知行分离现

象，与戴炳媛等人研究结果一致。青年学生是处于

性成熟阶段的特殊群体，思想观念比较开放，对艾

滋病基本知识虽然有一定的了解，但普遍存在“知

行分离”现象［9-10］。

目前尚没有能够预防艾滋病的有效疫苗，学生

掌握预防知识、拒绝危险行为，做好自身防护才是

最有效的预防手段。青年学生中艾滋病感染主要

发生在高中毕业进入大专院校后。因此，学生艾滋

病防治要突出以青少年为主，尤其是在从中学向大

专院校的过渡阶段。步入大专院校是人一生中一

个重要的转型期，学习和生活环境发生巨大变化，

抓住这个关键时机，给新进入大专院校的青年学生

上好预防艾滋病第一课非常重要［3］。目前，学生感

染 HIV途径以男男性行为为主，由于社会的普遍不

认同、歧视和缺乏法律保护，导致该类人群隐蔽性

强，这使得常规的艾滋病防控宣传教育远远不能满

足该类人群的艾滋病防控需求，如何接触干预这部

分人群，促进其采取安全性行为，保护自己和性伴

等，成为学校防艾的一大难点。针对这一现象，应

探索针对性强、私密性好的宣传方式和手段。对艾

滋病患者/HIV 感染者的歧视会产生负面效应，使

得许多危险人群不愿意接受检查，隐蔽自己，甚至

产生报复心理，构成社会隐患［11］。因此，应加大对

艾滋病患者/HIV感染者正确态度的引导，促使学生

真正转变对艾滋病感染者/病人恐惧、歧视、疏远的

心理态度，在采取正确自我保护措施同时关心和帮

助艾滋病患者/HIV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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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防治】

2017-2019年四川省仁寿县血吸虫病风险监测
结果分析

郭忠林，崔三明，杨凯，黄河，王勇，程双武，程昆梅，吴杰，胡勇，陈金元，钟伯林

仁寿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 仁寿 620500

［摘要］目的 了解仁寿县血吸虫病传播的风险因素，为制定防控策略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根据钉螺分布环境及

重点风险区域，将钉螺、野粪、钉螺输入、漂浮物、哨鼠和野生动物作为监测对象，开展血吸虫病风险监测。结果 钉螺监

测调查34个环境，调查总面积为176 410 m2，其中有螺面积为99 340 m2，没有新发和复现面积；共调查2 445框，系统抽样

2 094框，环境抽样351框，有螺框307框，有螺框出现率为12.56%，捕获钉螺537只，活螺494只，活螺密度为0.20只/框；未

发现感染性钉螺。在调查钉螺的同时，在其周围环境发现5份野粪，经孵化检测5份野粪均未发现血吸虫毛蚴。在无螺乡

镇或无螺环境引进有螺区植物的 15个环境进行钉螺输入监测，共调查面积 717 000 m2，调查 8 101框，有其他螺306框，

其他各种螺632只，钉螺0框，未发现钉螺。在全县15个与有螺水系相通和水流较缓的水域进行钉螺漂浮物监测，共打捞

漂浮物394.24 kg，发现其他螺691只，未发现钉螺。2017年、2018年在风险监测高危水域中共投放哨鼠80只，回收并解剖

57只，未发现阳性哨鼠，2019年未开展哨鼠监测。野生动物监测未捕获野鼠。结论 仁寿县血吸虫病疫情处于较低流行

态势，但仍然存在血吸虫病传播的风险因素，须继续加强风险监测，巩固防治成果。

［关键词］血吸虫病；风险监测；钉螺

［中图分类号］R532.21；R184.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116（2021）01-011-04

Analysis of Surveillance Results of Schistosomiasis Risk in Renshou

County of Sichuan Province From 2017 to 2019

GUO Zhonglin，CUI Sanming，YANG Kai，HUANG He，WANG Yong，CHENG Shuangwu，

CHENG Kunmei，WU Jie，HU Yong，CHEN Jinyuan，ZHONG Bolin

Renshou County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Renshou 620500，
Sichu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risk factors of transmission of schistosomiasis in Renshou

county，and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formulating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ies and measures，so

that to improve the control effectiveness of schistosomiasis.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environment

of distribution and key risk areas of oncomelania，such as oncomelania，wild manure，oncomelania

import，floating objects，sentinel mice and wild animals those were taken as monitoring objects to

carry out the risk monitoring of schistosomiasis. Results About 34 environments were investigated

for oncomelania monitoring，with a total area of 176 410 m2，including 99 340 m2 of oncomelanias，

there’s no new or recurrent area； Total of

2 445 baskets were investigated， 2 094 bas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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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used for systematically sampled， 351 baskets were used for environmental sampled， among

them， about 307 baskets were found oncomelanias， and the occurrence rate of it was 12.56% ，

about 537 oncomelanias were captured，494 of them were alive，and the density of live oncomelanias

was 0.20 per baskets； no infectious oncomelania were found.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of Oncomelania

hupensis，5 samples of wild feces were found in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and no schistosome

miracidia was found in 5 samples of wild feces after hatching. oncomelania imported monitoring

was carried out in 15 environments of oncomelania free villages and towns or introduced plants

from snail free areas. The total investigation area was 717 000 m2，8 101 boxes，306 boxes were

found other kind of oncomelania，632 oncomelanias of all kinds and 0 boxes of oncomelanias. No

oncomelania were found. A total of 394.24 kg of oncomelanias were salvaged in 15 water areas of

the county which were connected with the oncomelanias water system and with slow flow. 691

other oncomelanias were found，but no oncomelanias were found. In 2017 and 2018，a total of 80

sentinels were put into the high- risk water area for risk monitoring， and 57 were recovered and

dissected. No positive sentinels were found， and no sentinel monitoring was carried out in 2019.

Wild animal monitoring did not capture wild mice. Conclusion The epidemic situation of

schistosomiasis in Renshou county is in a low epidemic situation，but there are still risk factors for

the spread of schistosomiasis， so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e to strengthen risk monitoring and

consolidate the control results.

Key words schistosomiasis；oncomelania；risk monitoring

1924 年仁寿县最早报告并记录有血吸虫病，

1956年被正式确认为血吸虫病流行县［1-2］。 历史上

以村为单位人群感染率曾经达 62.5%、耕牛感染率

达 28.6%；历史累计钉螺面积 1 665.48万平方米；历

史累计血吸虫病病人31 422人；累计晚期血吸虫病

病人 314人；累计病牛 36 380头。经过几十年艰苦

的血吸虫病防治历程，2007年11月经四川省人民政

府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考核，达到国家血

吸虫病传播控制标准［1］；2015年10月经四川省人民

政府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考核，确定

仁寿县达到国家血吸虫病传播阻断标准［1］。为了解

仁寿县当前血吸虫病传播的风险因素，于 2017-
2019年开展了风险监测，将结果汇报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监测点的选择 2017-2019 年每年在全县 32

个流行乡镇中选择1个乡镇作为钉螺风险监测点，5

个环境作为钉螺输入监测和5个环境作为漂浮物监

测点。监测点选择要素包括：①监测点所在乡镇的

钉螺面积与密度；②从重点血防区域移栽植物的环

境；③是否有与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导致环境改

变的区域和大型交通、水利等工程建设导致的环境

变化区域；④有血吸虫病病人存活的乡镇。

1.2 监测时间和频次 每年的 5-10 月期间，在所

有监测点开展一次风险监测工作。

1.3 监测方法

1.3.1 钉螺监测 对监测区域的有螺环境和可疑

环境采用系统抽样结合环境抽样进行钉螺调查，使

用 GPS 测定每个环境的经纬度，框距为 5～10 m。

鉴别捡获钉螺的死活和感染情况，同时用环介导等

温扩增技术（LAMP）检测钉螺体内是否存在血吸虫

核酸（LAMP试剂为天根DNA提取试剂盒）。

1.3.2 野粪监测 捡获钉螺监测区域内视野所见

全部（人、牛、羊、猪、马、犬等）人畜野粪，记录野粪

种类，采用塑料杯顶管孵化法（一粪三检）检测血吸

虫毛蚴。

1.3.3 钉螺输入监测 2017-2019年每年对全县至

少 5处及以上存在钉螺输入风险的可疑环境，采用

系统抽样结合环境抽样开展钉螺调查并压检。调

查范围包括与有螺环境相通的河流、沟渠等，引进

有螺区植物的转运地、种植地；引进有螺区家畜、水

产品的中转地、养殖地等，查找有无钉螺并压检。

1.3.4 漂浮物监测 2017-2019年每年对全县至少

5处以上与有螺水系相通、水流较缓的水域，打捞水

面漂浮的水生植物、杂草、树枝、树叶等，查找钉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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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压检。

1.3.5 哨鼠监测 在风险监测区域可疑高危水域

中放置哨鼠，每天投放 4 h，共投放 2 d，然后带回实

验室饲养35 d后解剖哨鼠，监测水体中血吸虫尾蚴

的感染性及感染度。高危水域定义为监测区域为

可能含有血吸虫尾蚴的水体环境（钉螺面积较大，

密度较高的环境；发生过急血或有病人存在的环

境）。

1.3.6 野生动物监测 对监测区域内的野生动物

（主要鼠类）进行监测，捕获调查区域内野鼠，解剖

观察有无血吸虫感染。

1.4 统计分析 将收集的资料和数据，录入电脑，

建立数据库，利用Excel 2007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

分析。有螺框出现率＝有螺框数/调查总框数×

100%，活螺密度＝活螺数/调查总框数×100%。

2 结果

2.1 钉螺监测 2017-2019年风险监测期间在珠嘉

镇木门村、青岗乡双店村和宝马镇石缸村（均为历

史上重点流行村，螺点面积大或密度较高，且修建

有蓉遵高速、成宜高速公路等大型交通工程，导致

环境有一定改变）一共调查 34 个环境，环境总面

积为 176 410 m2，调查面积为 176 410 m2，有螺面积

为 99 340 m2，无新发和复现面积；共调查 2 445框，

有螺框 307 框，有螺框出现率为 12.56%，捕获钉螺

537只，活螺 494只，活螺密度为 0.20只/框；解剖活

螺未发现感染性钉螺，用LAMP技术检测活螺 494

只，未检出阳性钉螺（表1，表2）。

表1 2017-2019年仁寿县血吸虫病风险监测环境及植被类型

年份

2017

2018

2019

合计

地点

珠家镇木门村

青岗乡双店村

宝马镇石缸村

环境

个数

22

4

8

34

是否有螺环境

有螺

10

2

8

20

无螺

12

2

0

14

环境类型

沟渠

1

2

0

3

塘堰

0

0

0

0

水田

17

0

0

17

旱地

4

2

8

14

果园

0

0

0

0

植被类型

杂草

18

2

0

20

树木

0

0

0

0

水稻

0

0

0

0

旱地作物

4

2

8

14

表2 2017-2019年仁寿县血吸虫病风险监测钉螺调查结果

年份

2017

2018

2019

合计

地点

珠家镇木门村

青岗乡双店村

宝马镇石缸村

环境面积

/m2

60 920

3 170

112 320

176 410

调查面积

/m2

60 920

3 170

112 320

176 410

查出有螺面积/m2

总面积

37 240

1 700

60 400

99 340

新发

0

0

0

0

复现

0

0

0

0

系统抽样

调查

框数

1 203

85

806

2 094

有螺

框数

136

36

99

271

捕获

总螺数

229

61

193

483

活螺

数

221

55

177

453

感染性

钉螺数

0

0

0

0

环境抽样

调查

框数

206

77

68

351

有螺

框数

25

6

5

36

捕获

总螺数

34

9

11

54

活螺

数

27

6

8

41

感染性

钉螺数

0

0

0

0

2.2 野粪监测 2017与2018年在钉螺监测区域范

围内未查见野粪，2019年在钉螺监测区域范围内捡

获5份犬粪，经孵化检测均未检测出血吸虫毛蚴。

2.3 钉螺输入监测 2017年在洪峰乡新建村、方家

镇哨楼村、珠嘉镇响水村、钟祥镇青石村和促进乡

徐庙村，2018年在洪峰乡新建村、黑龙滩镇渡槽村、

珠嘉镇响水村、钟祥镇青石村和彰家镇楼映村，

2019年在珠嘉镇志气村、里仁乡花椒村、青岗乡瑞

云村、富家镇河堰村和钟祥镇星火村等无螺乡镇或

无螺环境引进的有螺区植物（主要有柑橘、李子和

花椒等植物）的 15 个种植地环境进行钉螺输入监

测，共调查面积717 000 m2，调查8 101框，未发现钉

螺，有其他螺306框，共632只。

2.4 漂浮物监测 在15个与有螺水系相通和水流较

缓的水域进行漂浮物监测，共打捞漂浮物394.24 kg，

发现其他各种螺类691只，未发现钉螺（表3）。

·· 13



寄生虫病与感染性疾病 2021年3月第19卷第1期 Parasitoses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Mar. 2021，Vol. 19，No.1

2.5 哨鼠监测 2017年在珠嘉镇志气村监测区域

的高危水域投放 40只哨鼠并解剖 31只；2018年在

龙正镇东方红村监测水域投放 40只哨鼠并解剖 26

只，均未发现阳性哨鼠（2017 年有 9 只小鼠丢失，

2018 年有 14 只小鼠溺亡），2019 年未开展哨鼠监

测。

2.6 野生动物监测 对监测区域内的野生动物（主

要为鼠类）进行监测，未查见野鼠。

3 讨论

2017-2019年仁寿县血吸虫病的风险监测结果

显示，钉螺监测没有发现新发和复现钉螺面积，未

发现感染性钉螺，钉螺密度处于较低水平。野粪监

测未查见阳性野粪，钉螺输入监测和漂浮物监测均

未发现钉螺，哨鼠监测未发现阳性哨鼠。

仁寿县的血防工作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于

2015年达到国家血吸虫病传播阻断标准，取得阶段

性成果。但是仁寿县属于丘陵地区，山、丘、坝兼

有，沟河较多，水系复杂，土壤肥沃，植被茂盛，适宜

钉螺孳生繁殖。加之 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

和 2014年“庐山地震”使仁寿县的生态环境和基础

设施遭到一定程度的损坏，残存的钉螺存在扩散的

可能［3］，直今还未从根本上改变钉螺孳生环境和完

全阻断血吸虫病传播，虽然此次监测未发现血吸虫

病病人、病牛、阳性钉螺和野粪，但是不排除有血吸

虫病病人、病畜、阳性钉螺和野粪，因此血吸虫病的

流行风险因素依然存在。所以，开展长期的、连续

的监测［4-6］，具有科学意义和现实意义。

仁寿县的血吸虫病防控工作，继续严格执行

“十三五”血吸虫病防治规划和消除血吸虫病要求［7-8］：

①科学规划，继续强化综合防治；②提升能力，强化

技术支撑，严格县、乡、村三级防控工作体系；③控

制传染源，创新血吸虫病风险监测，针对监测敏感

性问题，积极探索新工作思路、采用先进技术、扩大

监测覆盖面、丰富监测内容、提高预警敏感性，探索

一套敏感、高效且具有仁寿特色的疫情监测手段和

管理办法，有效防止疫情反弹［9］。以最终实现消除

血吸虫病目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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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17-2019年仁寿县血吸虫病风险监测漂浮物调查结果

年份

2017

2018

2019

合计

环境个数

5

5

5

15

环境类型

沟渠

0

0

3

3

河流

3

5

2

10

其他

2

0

0

2

上游村是否有螺

无螺

0

0

0

0

有螺

5

5

5

15

漂浮物重量

/kg

141.15

121.51

131.58

394.24

其他螺数

102

261

328

691

钉螺数

0

0

0

0

感染钉螺数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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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防治】

2015-2019年池州市流感监测结果分析

郭晓磊，万江民

池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安徽 池州 247000

［摘要］目的 通过研究2015-2019年池州市流感病原学监测结果，对病原学型别及流行病学特征进行分析，为流感的防

控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集哨点监测医院流感样病例（ILI）鼻咽拭子标本，并收集医院报表的数据（流感样病人年龄、性

别、年龄分组依据均来自报表数据），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方法对标本进行核酸检测，并对结果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分析，

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结果 2015-2019年池州市共监测标本5 075例，阳性1 279例，阳性率为25.20%。检出的流感型别

中甲型为765例，占阳性标本数的59.81%（765/1 279），病原学类型以新甲H1和季节性H3型为主，乙型为514例，占阳性标

本数的40.19%（514/1 279），病原学分型以Victoria和Yamagata为主。5个年龄组中，6～15岁组阳性率最高（34.45%）。不

同性别组的流感检测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流感的暴发流行也多集中在青少年，聚集性高的地方，且甲乙

型均有暴发。结论 2015-2019年池州市5年来流感病毒流行以冬季、春季高发，夏季多为散在流行，偶伴有小高峰。主

要以乙型、新型H1N1型、季节性H3型 交替流行为主；流感监测和预防控制取得一定成果；但流感疫情仍然严峻，为有效

防控流感疫情，需对辖区实施流感防控举措。重点应加强学龄前儿童和中小学生的流感防治工作。

［关键词］流感监测；流感病毒；实时荧光PCR

［中图分类号］R51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116（2021）01-015-05

Analysis of Influenza Monitoring Results in Chizhou

From 2015 to 2019

GUO Xiaolei，，WAN Jiangmin

Chizhou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hizhou 247000，Anhui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athogenic types of influenza in

Chizhou City from 2015 to 2019 so as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influenza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thods Nasopharyngeal swab samples of fluency- like cases from sentinel surveillance

hospital were collected. Information of patients （e.g.，sex，age） with influenza was collected from

hospital reports. The nucleic acid was detected by real- 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CR.

Descriptive statistics were performed. Results A total of 5 075 specimens were monitored from 2015

to 2019 in Chizhou. The positive specimens were 1 279， and the positive rate was 25.20% . 765

cases were Type A influenza， accounting for 59.8% of the positive specimens. New H1 and

seasonal H3 were the main pathogen types. 514 cases were Type B influenza， accounting for

40.19% of the positive specimens. Victoria and Yamagata are the main types of pathogen. The

positive rate of 6-15-year-old group was the highest （34.45%） . The difference of positive rate of

influenza detection among different sex have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 Flu outbrea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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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concentrated in adolescents， in the place of high concentrations of people. Conclusion In the

past five years in Chizhou， the incidence of influenza reached peak in winter and spring and a

small peak in summer. The dominant strains alternated among influenza type B， H1N1 and H3.

Influenza surveillanc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have made a certain achievement， but the flu

epidemic is still serious. Influenza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itiatives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especially in pre-school children and the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Key words influenza surveillance；influenza virus；Real-time PCR

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

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传播方式是经空气飞沫传

播。流感病毒分为甲型、乙型和丙型。流感病毒在

大多数年份会出现小型或是大范围的季节性流行，

通常发生在冬季和春季［1］。流感病毒容易发生变

异，易引起暴发流行，因此对流感进行预防和控制

的措施是非常必要的［2］。流感的预防和控制受到世

界卫生组织（WHO）及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是

WHO实行的第一个全球性监测传染病［3］。

池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 2009 年甲型

H1N1流感疫情后加入了全国流感监测网络，开展

了辖区内流感样病例的核酸检测工作，通过监测可

以及时了解流感的流行特征，明确流行毒株及早发

现变异情况，为季节性流感的流行、预警提供参考

依据［4-5］。

现将2015-2019年池州市连续5年的流感病原

学监测情况进行分析，以了解其流行特征，为流感

的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自 2015-2019 年池州市

“中国流感监测信息系统”中流感监测数据。标本

来源自池州市各哨点监测医院。出现流感样病例

（ILI）的患者，均为采集对象，并要求发病 3 d内，没

有服用过抗病毒药物。不同年龄组患者采样均是

自觉意愿下，或是家长监护下在哨点医院规范采

集，所采集标本为患者的咽拭子，要求冷藏保存，并

在48 h内送达实验室。

1.2 仪器与试剂

1.2.1 核酸提取 仪器为SLA-E13200型台湾圆点

全自动核酸提取仪；试剂为台湾圆点TANBead病毒

盒酸提取试剂盒（货号0408121A），均有合格批号并

在有效期内使用。

1.2.2 核酸扩增与检测 仪器为美国 AB 7500

Fast System型全自动核酸扩增与检测仪；试剂为江

苏硕世生物有限公司核酸检测试剂盒（荧光 PCR

法，货号：JC10102，JC10103，JC10104，JC10104-1，

JC10104-2），均有合格批号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1.3 方法

1.3.1 核酸提取 采用台湾圆点公司的自动核酸

提取仪进行（型号：SLA-E13200），其上机步骤严格

按照核酸提取试剂盒（台湾圆点，TANBead 货号

0408121A）说明书的要求操作，最终收集RNA模板

50 ul备用。

1.3.2 引物扩增与检测（荧光 PCR法） 引物核酸

系列来自硕世公司核酸试剂盒：

甲型流感病毒通用引物（上游） 5’-GAC CRA

TCC TGT CAC CTC TGA C-3’

甲型流感病毒通用引物（下游） 5’-GGG CAT

TYT GGA CAA AKC GTC TAC G-3’

乙型流感病毒通用引物（上游） 5’-TCC TCA

ACT CAC TCT TCG AGC G-3’

乙型流感病毒通用引物（下游） 5’-CGG TGC

TCT TGA CCA AAT TGG-3’

新甲流 H1 引物（上游） 5’-GGG TAG CCC

CAT TGC AT-3’

新甲流 H1 引物（下游） 5’-AGA GTG ATT

CAC ACT CTG GAT TTC-3’

季节性 H3 引物（上游） 5’-ACC CTC AGT

GTG ATG GCT TTC AAA-3’

季节性 H3 引物（下游） 5’-TAA GGG AGG

CAT AAT CCG GCA CAT-3’

Victoria 和 Yamagata 引 物（上 游） 5’- AGA

CCA GAG GGA AAC TAT GCC C-3’

Victoria 和 Yamagata 引 物（下 游） 5’- TCC

GGA TGT AAC AGG TCT GAC TT-3’

反应体系25 ul，每次扩增均设阳性对照和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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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扩增程序：50 ℃ 30 min；95 ℃ 5 min；再按

95 ℃ 10 s→55 ℃ 40 s，45 个循环；选用 FAM、VIC

检测通道测定。

结果判定：Ct≤35 且曲线呈 S 型判为阳性。

Ct＞38或未检出判为阴性。

1.4 相关定义 流感样病例（ILI）：是指发热（体温

≥38 ℃），伴有咳嗽、咽痛、肌肉酸痛、鼻塞及头痛等

2项以上流感样症状者。

流感样病例暴发：是指一个地区或单位短时间

内出现异常增多的有流行病学关联的流感样病

例。1周内，在同一学校、幼托机构或其他集体单位

出现 10 例及以上流感样病例，视为流感样病例爆

发。

流感样病例年龄分组：分组依据来自“中国流

感监测信息系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根据不

同年龄人口聚集性的特点，将人群分为＜5岁、6～

15 岁、16～25 岁、26～60 岁、≥61 岁 5 个组别，即婴

幼儿、少年儿童、青少年、中青年、老年组。

1.5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13.0 软件进行描述性

统计分析。率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流感核酸检测病原分布情况 采集2015-2019

年池州市核酸检测流感样病例样本共 5 075例，总

阳性数为 1 279例，总阳性率为 25.20%。其中 2015

年共检测样本 999 份，阳性率为 15.02%；2016 年共

检测样本 560 份，阳性率为 23.75%；2017 年共检测

样本 867 份，阳性率为 25.49%；2018 年共检测样本

1 273 份，阳性率为 29.85%；2019 年共检测样本 1

376份，阳性率为28.71%。其中2018年流感阳性率

最高，2015年流感阳性率最低。

2015-2019年池州市流感总阳性样本数为1 279

例，甲型流感阳性样本数为 765 例，以新甲流 H1

型和季节性 H3 型为主；其中新甲 H1（H1N1）型共

458 例，占总阳性样本数的 35.81%；季节性 H3 型

为 307 例，占总阳性样本数的 24.00%。乙型流感

阳性样本数为 514 例，以 victoria 型和 Yamagata 为

主；其中 victoria 型 269 例，占总阳性样本数的

21.03%；Yamagata 型 245 例，占总阳性样本数的

19.15%（表1）。

表1 2015-2019年池州市流感检测及病原分型情况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合计

检测

样本数

999

560

867

1 273

1 376

5 075

阳性样本数

新甲H1型

6（4.00）

87（65.41）

20（9.01）

174（45.79）

171（43.18）

458（35.81）

季节性H3型

102（68.00）

28（21.05）

130（58.56）

2（0.52）

45（11.39）

307（24.00）

victoria

0（0.00）

16（12.03）

68（31.08）

9（2.35）

176（44.44）

269（21.03）

Yamagata 型

42（28.00）

2（1.50）

3（1.35）

195（50.91）

3（0.76）

245（19.15）

合计

150（100.00）

133（100.00）

221（100.00）

380（100.00）

395（100.00）

1 279（100.00）

样本阳性率

/%

15.02

23.75

25.49

29.85

28.71

25.20

注：括号内为当年阳性样本各病原分型构成比/%。

2.2 流感核酸检测年龄分布情况 2015-2019年池

州市核酸检测流感样病例样本中，26～60岁组采样

数最多；而6～15岁组阳性数最多，其阳性率也最高

（34.45%）；＞60岁组采样数和阳性数均最少。不同

年龄组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7.42，P＜

0.001）（表2）。

2.3 不同性别组流感检测情况 2015-2019年共5

年间池州市共检测流感样本 5 075例，其中男性样

本 2 596 例，阳性数为 655 例，阳性率为 25.23%；女

性样本2 479例，阳性数为624例，阳性率为25.09%；

不同性别人群的流感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02，P＝0.961）（表2）。

2.4 疫情暴发情况 2015-2019年池州市共报告流

感暴发疫情 5起，多集中在 2018年和 2019年两年，

分别在1月、3月和12月份，与流感流行季节性高峰

相吻合，暴发的流感分型甲乙型均有分布（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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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2015-2019 年池州市流感病原学检测结果显

示，2015年共检出阳性标本 150例，以季节性H3病

型为主（68%），伴有新甲 H1 型和 Yamagata 型。

2016 年共检出阳性标本 133 例，以新甲 H1 型为主

（65.41%），伴有季节性H3型、victoria型和Yamagata

型。2017年共检出阳性标本221例，以季节性H3为

主（58.56%），伴有新甲H1型、victoria型和Yamagata

型。2018年共检出阳性标本380例，以Yamagata型

为主（50.91%），伴有新甲 H1 型、季节性 H3 型和

victoria型。2019年共检出阳性标本395例，以新甲

H1型和victoria型为主（43.18%、44.44%），伴有季节

性H3型和Yamagata型。故 2015-2019年池州市每

年都会有3～4种流感型别共同流行，并且每年都有

一种单一型别或偶有二种型别占主导地位的流行

特点。流行的毒株甲、乙型均有，而每年流行的流

感优势毒株不同，可能与流感侵入人体后，人体产

生抗体有关，导致次年此流行毒株有所减少。而其

他毒株转化成优势毒株开始占主导流行［6］。

不同年龄组的病原学分析显示，6～15 岁组所

测阳性率最高（34.45%），远高于其他年龄组，并且

采样数也很多，这说明少年儿童是流感易感人群［7］，

0～5岁组婴幼儿的采样数居第 3位，但阳性检出率

最低，这可能与婴幼儿处在家长用心监护下有关，

使其生活的卫生环境较好，并且家长能有效避免

与病毒源接触，这就使婴幼儿感染率较低。≥61

组的采样数最少，阳性率较低，这与老年人社会活

动少有一定关系，其与病毒源接触相对较少，感染

率也就相应变低。总体来说，流感在人群中普遍

易感，所以加强对人们的流感防控意识的宣传，必

要时注射流感疫苗，都是有效的预防流感病毒流

行的手段［8］。

对不同性别组分析，男性和女性的采样数和检

测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其他文献

所见报到一致。但是否有个别流感亚型对性别选

择有差异性，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流感暴发性疫情结果分析显示，暴发疫情均发

生于少年儿童，而且是在 1月和 12月份为主，这和

流感流行季节相一致［9］，并且甲、乙型均有，此时少

年儿童正是上学季，高度聚集，并且少年儿童对卫

生知识了解不多，所以很容易造成暴发流行，2015-
2017 年池州市未见流感暴发流行样本，2018 年和

2019年均有出现流感暴发，暴发多见于少年儿童，

这可能与周边学校迁址入市，并且学生数量增多，

出现大的聚集性有关。因此，做好在校学生的流感

预防宣传教育，加强学校传染病监测，同时做好日

常生活的各项防范措施尢为重要。勤洗手、多通风

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措施。

表2 2015-2019年池州市流感核酸检测年龄性别分布

分类

年龄/岁

≤5

6～

16～

26～

总样本数

1 037

1 489

580

1 611

阳性阳性数

190

513

123

376

阳性率/%

18.30

34.45

21.21

23.34

分类

≥61

性别

男

女

合计

总样本数

358

2 596

2 479

5 075

阳性阳性数

77

655

624

1 279

阳性率/%

20.92

25.23

25.17

25.20

表3 2015-2019年池州市流感暴发性疫情监测情况

年份

2018

2018

2018

2019

2019

合计

暴发月份

1

3

12

1

12

年龄范围/岁

7～16

4～6

8～10

6～10

3～16

采样数

115

10

10

10

158

303

阳性数

60

8

9

7

97

181

流感分型

新甲H1、Yamagata

新甲H1

新甲H1

新甲H1

季节性H3、victoria

注：采样数要求不低于10例，均衡采集，优先采集新发病例的呼吸道标本，根据检测的阳性数可为流行病学和临床诊断的爆发

性疫情提供快速可靠的定性。

（下转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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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9年大英县1～15岁儿童水痘突破病例
流行特征分析

姚广松，刘旭，李小兰，李文武

大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 大英 629300

［摘要］目的 分析 2015-2019年大英县 1～15岁儿童水痘突破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为制定水痘防控免疫策略提供依

据。方法 收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中2015-2019年大英县1～15岁儿童水痘病例的疫情数据及四川省免疫规划

信息管理系统中接种1剂次水痘疫苗的数据，并对其进行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分析。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2015-2019年大英县1～15岁儿童水痘突破病例258例，发生率为0.89%，各乡镇均有报告，以

蓬莱镇位居首位（63.18%），男女比例为1.28∶1，主要集中在5～10岁儿童，以托幼儿童为主（44.96%），夏秋季高发。突破病

例发病与接种疫苗最短45 d，最长11年，平均为（4.52±2.67）年。结论 为形成有效的免疫屏障，应严格按照《四川省水痘

疫苗使用指导意见（试行）》的接种程序对4岁儿童接种第2剂次水痘疫苗；加强夏秋季托幼机构、中小学校水痘疫情的预

防与控制工作。

［关键词］水痘突破病例；免疫策略；水痘疫苗

［中图分类号］R511.5；R1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116（2021）01-019-04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Breakthrough Cases

of Varicella Among Children Aged 1 to 15 Years

Between 2015 and 2019 in Daying County

YAO Guangsong，LIU Xu，LI Xiaolan，LI Wenwu

Daying County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Daying 629300，Sichu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varicella breakthrough cases

among children aged 1 to 15 years between 2015 and 2019 in Daying County so as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varicella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mmunization strategy. Methods Data of varicella

cases of children aged 1 to 15 years old between 2015 and 2019 in Daying County were collected

from China's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formation system. Information about first dose

varicella vaccination was collected from the immunization planning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of Sichuan Provinc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were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es. Chi- square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rates， the test level was α＝0.05. Results There were 258 cases of varicella

breakthrough cases among children aged 1 to 15 years old between 2015 and 2019 in Daying

County，with an incidence rate of 0.89% . All townships have reported cases， and Penglai Town

ranks first （63.18%） . The male to female ratio

of varicella case was 1.28∶ 1. The varic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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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Children aged 5 to 10 years， especially in nursery children

（44.96%） . There was a high incidence in summer and autumn. The shortest period between

onset and vaccination of breakthrough cases was 45 days， and the longest period was 11 years，

with an average of 4.52±2.67 years. Conclusion In order to form an effective immune barrier，the

second dose of varicella vaccine should be vaccinated to 4- year- old children accordance with the

vaccination procedure of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Varicella Vaccine in Sichuan Province （Trial） .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varicella outbreak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nurseries and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especially in summer and autumn.

Key words breakthrough cases of varicella；immunization strategy；varicella vaccine

水痘（varicella）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vari-

cella-herpes zoster virus，VZV）引起的具有高度传

染性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以单侧成群的水疱疹

为特征，并发症是皮肤感染、水痘病毒性肺炎、脑

炎等［1］。接种水痘疫苗是目前预防水痘最有效的方

法，接种水痘疫苗后，大多数人可获得相应免疫力，

但近年来发现在接种水痘疫苗后仍有水痘突破病

例发生。为了解水痘疫苗突破病例的发病特点和

规律，现对2015-2019年大英县1～15岁儿童水痘疫

苗接种后发生的突破病例资料进行分析，为今后水

痘防控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资料来源 数据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

息系统》2015-2019 年大英县 1～15 岁水痘突破病

例个案信息，包括姓名、家长姓名、有效证件号、发

病日期及现住址等。水痘疫苗接种资料及接种水

痘疫苗儿童数来自《四川免疫规划信息管理系统》，

包括病例姓名、家长姓名、出生日期和接种日期等

信息。

1.2 病例定义 水痘突破病例为水痘疫苗免疫 42

天后发生水痘的病例［2］。

1.3 统计分析 用Excel 2007软件建立数据库，采

用SPSS 23.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运用

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定量资料分布规律，对水痘突

破病例对发病与季节、发病与接种疫苗时间间隔数

据进行分析描述。定性资料采用率和构成比进行

描述，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发病概况 2015-2019年大英县接种水痘疫苗

儿童数为28 928人，累计报告1 097例1～15岁儿童

水痘病例，对 1 097例病例进行水痘疫苗免疫史调

查，有明确1剂次水痘疫苗免疫史的病例328例，判

定为水痘突破病例的病例 258例，调查水痘突破病

例发生率为0.89%（258/28 928）。

2.2 流行病学特征

2.2.1 地理分布 2015-2019年大英县各乡镇均有

水痘突破病例发生，其中蓬莱镇最多（163 例，

63.18%）（表1）。

表1 2015-2019年大英县258例水痘突破病例地区分布

乡镇

蓬莱镇

隆盛镇

河边镇

玉峰镇

回马镇

天保镇

象山镇

卓筒井镇

金元镇

通仙乡

智水乡

合计

病例数（例）

163

20

11

11

21

5

8

7

9

2

1

258

构成比/%

63.18

7.75

4.26

4.26

8.14

1.94

3.10

2.71

3.49

0.78

0.39

100.00

2.2.2 人群分布 2015-2019年大英县报告的水痘

突破病例中，男性 145 例，女性 113 例，男女性别比

为1.28∶1，不同性别发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

1.910，P＝0.167）。年龄分布以 5～10 岁儿童最多

（54.65%），不同年龄组间发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26.857，P＝0.01）。职业以托幼儿童为主（116

例，44.96%）；小学生94例（36.43%）；散居儿童43例

（16.67%）（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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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时间分布 2015-2019年大英县除个别月份

无水痘突破病例报告外，全年各月均有病例报告，

并在2018-06有明显的高峰（图1）；水痘突破病例多

发生在夏秋季，尤以夏季多发，占水痘突破病例总

数的35.66%；秋季次之（26.36%）。发病规律符合水

痘一年四季均可发生的特点，与水痘以冬春季高发

不同（表3）。

2.3 发病与接种疫苗时间间隔 258例水痘突破病

例中，接种疫苗日期至发病日期的间隔时间最短为

45天，最长为11年，平均为（4.52±2.67）年，百分位数

P25＝2.04年，P50＝4.52年，P75＝6.68年。从间隔第一

年内开始，水痘突破病例发病开始增多（表4）。

表4 2015-2019年大英县258例水痘突破病例发病时间与

接种水痘疫苗时间间隔

间隔时间/年

＜1

1~

2~

3~

4~

5~

6~

7~

8~

9~

≥10

频数

21

21

35

36

31

38

17

28

16

5

10

构成比/%

8.14

8.14

13.57

13.95

12.02

14.73

6.59

10.85

6.20

1.94

3.88

累计频数

21

42

77

113

144

182

199

227

243

248

258

累计构成比/%

8.14

16.28

29.84

43.80

55.81

70.54

77.13

87.98

94.19

96.12

100.00

3 讨论

接种水痘疫苗是目前预防水痘发病最经济也

最有效的方法。众多相关研究表明水痘疫苗具有

很好的免疫学效果，接种 1剂次后阳性率在 85%以

上，但抗体水平和保护效果随时间延长而降低［3］。

目前，北京、四川已对儿童开展常规两剂次水痘疫

苗接种工作［4-5］。

本调查结果显示，2015-2019 年大英县共报告

水痘突破病例 258例，发生率为 0.89%，高于北京丰

台区（0.8%）、南通市（0.8%）［6-7］，表明大英县未能形

成预防水痘的有效免疫屏障，提示15岁以下儿童接

种两剂次水痘疫苗工作有待提高。蓬莱镇水痘突

破病例居大英县首位，一方面由于蓬莱镇本身人口

基数就大（占全县总人口的近1/3），另一方面可能与

2015-2019年蓬莱镇发生 3起学校水痘暴发疫情有

关。发病人群以 5～10岁儿童居多，且以托幼儿童

为主（44.96%），低于丰台区（48.40%），高于宁海县

（21.73）、荔湾区（26.14）［6-8］，这可能与学校作为集体

单位，学生共同生活、学习接触水痘患者的机会较

图1 2015-2019年大英县水痘突破病例时间分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月份

0
5

10
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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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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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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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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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5-2019年大英县258例水痘突破病例人群分布

因素

性别

男

女

年龄/岁

1～

5～

10～15

职业

小学生

初中生

托幼儿童

散居儿童

病例数/例

145

113

88

141

29

94

5

116

43

疫苗接种人数

15 020

13 908

12 525

11 333

5 070

6 812

1 563

12 747

7 806

发生率/%

0.97

0.81

0.70

1.24

0.57

1.38

0.32

0.91

0.55

构成比/%

56.20

43.80

34.11

54.65

11.24

36.43

1.94

44.96

16.67

表3 2015-2019年大英县258例水痘突破病例的发病

与季节关系

发病季节

春（3、4、5月）

夏（6、7、8月）

秋（9、10、11月）

冬（12、1、2月）

频数

59

92

68

39

构成比/%

22.87

35.66

26.36

15.12

累计频数

59

151

219

258

累计构成比/%

22.87

58.53

84.8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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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有关，提示应将学生、托幼儿童作为水痘免疫接

种的重点人群。水痘突破病例多在每年夏秋季发

病，其中春季发病 59例，夏季发病 92例，秋季发病

68例，冬季发病 39例，发病规律符合水痘一年四季

均可发生的特点，与水痘以冬春季高发不同［9］，提示

夏秋季是水痘预防控制的关键季节。突破病例与

接种水痘疫苗间隔第 1年内开始发病，发病与接种

疫苗间隔时间平均约为 4年，与潘美强等［10］的统计

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2015-2019 年大英县接种水痘疫苗

2～7年后水痘突破病例发生率较高，尽管四川省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在2013年下发了《四川省水痘疫苗

使用指导意见（试行）》（川疾发〔2013〕53号），将接

种程序调整为 4 岁开始接种第 2 剂次水痘疫苗［5］。

但由于水痘疫苗在中国仍属于自愿自费的非免疫

规划疫苗，短期内提高第2剂次接种率较难。因而，

目前托幼机构、中小学校预防控制水痘疫情，应一

方面应加大推广水痘疫苗接种，提高两剂次水痘疫

苗接种率；另一方面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应严格落

实晨检、因病缺课病因追踪登记制度、预防性消毒、

通风换气和健康教育等综合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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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的病原学检测是预测流感病毒感染的重

要途径，实时荧光PCR方法检测流感病毒核酸的灵

敏性最高，对监测流感的流行毒株型别十分重要。

同时加强哨点医院流感样病例的监测，督导哨点医

院相关科室认真进行网络直报，避免错报、漏报，提

高流感样病例监测数据的准确性，严格按要求采样

及送检，规范实验室检测人员操作，这对流感的预

测及分析其流性特征有着重要科学意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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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防治】

2005-2018年通江县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实施前后
风疹流行特征

向静，赵廷明，陶小娥

通江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 通江 636700

［摘要］目的 了解通江县含风疹成分疫苗纳入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实施前后风疹疫情变化情况及流行特征。方法 通过

《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系统》导出 2005-2018年通江县风疹疫情资料，使用Excel 2016软件按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实施前

（2005-2008年）和实施后（2009-2018年）进行数据统计，采用描述流行病学分析疫情资料。率的比较使用SPSS 23.0软件

进行χ2检验，检验水准α＝0.05。结果 2005-2018年通江县风疹年均发病率为3.43/10万。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实施后年均

发病率从实施前的10.87/10万降至0.54/10万；报告发病的乡镇比例从实施前的53.06%降至40.80%，病例均为散发，且实

施前有病例报告的乡镇在实施后年均发病率降幅达20.96%～100.00%；男性年均发病率从实施前的12.08/10万降至0.54/

10万，女性从实施前的9.61/10万降至0.53/10万。规划实施前以5～14岁儿童、学生发病为主（93.15%和91.78%），共发生

5起中小学校风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实施后以0～4岁儿童、散居儿童发病为主（59.46%和48.65%）。规划实施前后均

以春季和夏初发病为主（97.26%和64.86%）。结论 通江县实施扩大国家免疫规划10年，风疹发病取得明显的控制效果，

应进一步扎实开展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和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

［关键词］扩大国家免疫规划；风疹；发病率；变化情况；流行特征

［中图分类号］R5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116（2021）01-023-06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ubella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Expanded Immunization

Program in Tongjiang County From 2005 to 2018

XIANG Jing，ZHAO Tingming，TAO Xiaoe

Tongjiang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Tongjiang 636700，Sichu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s and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ubella before

and after Rubella- containing Vaccine was included in the national expanded immunization program.

Methods The data of Rubella in Tongjiang county from 2005 to 2018 through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for Infectious Disease Report were derived，and Excel 2016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which was collected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expanded

immunization program from 2005- 2018 by descriptive epidemiology. Chi- square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rates， and the test level was α＝0.05. Results The average annual incidence rate of

Rubella in Tongjiang county was 3.43/105 from

2005 to 2018， and which was decreased from

10.87/105 to 0.54/105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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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ional expanded immunization program. The proportion of villages and towns with Rubella

cases reported were decreased from 53.06% to 40.80% and all were sporadic， and the average

annual incidence rates were decreased by 20.96%~100.00%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By gender，the

annual incidence rate of males decreased from 12.08/105 to 0.54/105， and females decreased from

9.61/105 to 0.53/105.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children and students aged 5~14 years old were the

main patients，accounting for 93.15% and 91.78%，and there were 5 cases of school Rubella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occurre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the incidence of the disease were mainly in

children aged 0~4 and scattered children， accounting for 59.46% and 48.65% . Before and after

implementation， most of the cases occurred in spring and early summer， accounting for 97.26%

and 64.86%. Conclusion The national expanded immunization program in Tongjiang county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10 years， and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carry out the national expanded immunization program and the verification of the vaccination

certificate.

Key words national expanded immunization program；rubella；incidencerate；changes；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2005 年 1 月通江县实施风疹疫情网络直报，

2008年12月含风疹成分疫苗（RCV）纳入扩大国家免

疫规划［1-2］。为了解通江县RCV纳入扩大国家免疫规

划实施前后风疹疫情变化情况及流行特征，对2005-
2018年通江县风疹疫情资料进行了整理与分析。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2005-2018年通江县风疹疫情资料

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资料来自《传染病报告信息管

理系统》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系统》；常

住人口资料来源于通江县统计局；性别及年龄别标

化人口数根据全县常住人口数和 2010年全国性别

年龄别标准人口构成［3］通过计算获得。

1.2 方法

1.2.1 资料导出及分期整理 通过《传染病报告信

息管理系统》以“发病日期”和“现住地址”按月、地

区、性别年龄和人群分类，导出2005-2018年各年度

全县风疹报告发病数/死亡数统计表，并按扩大国家

免疫规划实施前（2005-2008年）、扩大国家免疫规

划实施后（2009-2018年）共 2个时期对数据资料进

行整理。

1.2.2 风疹病例定义 风疹病例为临床诊断病例

和确诊病例，风疹病例诊断标准在扩大国家免疫规

划实施前后分别依据《风疹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4］

和《风疹诊断标准》［5］。

1.2.3 风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判定标准 1周内，

同一学校、幼儿园、自然村寨、社区等集体单位发生

10例及以上风疹病例即判定为风疹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6］。

1.2.4 年龄组划分 风疹以 15岁以下人群为主要

发病对象［7－8］，据此并参照有关文献［8］，将通江县扩

大国家免疫规划实施前后风疹疫情统计分析的年龄

组均划分为＜5岁、5～9岁、10～14岁和≥15岁组。

1.3 统计分析 使用Excel 2016软件和SPSS 23.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采用描述流行病学分析

2005-2018年通江县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实施前后风

疹疫情变化情况及流行特征。率的比较采用χ2检

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疫情概况 2005-2018年通江县报告风疹病例

329例，其中临床诊断病例320例，确诊病例9例，无

死亡病例。年发病率波动在0.00/10万～16.37/10万

间，年均发病率为 3.43/10万；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实

施前发病率总体上波动上升，规划实施后发病总体

上平稳下降（图1）。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实施前后风

疹年均发病率分别为10.87/10万和0.54/10万，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χ2＝602.15，P＜0.01）。

2.2 流行特征

2.2.1 各月分布情况 2005-2018年通江县扩大国

家免疫规划实施前每年 2月和 10月无风疹病例报

告，规划实施后每年 1 月、2 月和 12 月均无病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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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规划实施前后各年均以 3～6 月份报告发病最

多，规划实施前后3～6月份发病数分别占规划实施

前后总发病数的 97.26%（284/292）和 64.86%（24/

37）（图2）。

图1 2005-2018年通江县人群风疹发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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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5-2018年通江县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实施前后风疹发病月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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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地区分布情况 2005-2018年通江县扩大国

家免疫规划实施前49个乡镇有26个乡镇（53.06%）

报告风疹发病，而实施后仅20个乡镇（40.82%）有报

告风疹发病，年均发病率分别波动在 1.29/10 万～

263.24/10 万和 0.48/10 万～6.23/10 万；规划实施前

有 9个乡镇（34.62%）年均发病率超过全县 10.87/10

万的年均发病水平；实施前有风疹病例报告的乡镇

在实施后年均发病率有 20.96%～100.00%的下降，

其中24个乡镇（92.31%）降幅在62%以上，14个乡镇

（53.85%）降幅达100.00%（表1）。

2.2.3 性别分布情况 2005-2018年通江县扩大国

家免疫规划实施前，男、女性风疹年均发病率分

别为 12.08/10 万（166 例）和 9.61/10 万（126 例）；规

划实施后，男、女性风疹年均发病率分别为0.54/10万

（19 例）和 0.53/10 万（18 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
实施前＝3.74，P＝0.053；χ2

实施后＝0.000，P＝0.984）；

同一性别在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实施前后年均发

病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
男＝349.56，χ2

女＝

252.789，P均＜0.01）。

2.2.4 年龄分布情况 2005-2018年通江县扩大国

家免疫规划实施前后各年龄组风疹年均发病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实施前＝2 250.417，P＜0.01；实施

后采用 Fisher 确切概率法，P＜0.01）；同一年龄组

扩大免疫规划实施前后＜5岁、15～44岁组的年均

发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
＜5 岁＝2.883，P＝0.09；

χ2
15～44 岁校正＝2.159，P＝0.14）；5～9岁、10～14岁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5～9岁＝208.379，χ2

10～14岁＝443.241，

P均＜0.01）（表2）。

·· 25



寄生虫病与感染性疾病 2021年3月第19卷第1期 Parasitoses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Mar. 2021，Vol. 19，No.1

表1 2005-2018年通江县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实施前后风疹发病地区分布

地区

诺江镇

民胜镇

广纳乡

铁佛镇

沙溪乡

永安乡

铁溪镇

涪阳镇

大兴乡

火炬镇

三溪乡

东山乡

双泉乡

三合乡

春载乡

龙凤乡

芝苞乡

九层乡

松溪乡

扩大国家免疫规划

实施前

发病

例数

10

3

41

0

1

1

1

9

1

0

2

5

0

0

41

1

2

0

0

年均发病率

/10万-1

2.90

3.67

32.24

0.00

1.29

1.44

2.13

17.86

3.40

0.00

4.71

19.34

0.00

0.00

71.08

1.48

4.43

0.00

0.00

扩大国家免疫规划

实施后

发病

例数

5

1

2

2

0

0

0

3

0

1

0

4

1

1

0

2

0

1

0

年均发病率

/10万-1

0.49

0.54

0.62

0.48

0.00

0.00

0.00

2.24

0.00

0.53

0.00

6.23

1.14

0.95

0.00

1.17

0.00

1.50

0.00

实施前年

均发病率

与实施后

比较/%

－83.06

－85.21

－98.06

－100.00

－100.00

－100.00

－87.45

－100.00

－100.00

－67.80

－100.00

－20.96

－100.00

地区

澌波乡

文胜乡

板凳乡

胜利乡

毛浴乡

兴隆乡

沙坪乡

烟溪乡

朱元乡

两河口乡

空山乡

长坪乡

草池乡

新场乡

陈河乡

板桥乡

诺水河镇

合计

扩大国家免疫规划

实施前

发病

例数

1

1

0

0

2

1

2

0

24

10

1

28

79

3

15

7

0

292

年均发病率

/10万-1

4.03

2.94

0.00

0.00

3.35

1.81

10.35

0.00

144.35

25.35

3.85

65.75

263.24

4.57

29.43

10.70

0.00

10.87

扩大国家免疫规划

实施后

发病

例数

0

0

1

0

0

0

0

1

0

2

1

2

0

4

1

1

1

37

年均发病率

/10万-1

0.00

0.00

1.40

0.00

0.00

0.00

0.00

1.05

0.00

1.95

1.45

1.83

0.00

2.36

0.79

0.58

0.49

0.54

实施前年

均发病率

与实施后

比较/%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92.30

－62.24

－97.21

－100.00

－48.34

－97.32

－94.53

－95.07

表2 2015-2018年通江县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实施前后风疹发病年龄分布

年龄组/岁

＜5

5～

10～

15～44

合计

χ2值

P值

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实施前

发病例数

15

91

181

5

292

年均发病率/10万-1

9.89

63.57

119.92

0.22

10.87

2 250.41

＜0.001

构成比/%

5.14

31.16

61.99

1.71

100.00

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实施后

发病例数

22

6

5

4

37

年均发病率/10万-1

5.64

1.63

1.29

0.07

0.54

＜0.001b

构成比/%

59.46

16.22

13.51

10.81

100.00

χ2值

2.88

208.37

443.24

2.15a

602.15

P值

0.09

＜0.001

＜0.001

0.14

＜0.001

注：a为校正卡方值；b表示超过1/5的格子理论数＞1而＜5，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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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人群分类分布情况 2005-2018年通江县扩

大国家免疫规划实施前风疹发病以学生为主

（91.78%），而在规划实施后以散居儿童为主

（48.65%），其次为学生和幼托儿童（21.62% 和

18.92%）（图3）。

2.3 风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005-2018年通江县

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实施前共发生风疹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 5起 212例，发病数占该阶段风疹总发病数

的72.60%（212/292），其中2005年2起52例，2007年

2起81例，2008年1起79例，均发生在中小学校；规

划实施后无风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

图3 2005-2018年通江县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实施前后风疹发病人群分类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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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居儿童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幼托儿童

其他

幼托儿童
3.42%，10例

散居儿童
3.77%，11例

其他
1.03%，3例

学生
91.78%，268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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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0.81%，4例

学生
21.62%，8例

3 讨论

接种 RV 和 RCV 是预防控制风疹最有效的措

施［7］。2005-2018年通江县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实施

前，风疹发病总体上波动上升，年均发病水平为

10.87/10 万，高于 2004-2007 年四川省 4.02/10 万的

年均发病水平［8］，且中小学校风疹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时有发生；这可能与该阶段RV和RCV纳入二类

疫苗管理，适龄人群接种覆盖面小、还有大量免疫

空白人群关系密切有关。在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实

施后，风疹发病总体上平稳下降，年均发病率为

0.54/10万低于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实施前，10年间降

幅达95.03%且无风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提示

将RCV纳入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实施后风疹发病已

经取得了极为明显的控制效果。但是，2005-2018

年通江县风疹年均发病率为 3.43/10 万，略高于

2004-2014年四川省 3.28/10万的年均发病水平［8］，

暴露出风疹防控存在不容忽视的薄弱环节，只能加

强不能削弱。

分析此次研究结果提示，2005-2018 年通江县

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实施前后风疹疫情呈现以下流

行特征：①从月分布情况看，每年均以春季和夏初

发病占比最多（97.26%和 64.86%）。②从地区分布

情况看，规划实施前有 53.06%的乡镇报告风疹发

病，其中 34.62%的乡镇年均发病率超过全县 10.87/

10万的较高强度年均发病水平；而在规划实施后全

县仅有40.82%的乡镇报告散在发病，年均发病率波

动在0.48/10万～6.23/10万，且实施前有病例报告的

全部乡镇在实施后年均发病率均有下降，降幅超过

62.00%的乡镇比例达 92.31%，降幅为 100.00%的乡

镇比例达53.85%。尽管如此，仍暴露出即便在扩大

国家免疫规划实施后依然有 40.82%的乡镇存在适

龄儿童未种或未全程接种RCV的问题，其中 14个

乡镇（70.00%）是预防接种基础薄弱的偏远乡镇，6

个乡镇（30.00%）是流动儿童较多、管理难度相对较

大的人口稠密乡镇。③从性别分布情况看，规划实

施前后男、女性年均发病率均无明显差异，可能与

男、女性人群对风疹的易感程度及感染机会相当有

关。但实施后同一性别风疹年均发病率显著低于

实施前，男、女性降幅分别达95.53%和94.48%，提示

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实施后男、女性人群风疹控制效

果明显。④从年龄分布情况看，规划实施前年均发

病率以10～14岁组最高（119.92/10万），病例构成比

在15岁以下人群随年龄增大而上升；规划实施后以

0～4岁儿童最高为5.64/10万，病例构成比随年增大

·· 27



寄生虫病与感染性疾病 2021年3月第19卷第1期 Parasitoses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Mar. 2021，Vol. 19，No.1

而下降，且除 0～4 岁和 15～44 岁组外，5～9 岁和

10～14岁组年均发病率与实施前相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年均发病率分别下降了 97.44%

和 98.92% ，病例构成比分别下降了 47.95% 和

78.21%。以上年龄分布特点提示随着扩大国家免

疫规划的深入实施，已扭转了规划实施前以5～9岁

和10～14岁儿童发病为主的情况，提示今后需要把

0～4岁儿童纳入风疹防控的重点人群，但 5～14岁

儿童处在易于发生风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托幼

机构及学校，仍然是今后风疹防控的重点人群。⑤
从人群分类分布情况看，规划实施前以学生发病为

主（91.78%）；而实施后以散居儿童发病为主

（48.65%），其次是学生、幼托儿童（21.62%，18.92%），

提示今后要把散居儿童、学生和幼托儿童纳入风疹

防控的重点人群。

有研究［7，9-11］表明，风疹的传染源是风疹患者，虽

然临床症状轻微但出疹前后传染性极强，且经空气

飞沫传播的途径易于实现，常在人群集中的学校及

托幼机构发生风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影响正常

的教学秩序，如孕妇感染风疹病毒则可引起死胎、

流产或造成胎儿畸形等先天性风疹综合征（CRS）而

给家庭、社会带来较为沉重的经济负担。本研究和

有关资料［7，9-11］均证实，RCV纳入扩大国家免疫规划

实施已经使风疹疫情特别是风疹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得到了有效控制。然而就通江县而言，仍有超过

40%的乡镇报告 0～14 岁儿童风疹发病，尽管均系

散发，但也暴露出RCV免疫空白人群和未全程接种

人群一些地区还客观存在，不容忽视。据文献报道，

针对免疫空白人群、未全程接种人群实施RCV接种

是预防和控制风疹疫情的重要手段，只要对适龄儿

童实施RCV预防接种且接种率足够高，风疹传播将

会明显下降或被阻断，亦可消除孕妇因风疹暴露所

致的 CRS［7，9-10，12］。因此，今后应继续加大 8 月龄和

18～24月龄RCV常规接种力度，积极主动配合各托

幼机构及学校把预防接种证查验和漏种疫苗补种

这一有效提升入托入学儿童接种率水平的措施［13］

落到实处，同时应针对预防接种基础薄弱的边远乡

镇和流动儿童较多的人口稠密乡镇定期开展散居

儿童和流动儿童RCV查漏补种，以全面提高适龄儿

童RCV接种率，最大限度消除免疫空白人群，早日

实现消除风疹和CRS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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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防治】

2015-2019年绵阳市涪城区手足口病流行特征分析

李 洁

绵阳市涪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 绵阳 621000

［摘要］目的 了解2015-2019年绵阳市涪城区手足口病流行及病原特征，为手足口病防治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

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结合实验室RT-PCR检测结果，对2015-2019年绵阳市涪城区手足口病疫情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率

的比较采用χ2检验。结果 2015-2019年共报告手足口病病例 6 702例，实验室诊断 2 706例，无暴发疫情和死亡病例报

告，重症14例，报告发病率为242.98/10万，重症率0.21%，不同年度发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31.46，P＜0.001）。时间

分布以4-7月为主，发病3 119例（46.54%），10-12月次之，发病2 120例（31.63%）；1～4岁发病5 581例（占83.27%），发病

率为5 670.65/10万，不同年龄组发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47 426.94，P＜0.001）；散居儿童发病3 994例（59.59%），幼

托儿童发病2 448例（36.53%）。男性发病3 954例（59.00%），发病率为287.09/10万，女性发病2 748例（41.00%），发病率为

198.99/10万，男性发病率高于女性（χ2＝220.80，P＜0.001）；城区发病4 504例，发病率为223.38/10万，乡村发病2 198例，发

病率为296.26/10万，乡镇发病率高于城区（χ2＝110.84，P＜0.001）。结论 绵阳市涪城区手足口病发病年龄以5岁以下为

主，散居儿童发病明显多于托幼儿童，男童发病率高于女童，建议涪城区继续加强手足口病的预防与控制工作，重视手足

口病疫苗的接种。

［关键词］肠道病毒；手足口病；发病率；流行特征

［中图分类号］R5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116（2021）01-029-05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and-Foot-Mouth Disease

in Fucheng District of Mianyang City From 2015 to 2019

LI Jie

Fucheng District of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Mianyang 621000，
Sichu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and- foot- mouth disease

（HFMD） in Fucheng District，Mianyang City from 2015 to 2019 so as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HFMD. Methods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on the data

of hand-foot-mouth disease in Fucheng District，Mianyang City from 2011 to 2018. The rates was

compared by using chi- square tests. Results Totally， there were 6 702 cases of HFMD reported

from 2015 to 2019， and 2 706 cases were diagnosed in the laboratory. No outbreaks and death

cases were reported. There were 14 cases severely ill. The reported incidence rate was 242.98/105，

and the severe ill rate was 0.21%.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incidence rates

of HFMD in different years （χ2＝531.46，P＜0.001） . Most cases were reported during April and

July， with 3 119 cases （46.54% ） onset，

followed by October to December，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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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0 cases （31.63%） onset. 5 581 cases （83.27%） aged from 1 to 4 years，with incidence rate of

5670.65/105. The incidence rates of HFMD among different age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χ2＝147426.94， P＜0.001） . There were 3 994 cases （59.59%） of scattered children and 2 448

cases （36.53%） of children in kindergartens. There were 3 954 male cases （59.00%），with the

incidence rate of 287.09/105，and the 2 748 cases （41.00%） were females，with the incidence rate

of 198.99/105. The incidence rate of HFMD in men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women （χ2＝220.80，

P＜0.001） . 4 504 cases were reported in urban areas，with an incidence rate of 223.38/105，and 2

198 cases were reported in rural areas，with an incidence rate of 296.26/105. The incidence rate in

townships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urban areas （χ2＝110.84，P＜0.001） . Conclusion Most HFMD

cases were under 5 years old in Fucheng District of Mianyang city. The incidence rate of HFMD in

scattered children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hildren in kindergartens. The incidence rate of HFMD in

boys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girl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HFMD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s

well as the vaccination of HFMD.

Key words enterovirus；hand-foot-mouth disease（HFMD）；incidence；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手足口病（Hand- foot-mouth Disease，HFMD）

是由肠道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丙类传染病，呈世界

广泛流行，以柯萨奇A组16型（CoxA16）、肠病毒71

型（EV 71）最为常见［1］。手足口病传染性强，传播途

经复杂，流行强度大，传播快，在短时间内可以造成大

流行。本研究对2015-2019年绵阳市涪城区手足口

病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进行分析，为今后手足口病防

治措施与策略提供科学依据，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2015-2019年手足口病发病数据来

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系统》传染病网络直报系

统（2015-01-01/2019-12-31报告的手足口病病例，

现住址为涪城区的病例）；病例资料来自个案调

查。人口资料来源于区统计局。

1.2 病例诊断标准 临床诊断病例、实验室诊断病

例和重症病例的确定依据卫生部《手足口病预防控

制指南（2009版）》的诊断标准［1］。结合临床症状及

实验室检查结果做出判定。把病例分为临床诊断

病例、实验室诊断病例和重症病例。

1.3 实验室检测

1.3.1 标本采集 根据卫生部《手足口病预防控制

指南（2009版）》［1］的要求，本着知情同意原则，采集

病例标本。用病毒采样管采集患者咽拭子标本、用

无菌肛拭子采集患者肛拭子、用无菌管采集患者血

清标本、用无菌采集盒采集患者粪便标本。

1.3.2 病毒核酸检测 按照《手足口病实验室手册

（2010 年第 4 版）》［2］ 中实验室检测标准操作规程

（SOP）处理标本，使用PCR仪（赛默飞ABI Q5），用

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T-PCR法试剂盒（上海伯

杰）按照内附说明书检测病毒核酸。

1.4 统计分析 对资料进行流行病学三间分布描

述分析。采用SPSS 18.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不同组间率的差异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发病情况 2015-2019 年共报告手足口病

6 702例，无死亡病例，重症病例14例（2015年8例，

2016年 6例）。年均报告发病率为 242.98/10万，重

症率为 0.21%，不同年度报告发病率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χ2＝531.46，P＜0.001）（图1）。在6 702例病例

中，临床诊断病例 3 996 例（59.62%）；实验室诊断

2 706例（40.38%），其中EV 71病例168例、CoxA 16

病例606例、其他肠病毒感染病例1 932例。

图1 2015-2019年绵阳市涪城区手足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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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流行病学特征

2.2.1 城乡发病情况 在 6 702 例病例中，乡镇发

病2 198例（32.80%），发病率为296.26/10万；城区发

病 4 504例（67.20%），发病率为 223.38/10万。乡镇

发病率是城区发病率的1.33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18.84，P＜0.001）（图2）。

2.2.2 时间分布 在 6 702 例病例中，呈现两个发

病高峰，即 4-7 月发病 3 119 例（46.54%），10-12 月

发病2 120例（31.63%）（图3）。

图3 2015-2019年绵阳市涪城区手足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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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人群分布

2.2.3.1 性别分布 在6 702例手足口病病例中，男

性报告发病 3 954 例（59%），报告发病率为 287.09/

10万；女性报告发病 2748例（41%），报告发病率为

198.99/10万。男性报告发病率高于女性，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2＝220.80，P＜0.001）。

2.2.3.2 年龄分布 在6 702例手足口病病例中，年

龄最大45岁，最小3个月。报告发病以5岁儿童以下

为主，报告发病6 138例（91.58%），其中1～4岁发病

5 581例（83.27%），发病率最高（5670.65/10万）。不同

年龄组发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47 426.94，

P＜0.001）。

2.2.3.3 职业分布 散居儿童报告发病 3 994 例

（59.59%）；幼托儿童报告发病2 448例（36.53%）；学

生报告发病 227 例（3.39%）；其他报告发病 33 例

（0.49%）。发病人群以散居儿童为主，托幼儿童次

之（表1）。

表1 2015-2019年绵阳市涪城区手足口病职业分布

病例数

构成比/%

散居儿童

3 994

59.59

托幼儿童

2 448

36.53

学生

227

3.39

其它

33

0.49

合计

6 702

100.00

2.3 病原学特征 采集 2 706 例手足口病病例标

本，送绵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实验室进行核

酸检测。其中EV 71病例168例（6.21%），CoxA 16

病例 606 例（22.39%），其他肠病毒感染 1 932 例

（71.40%）（表2）。

2.4 临床表现 在 6 702例病人中，重症病例 14例

（2015 年 8 例，2016 年 6 例），无死亡病例。其中发

热者 5 716 例（85.29%），最高体温＞39 ℃者 2 245

图2 2015-2019年绵阳市涪城区手足口病报告病例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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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3.50%）；均有口腔溃疡性疱疹/或皮疹，以疱

疹、丘疹为主，不易破溃，不痛不痒，消退后不脱

屑、无色素沉着，臀部皮疹 3 058例（45.63%），手部

皮 疹 5 710 例（85.20%），口 腔 黏 膜 疹 4 068 例

（60.70%），足部皮疹 5 160 例（76.99%）。所有病例

均痊愈，无后遗症。

表2 2015-2019年绵阳市涪城区手足口病病原检测结果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合计

实验室检测结果

EV 71

46（27.38）

40（23.81）

81（48.21）

0（0.00）

1（0.60）

168（100.00）

CoxA 16

41（6.77）

348（57.43）

65（10.72）

52（8.58）

100（16.50）

606（100.00）

其他肠道病毒

140（7.25）

258（13.35）

325（16.82）

390（20.19）

819（42.39）

1 932（100.00）

合计

227（8.39）

646（23.87）

471（17.41）

442（16.33）

920（34.00）

2 706（100.00）

注：括号内为构成比/%。

3 讨论

手足口病是由肠道病毒感染引起的法定丙类

传染病，多发于6岁以下儿童［3-4］，该病传染性强，传

播途经广、传播快流行强度大，在短时间内即可造

成流行［5-6］。手足口病主要是由柯萨奇病毒A组 16

型（CoxA 16）病毒引起，也可由柯萨奇A5、A6、B3，

肠病毒引起发病［7］。而EV71型肠病毒则较凶险，除

了引起HFMD以外，更易导致严重的并发症，如脑

干脑炎、无菌性脑膜炎或急性呼吸道感染等，极个

别儿童病情发展较快，极容易导致死亡［8］。手足口

病临床上以发热及口腔、手、足等部位出现溃疡、皮

疹、泡疹等临床表现为主要特征，可并发无菌性脑

膜炎脑水肿、心肌炎、肺水肿、循环衰竭等并发症，

若发生重症/危重病例，可导致死亡事件的发生［9-10］。

此次研究人群报告发病年龄以 5 岁以下为主

（91.58%），就发病年龄而言，趋向低年龄组儿童，需

引起重视［11］。散居儿童发病（53.19%），发病明显多

于托幼儿童（40.37%）。男性发病率高于女性，可能

与男性活动范围大，感染机会多等因素有关。说明

应加强散居儿童健康知识的宣传教育和手足口病

疫苗的接种等工作［12-13］。乡镇发病率高于城区（P＜

0.001）。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与流动儿童随父

母居住于城乡结合部增多，儿童家长对手足口病重视

程度和卫生知识等因素有关，与文献报道一致［14-15］。

涪城区手足口病全年各月都有发病，4-7月和10-12

月发病较多，形成2个发病高峰，占全年发病总数的

75.16%。应提前加强手足口病的防控工作［16］。

手足口病疫苗于2016年上市，并开始对易感人

群接种，手足口病疫苗主要针对的EV 71病毒感染

有效，从这几年实验室检测结果看，由EV 71病毒

感染发生的手足口病病例明显减少，提示接种手足

口病疫苗预防由EV 71病毒感染是有效的，应加强

EV 71疫苗的接种工作。

手足口病虽然是丙类传染病，但因传染性强，

此病已经有疫苗预防［17-18］。疫苗相应的毒株检测较

低，说明接种 EV 71 疫苗预防手足口病是有意义

的。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经济、最有效的、最

简便的方法［19］。应加强手足口病疫苗的预防接种

工作；加强对托幼机构等重点场所和人群的疫情的

监测和管理。应呼吁大众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

惯，勤洗手，流行期减少到公共场所等人群密集地

方去活动；加强手足口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和病源学

监测；向人民群众宣传“勤洗手、喝开水、吃熟食、勤

通风、晒衣被”，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

群众的防病意识，自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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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某职业技术学校1起诺如病毒聚集性疫情调查分析

廖婵，曹应琼，高建美

成都市郫都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都 611730

［摘要］目的 通过调查成都市郫都区某职业技术学校发生的1起诺如病毒感染性疫情，了解事件发生特征，探讨事件发

生原因，为该类疫情防控提出可行的措施。方法 通过开展个案调查、现场卫生学调查、样品采集和实验室检测，分析

2019-11成都市郫都区某职业技术学校群体性腹泻事件发生的流行病学特征以及实验室检测结果。结果 该起疫情共有

19例病例，为该校百工技师学院学生，主要症状为腹泻（78.95%）和呕吐（52.63%），罹患率为2.81%。诺如病毒样品检出6

份（4名学生和2名食堂工作人员），检出率35.29%，基因型别为GⅠ型。结论 该职业技术学校发生的群体性腹泻是由诺

如病毒感染所引起的，感染源可能是该校食堂工作人员中的隐性感染者，通过传递食物及餐具传播引起学生发病。

［关键词］诺如病毒；聚集性疫情；学校；调查分析

［中图分类号］R5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116（2021）01-033-05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A Norovirus Clustering Epidemic

in A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School in Chengdu

LIAO Chan，CAO Yingqiong，GAO Jianmei

Pidu District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hengdu 611730，Sichu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 clustered epidemic of norovirus infectious diarrhea in a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school in Pidu District， Chengdu， and analyze the causes and epide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pidemic， so as to provide basi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epidemic in the future. Methods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 clustering diarrhea epidemic in

a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school were analyzed through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sample

collection and laboratory testing. Results There were 19 cases in this clustering epidemic. All cases

were students in Baigong technician Engineering College. Main clinical symptoms were diarrhea

（78.95%） and vomiting （52.63%）， the incidence rate was 2.81% （19/675） . All cases were mild

patients. After taking drugs， they all recovered. A total of 17 samples were collected. 6 samples

were norovirus positive （GI type）， including 4 students and 2 canteen staff. Conclusion This

diarrhea epidemic in this vocational school is caused by norovirus infection. This case might be

caused by asymptomatic canteen staff in the school， transmitted by passing food and tableware to

students.

Key words norovirus；clustering outbreak；school；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 33



寄生虫病与感染性疾病 2021年3月第19卷第1期 Parasitoses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Mar. 2021，Vol. 19，No.1

2013年以来，我国其他感染性腹泻病暴发疫情

大多以诺如病毒感染所致，尤其是2014年冬季，诺如

病毒感染暴发疫情大幅度增加，高于历年的水平［1］。

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已在我国普遍存在，感染对象

大多为学龄期儿童和成人，在报告的急性胃肠炎暴

发和聚集性疫情中，大多数是因诺如病毒感染所引

起［2-4］。2019-11，成都市郫都区某职业技术学校发

生 1起群体性腹泻事件，郫都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以下简称“疾控中心”）前往该学校和医院调查处

置。通过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微生物实验室核酸

和常规细菌学检测，结合病例的临床症状，确定此

起疫情为诺如病毒感染引起的聚集性疫情。根据

对该起疫情的现场调查与处置，分析事件发生的原

因，总结经验从而为今后辖区诺如病毒感染疫情防

控处置提供可参考的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9年11月成都市郫都区发生诺如病

毒感染性腹泻聚集性疫情的某职业技术学校师生

及工作人员。

1.2 方法

1.2.1 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1.2.1.1 病例定义 ①疑似病例：2019-11-26/28，

该职业技术学校出现急性胃肠炎症状（腹泻 1～2

次/24 h，且大便性状呈水样便）或（和）呕吐（1次/24

h）的病例。②临床诊断病例：2019-11-26/28，该职

业技术学校（唐元校区）出现急性胃肠炎症状（≥3

次/24 h，且大便性状呈水样便）或（和）呕吐（≥2次/

24 h）的病例。③实验室诊断病例：疑似或临床诊断

病例中，粪便、肛拭子或呕吐物标本经实验室检测

诺如病毒核酸阳性者［1］。

1.2.1.2 病例搜索 调查人员通过查看学校学生晨

检和因病缺勤登记本，筛查具有类似胃肠炎症状的

学生，并对其逐一询问；查看学校教职工和食堂工

作人员考勤登记，了解缺勤人员身体情况，查找具

有胃肠炎相关症状的人员，并进行逐一询问。

1.2.1.3 个案调查 区疾控中心调查员对搜索出来

的师生和工作人员逐一进行个案调查，使用统一的

调查表，内容包括病例的基本情况、临床表现、就诊

过程、发病前三日的进食情况、临床检查结果、有无

与相似症状人员接触等流行病学史。

1.2.1.4 现场卫生学调查 对学校内食堂进行卫生

学调查，包括环境卫生条件、从业人员健康状况、原

料采购、食品制作工艺、消毒情况、饮用水情况等内

容。

1.2.2 样品的采集和实验室检测 样品及实验室

检测均按照《诺如病毒感染暴发调查和预防控制技

术指南（2015版）》［1］的要求执行。本次对金黄色葡

萄球菌、副溶血弧菌、志贺菌和沙门菌及其他常见

肠道致病菌进行常规培养，采用荧光RT-PCR法对

诺如病毒核酸进行检测来查找病因。

1.3 统计分析 采用Excel 2019软件录入、整理资

料，SPSS 17.0软件分析数据进行，χ2检验，具体分析

方法依据数据类型决定，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该校共有13个专业，34个班，1 600

余名学生，均为住校生。共有教职工102人，其中老

师64名，职工20名，食堂工作人员18名。该校没有

设置医务室，而由 1位幼师专业老师担任该校的保

健老师。

2.2 发病情况 此次疫情共发现28名急性胃肠炎

表现的病例，均为该校百工技师学院学生，共有675

名学生。按照病例定义要求，28名学生中有疑似病

例 9名，临床诊断病例 19名，实验室诊断病例 4名。

经区疾控中心调查，该校区教职工和其他学院学生

中未发现出现类似症状病例，确定该起疫情病例为

19例。

2.3 流行病学特征

2.3.1 时间分布 26日 01∶00首发病例发病，之后

病例陆续出现，于11月27日18∶00-23∶00发病达到

高峰，期间发病 5人，随后发病人数减少，末例病例

图1 2019年成都市郫都区某职业技术学校1起诺如病毒

聚集性疫情病例发病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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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时间在28日07∶00（图1）。

2.3.2 人群分布 19 例病例均为百工技师学院学

生，年龄为 15～19岁，平均年龄为 16.89岁；总罹患

率为 2.81%（19/675），其中男生和女生的罹患率分

别为 3.16%（13/412）、2.28%（6/263）（χ2＝0.448，P＞

0.05）。该学院共有3个年级，分为19级、18级和17

级，罹患率分别为 3.11%（7/225），4.00%（9/225）和

1.32%（3/225）（χ2＝3.033，P＞0.05）（表1）。

表1 2019年成都市郫都区某职业技术学校1起诺如病毒

聚集性疫情罹患率比较

类别

性别

男

女

年级

17级

18级

19级

学生数/人

412

263

225

225

225

病例数/人

13

6

3

9

7

罹患率/%

3.16

2.28

1.32

4.00

3.11

χ2值

0.448

3.033

P值

0.503

0.220

2.3.3 空间分布

2.3.3.1 班级分布 病例均来源于百工技师学院的

13个班，其中18级建筑班、19级学前2班报告病例3

例，18级机电1班2例，剩余病例散发10个班。

2.3.3.2 寝室分布 该校寝室设置均为 8 人间房，

2-209寝室报告病例3例，2-306寝室2例，其余病例

分布在其余14个寝室。

2.4 临床表现与首发病例 19例病例主要的临床

症 状 为 腹 泻（78.95%）、恶 心（52.63%）和 呕 吐

（52.63%）（表 2）。所有患者均到医院就诊，血常规

检测结果未见明显异常，临床诊断为“急性胃肠

炎”，有4名病例住院治疗，其余病例均在门诊治疗，

经治疗后19名患者均已痊愈。首发病例为19级学

前4班学生，邹某，女，15岁，于26日1时开始出现腹

痛、呕吐症状（3次/24 h），无腹泻。该学生自述感觉

身体不适后，随即到卫生间呕吐，事发时间为凌晨，

同寝室人员均在熟睡，故由该学生独自清理呕吐

物，同寝室人员未接触其呕吐物。

2.5 卫生学调查

2.5.1 用餐调查情况 该职业技术学校为教职工

和学生提供 3餐，百工技师学院学生与其他教职工

和自费学生就餐时间错开，每日食物与其他就餐人

员不一致。百工技师学院学生每日午餐和晚餐均

为4种菜品，就餐地点统一在食堂，打餐窗口为固定

窗口（其他就餐人员打餐窗口分开），打餐人员为固

定的3名帮厨，打餐过程中会与其短暂接触交谈，打

餐人员未佩戴口罩和手套。使用食堂提供的经含

氯泡腾片（三氯异氰尿酸）消毒后的餐具。早餐学

生可以自行选择在寝室内食用自备的食物。

表2 2019年成都市郫都区某职业技术学校1起诺如病毒

聚集性疫情病例临床表现

临床表现

腹泻

腹痛

恶心

呕吐

发热

头痛

病例数（n＝19）

15

9

10

10

3

4

比例/%

78.95

47.37

52.63

52.63

15.79

21.05

2.5.2 食品加工调查情况 该校食堂主要为学生

及其教职工提供热菜，少量凉拌菜品。食堂所用原

料（肉制品、蔬菜和调味品等）均由统一的供应商供

给，记录完善，供应商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食堂

菜品由18名工作人员分工进行制备，其中3名帮厨

清洗，5名帮厨切菜并将切好的菜放到桌上备炒，2

名帮厨切肉制品，6名厨师专职制备热菜，2名厨师

制备凉拌菜。厨师将热菜炒好之后装入清洁后的

盆中，由其他帮厨将菜品放在打餐窗口，制备好的

凉菜直接由厨师装盘后放至打餐窗口。调查现场

发现，食堂工作人员在制备食品的过程中，大多人

员未戴手套、帽子和口罩，操作间水池旁未配备洗

手液、肥皂等清洁用品，切菜帮厨在接触餐具或食

物后未清洗双手直接传递制备好的菜品。厨师也

仅在炒菜前和结束后，用清水冲洗双手，在接触装

过生食的餐具后未见清洗双手。食品加工过程中

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2.5.3 饮用水调查情况 该职业技术学院使用的

是自备水源，井深 60 m，井周有防护，除管理人员

外，其他人员不能进入水泵房。饮用水消毒剂为水

王子（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现场设备运行未见异

常，没有水质消毒记录。最近 1次生活饮用水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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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19-04-02，经郫都区疾控中心检测结果为合

格。该学院内设有开水房供学生使用，百工技师学

院学生自述没有饮用生水，一般是将开水凉透后，

再与热水混合饮用。

2.5.4 食堂环境卫生调查情况 该职业技术学校

设有1个食堂，共有19名工作人员，其中有1名为兼

职食堂管理人员。19名工作人员均持有有效期内

的健康证，自述最近3天内身体无异常，没有发热和

胃肠道症状。食堂内卫生条件一般，厨房内有三防

设施，但较为简陋；使用的餐具均使用配置后的含

氯泡腾片（三氯异氰尿酸）消毒水浸泡处理，但未做

消毒记录；现场发现储藏间的其中 1个冰柜存在生

熟食混放的情况。现场询问中发现食堂工作人员

对泡腾片配制消毒液的浓度和用品用具的浸泡时

间不清楚、卫生意识不强，食堂管理人员对工作人

员晨检不到位且记录不全，日常监管不到位，仅通

过人员缺勤情况来填写食堂工作人员的晨检记录

表，未咨询员工是否出现传染病相关症状。该校在

食堂管理上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2.6 实验室检测 本次采集 8名学生样品（1份大

便、7份肛拭）和6名食堂工作人员肛拭样品；食堂厨

房菜板、菜盘涂抹样标本各 1份，菜品样本 1份，共

计17份样品。检测结果显示，有6份样品诺如病毒

核酸检出阳性，其中 1份学生大便、3份学生肛拭和

2份食堂工作人员（帮厨）肛拭，均为GⅠ型。17份

样品常见致病菌检测均为阴性。

3 讨论

诺如病毒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和快速的传播力，

是全球急性胃肠炎的散发和暴发疫情的主要致病原
［1］，容易在托幼机构、中小学学校、大中专院校和养老

机构等人群较为集中的场所流行。引起的疫情往往

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北半球通常出现在冬季［2］，我国

成都市郫都区处于北半球，此事件发生在11月底，正

处在诺如病毒感染性疫情的高发期。诺如病毒感染

引起的腹泻是一种自限性疾病，病程较短，通常为

2～3 d，与身体免疫力有关，免疫力越好病程越短。

此起疫情病例年龄在15～19岁，免疫力较好，集中在

1 d左右发病，症状持续约1 d后痊愈，无重症病例。

2019 年成都市郫都区某职业技术学校该起聚

集性疫情流行病学特征为：①所有病例都是该校百

工技师学院学生，发病时间在一个潜伏期内，流行

曲线呈单峰型，经最长潜伏期后未见新发病例。②
主要的临床症状是腹泻和呕吐，病情轻，服用药物

后病愈。③所有病例有共同的就餐史，同一就餐食

堂与其就餐时间错开和食用不同的食物的人员未

发病。④病例和食堂工作人员肛拭/大便中检出诺

如病毒阳性，且为同一基因型别（GⅠ型）。⑤该校

师生均使用同一水源，由同一开水房供水给师生使

用。由此排除经水和食物传播的可能性，结合该校

食堂卫生条件较差，食堂工作人员中存在隐性感染

者，管理上也存在食品安全隐患，可认为本起疫情

是食堂内诺如病毒感染引起的聚集性疫情，感染源

可能为食堂工作人员中隐性感染者，在打餐过程中

通过传递食物及餐具传播引起学生发病。

我国诺如病毒感染已广泛流行，其引起的急性

胃肠炎疫情的感染途径多样，在饮用水源、食源性

感染和人际接触等传染途径均有体现［2］，特别是餐

饮从业人员感染诺如病毒，往往会导致较大规模疫

情的发生［5-8］。研究发现，成都市餐饮从业人员诺如

病毒阳性检出率较高［9］，此起事件中有 2名自述身

体健康的食堂工作人员检出诺如病毒阳性，检出率

为 11.11%。在调查中发现，该校食堂卫生条件较

差，食堂工作人员卫生意识不强，在为学生打餐时，

未戴手套和口罩。诺如病毒感染所需的病毒量很

低，≥18个病毒颗粒即可感染人［10］，隐性感染者极易

通过污染餐具、食物和与学生的直接接触等途径传

播诺如病毒，导致学生群体性发病。

诺如病毒引起的感染性腹泻，在郫都区内时有

发生，产生的疾病负担较重，故在今后辖区诺如病

毒防控需要注意：①加强餐饮工作人员，尤其是托

幼机构、中小学学校、大中专院校和养老机构等人

群密集场所食堂工作人员的健康筛查。因餐饮从

业人员健康体检未开展诺如病毒检测，而该人群诺

如病毒隐性感染者较多，故从业员工一旦出现胃肠

道症状，须要暂时离开作业岗位。②加大餐饮从业

人员培训，提高卫生意识，勤洗手，在接触食品时需

要佩戴清洁的手套和口罩。③机构在诺如病毒疫

情发生后，除了要及时上报外还要最好消毒工作，

及时清理患者的排泄物。诺如病毒可通过气溶胶

传播，在消毒的同时，需要做好个人防护，避免感

染。④病例要隔离一段时间，机构需要安排好独立

房间供其居住。通常病例症状消失后就可解除隔

离，但是有些病例在症状完全消失后仍然可以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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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毒一段时间［11］。为了避免在机构内发生二次传

播，疾控中心可对症状已消失的病例进行持续检

测，明确病例需在诺如病毒检测阴性后才可解除隔

离。⑤在疫情发生期间，需要关注有无新发病例，

同时对重点人群开展监测，及时发现隐性感染者，

做好人员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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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市一起农村聚餐引起的沙门氏菌
食物中毒事件调查分析

王世萍

西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 西昌 615000

［摘要］目的 通过对一起农村聚餐引起的沙门氏菌病暴发事件进行调查分析，为采取防控措施、杜绝类似事件发生提供

依据。方法 2019-05-20西昌市某村发生一起农村聚餐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对事件进行详细的流行病学调查、现场卫

生学调查，并采集剩余食品9份、调味品8份、碗、盘子、筷子各2份及患者肛拭子5份进行致病菌指标、理化指标检测，对调

查数据和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此次事件共搜索到28例病例，均有一次共同聚餐史，在剩余食品、调味品、餐具及患

者肛拭子中检测出沙门氏菌E群、伦敦沙门氏菌2种沙门氏菌。结论 此次事件是一起同时由2种沙门菌污染食物引起

的感染性腹泻，提示有关部门要加强对食源性疾病的监测和对农村家宴的管理等工作。

［关键词］沙门菌；食源性疾病；调查分析

［中图分类号］R51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116（2021）01-038-04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A Salmonella Food Poisoning

Incident Caused by A Rural Dinner in Xichang City

WANG Shiping

Xichang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Xichang 615000，Sichu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an outbreak of salmonellosis caused by a rural

dinner party so as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taking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and eliminating

similar incidents. Methods A food poisoning incident occurred in a village of Xichang City on May

20，2019. Detailed epidemiological and on-site hygiene investigation were conducted. Nine pieces of

surplus food，8 pieces of condiments，2 pieces of bowls，plates，chopsticks and 5 samples of anal

swabs were collected for pathogenic bacteria and physical and chemical indicators detection. The

survey data and detection results were analyzed. Results A total of 28 cases were found in this

incident， and all cases had a history of dining together. Salmonella Group E and Salmonella

London were detected in surplus food， condiments， tableware and anal swabs of patients.

Conclusion The incident was an infectious diarrhea caused by two kinds of Salmonella. R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strengthen the monitoring of foodborne diseases and the management of rural

family banquets.

Key words salmonella；foodborne diseases；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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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21 T 15∶08，西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接到“西昌市某村有 20 余名疑似食源性疾病病

例，患者有共同聚餐史”报告，为明确诊断、查明致

病原因，采取有效防控措施，西昌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立即前往调查，现将调查结果总结分析如下，

为食源性疾病诊断与处置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9-05-20在西昌市某村村民王某家

聚餐相关人员。

1.2 方法

1.2.1 病例定义 5月20日在西昌市某村村民王某

家就餐，并在餐后72 h内出现发热≥38 ℃）、腹泻、腹

痛、恶心、呕吐等任何一项症状者。

1.2.2 流行病学调查 对凉山州第一人民医院、西

昌市人民医院及周边医疗机构的腹泻门诊日志、食

源性疾病监测网络进行病例搜索，搜索到的病例采

用《食物中毒事故个案调查表》开展流行病学个案

调查；对食物制作现场开展卫生学调查和食物加工

情况调查，主要查看现场卫生状况、厨师基本情况、

食材采买和制作加工情况等。

1.2.3 实验室检测

1.2.3.1 沙门氏菌感染情况 采集剩余食品、调味

品和患者肛拭子，按GB4789.4-2016《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食品微生物学检验沙门氏菌检验》的方法。用

于检测的培养基和检测试剂盒来自青岛海博；采集

暴露餐次使用的餐具样本，按GB14934-2016《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消毒餐（饮）》附录A发酵法，使用青

岛海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培养基和检测试剂盒

进行检测。

1.2.3.2 志贺氏菌感染情况 采集剩余食品、调味

品和患者肛拭子，按GB4789.5-2012《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规范的方法，使用青岛海博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的培养基和检测试剂盒进行检测。

1.2.3.3 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情况 采集剩余食

品、调味品，按 GB4789.10-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规范的方法，使用青岛海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的培养基和检测试剂盒进行检测。

1.2.3.4 副溶血性弧菌感染情况 采集剩余食品、

调味品，按GB4789.7-201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

范的方法，使用青岛海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培养

基和检测试剂盒进行检测。

1.2.3.5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感染情况 采集

剩余食品、调味品，按GB4789.30-2016《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规范的方法，使用青岛海博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的培养基和检测试剂盒进行检测。

1.2.3.6 大肠菌群感染情况 采集暴露餐次使用的

餐具样本，按GB1493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消

毒餐（饮）》附录A发酵法，使用青岛海博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的培养基和检测试剂盒进行检测。

1.2.3.7 毒鼠强污染情况 采集剩余食品、调味品，

按《常见环境毒物的急性中毒与快速检验》中的毛

细管柱气相色谱法，使用GC2010-Plus气相色谱仪

FPD检测器、北京中卫食品卫生科技公司生产的毒

鼠强标准溶液进行检测。

1.2.3.8 亚硝酸盐污染情况 采集剩余食品、调味

品，按 GB5009.33-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

中亚硝酸盐与硝酸盐的测定中的定性法，使用天

津市登科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的固体试剂进行检

测。

1.2.3.9 有机磷农药残留情况 采集剩余食品、调

味品，对有机磷农药（敌敌畏、甲胺磷、甲拌磷、氧化

乐果、二嗪磷、乐果、甲基对硫磷、马拉硫磷、对硫

磷、水胺硫磷、喹硫磷）按 GB/T5009.103-2003《植

物性食品中甲胺磷和乙酰甲胺磷农药残留量的测

定》、GB/T5009.161-2003《动物性食品中有机磷农

药多组分残留量的测定》、GB/T5009.20-2016《食

品中有机磷农药残留量的测定》中的气相色谱法，

使用GC2010-Plus气相色谱仪 FPD检测器、农业部

环境保护科研检测所生产的有机磷混标溶液进行

检测。

1.2.3.10 甲醇污染情况 采集暴露餐次使用的白

酒，按GB5009.266-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

中甲醇的测定的方法，使用GC2010-Plus气相色谱

仪 FID 检测器、北京海岸鸿蒙标准物质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生产的甲醇标准溶液、贵州省计量测试

院生产的白酒色谱成分分析标准物质（内标）进行

检测。

1.2.4 统计分析 采用 Excel 2007 软件统计符合

病例定义的患者中，发热、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症

状所占的比例。

2 结果

2.1 流行病学调查 2019-05-20，西昌市某村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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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在家举办丧宴，当日天气晴，气温17 ℃～33 ℃；

用餐时间为当日T 15∶00，用餐人员共 200余人。5

月 21日凌晨起，陆续有聚餐人员出现恶心呕吐、腹

泻、腹痛等症状。经病例搜索，全市共有 28名患者

符合病例定义，其中男性 14名，女性 14名，年龄为

22～66岁。均有 1次王某家丧宴共同进餐史，主要

临床症状为发热（42.85%）、恶心（46.43%）、呕吐

（57.14%）、腹泻（82.14%）、腹痛（64.29%）等，发病潜

伏期为9～14 h。病例中26名患者在凉山州第一人

民医院急诊科进行治疗，诊断为“急性胃肠炎”；2名

患者在西昌市人民医院进行治疗，诊断为“感染性

腹泻”。所有患者经补液等对症治疗后逐渐好转，

无死亡患者。

2.2 现场卫生学调查 王某家聚餐举办地厨房约

10 m2，聚餐当天在厨房、自家院落制作食材，制作现

场无防尘、防蝇及防鼠设施，无清洗消毒专区，冰柜

内食物生熟未分开。暴露餐次共制作14道菜品，均

未留样，仅有部分剩余菜品保存于冰柜中。

聚餐食材为聚餐当日举办者委托帮忙的邻居

自行在附近农贸市场采买，没有索证索票；4名厨师

均为该村村民，未经过食品安全相关培训，未统一

管理，未办理健康证；菜品制作过程中操作不规范，

砧板、容器等未生熟分开。

2.3 实验室检测

2.3.1 采集样本来源 共采集检测冰柜中凉拌鸡

肉、炸酥肉（猪肉）、油炸虾、卤牛肉、蒸糯米、猪肉火

腿、咸烧白、米饭和荞饼共9个菜品（均为剩余成品）

的样本；恒星牌薄盐酱香豆瓣、金龙鱼纯香菜籽油、

白糖、豪吉鸡精、花椒面、蚝油、国泰味精和白酒（玉

米酒）共8种调味品的样品；暴露餐次使用后已清洗

过的碗、盘子和筷子各 2份样本；范某、蒲某、姚某、

冯某和柳某5名还未进行治疗且症状较典型的患者

肛拭子样本。

2.3.2 检测结果 炸酥肉（猪肉）、蒸糯米及暴露餐

次使用的恒星牌薄盐豆瓣检出沙门氏菌E群；卤牛

肉、米饭及暴露餐次使用后清洗过的筷子、盘子检

出伦敦沙门氏菌；2名患者肛拭子样本检出沙门氏

菌E群，2名患者肛拭子样本检出伦敦沙门氏菌，1

名患者未检出致病菌（表1）。

表1 2019年西昌市某村村民王某家聚餐采集样本

实验室检测结果

样品名称

凉拌鸡肉

炸酥肉（猪肉）

油炸虾

卤牛肉

蒸糯米

猪肉火腿

咸烧白

恒星牌薄盐豆瓣

金龙鱼春香菜籽油

米饭

荞饼

白糖

豪吉鸡精

花椒油

蚝油

国泰味精

白酒

碗

碗

盘子

盘子

筷子

筷子

范某肛拭子

蒲某肛拭子

姚某肛拭子

冯某肛拭子

柳肛拭子

致病菌检测结果

未检出

检出沙门氏菌E群

未检出

检出伦敦沙门氏菌

检出沙门氏菌E群

未检出

未检出

检出沙门氏菌E群

未检出

检出伦敦沙门氏菌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检出伦敦沙门氏菌

未检出

检出伦敦沙门氏菌

检出伦敦沙门氏菌

检出沙门氏菌E群

检出伦敦沙门氏菌

检出沙门氏菌E群

未检出

理化指标检测结果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甲醇未检出

－

－

－

－

－

－

－

－

－

－

－

注：“－”为未进行该项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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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沙门菌属肠杆菌科，革兰氏阴性杆菌，有 2 500

多种血清型，我国已发现 200多种。大部分沙门菌

既可感染动物也可感染人类，极易引起人类食源性

疾病［1］。此次事件中，28名患者有共同进餐史，发病

潜伏期为9～14 h，症状以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为主，

暴露餐次剩余食品、调味品、餐具以及患者肛拭均

检出沙门氏菌E群和伦敦沙门氏菌。结合流行病学

调查结果、现场卫生学调查结果、患者临床症状及

实验室检测结果，根据《沙门氏菌食物中毒诊断标

准及处理原则》（WS/T 13-1996），判定该起事件是

一起沙门氏菌E群及伦敦沙门氏菌污染食物导致的

感染性腹泻。

沙门菌是导致世界各国细菌性食源性疾病发

生的首要致病菌，沙门菌污染肉及肉制品是导致食

源性疾病的常见原因［2］。鸡蛋、禽畜肉类及其制品

是传播沙门氏菌常见的食物载体［3］。此次事件中，

剩余食品、调味品、餐具及患者肛拭子中检测出沙

门氏菌E群、伦敦沙门氏菌 2种沙门氏菌。因所有

食品均为自购食材加工，初步判定为猪肉自带沙门

氏菌E群或被沙门氏菌E群污染，牛肉自带伦敦沙

门氏菌或被伦敦沙门氏菌污染，而加工过程中未严

格规范操作，导致沙门氏菌污染其余食品、调味品、

餐具等，沙门菌在被污染食品、物品中进一步增殖，

进而导致聚餐者发生沙门菌引起的感染性腹泻。

因厨师及帮厨人员配合度不佳，未能对阳性食品加

工制作过程进行详细调查，具体污染环节未知。

沙门氏菌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高发月份为6-9

月［4］，较高的气温适合微生物的生长繁殖。该起事

件发生在5月，当天天气晴朗，气温17～33 ℃，聚餐

食品制作于气温逐渐升高的上午，用餐时间为当天

气温最高的午后，利于微生物生长繁殖。西昌市属

于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 17.5 ℃，年

平均最高气温 23 ℃，早晚温差大，为食品致病菌的

滋生提供了有利的气候条件。这提示西昌市应在3

月气温回暖后加强对食源性疾病的监测工作。

农村群宴通常没有固定就餐场所、条件简陋、

缺乏卫生设施、操作加工不规范与从业人员专业知

识水平较低等诸多问题［5］。食品在制作、加工与储

存等环节中操作不当，导致食品滋生细菌或受细菌

交叉污染所致的食源性疾病，各地均有报道［6-7］。农

村家宴暴露在食物中毒、食源性疾病和传染病的高

风险中［8］。此次事件中，暴露餐次使用后已清洗的

餐具仍然检测出沙门氏菌，充分说明此次聚餐举办

者和厨师均缺乏食品安全知识，食品加工、制作过

程不规范，且无防尘、防蝇、防鼠、消毒等卫生设施，

食品加工、制作场所卫生条件差，极易造成食品交

叉污染。事件的发生暴露出西昌市农村家宴管理

仍存在薄弱环节，今后还需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

①加强食品安全知识的宣传，提高农村居民食品安

全意识和法治意识；②加强对农村家宴的管理，落

实逐级申报制度和事先监督、指导制度；③加强对

农村家宴管理组织和人员的培训，提高管理人员的

食品安全意识、责任意识和技术指导水平；④引导

建立农村厨师队伍，搞好厨师队伍的管理，落实厨

师队伍登记在册、定期体检、集中培训制度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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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成都市郫都区1起饮用水污染事件的
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高建美，梅丽敏，廖婵

成都市郫都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都 611730

［摘要］目的 调查2018年成都市郫都区某镇于强降雨后发生1起聚集性腹泻事件的原因并进行科学处置，为有效预防

该类事件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于2018-07-15对事件发生地开展现场卫生调查，对出现急性胃肠炎的患者开展现场流

行病学个案调查并收集患者临床表现等资料，同时采集相应生物和环境样品进行检测，采用SPSS 20.0软件对数据进行描

述性和分析性研究。结果 此次事件共计发病27人，罹患率为4.5%（27/600）。腹泻（100.0%）和腹痛（85.2%）为临床主要

症状，部分患者有头痛（37.0%）、发热（33.3%）和恶心（7.4%）。采集肛拭、餐饮具及环境涂抹样品及患者大便标本共计34

份，均未检出阳性结果；检测该镇集中式供水出厂水及末梢水水样各1份，未发现异常；检测该部队自备水、现制水及桶装

水水样，其中自备水及现制水微生物严重超标。结论 该起事件是由于武警官兵饮用了受污染的饮用水所致，致病菌可

能为大肠埃希氏菌，喝生水是本次事件的危险因素。建议加强水源卫生防护和饮水消毒，同时加大宣传及卫生监督指导

力度，从而保障饮水安全。

［关键词］饮用水；污染；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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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An Incident of Cluster Diarrhea

Caused by Drinking Water Pollution in Pidu District

GAO Jianmei，MEI Limin，LIAO Chan

Pidu District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hengdu 611730，Sichu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 case of clustered diarrhea which happened in a town of Pidu

district after the flood caused by rain storm so as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effective

prevention of such event. Methods On-site health investigation was carried out，and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was carried out on the patients with acute gastroenteritis， and data on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the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Related bi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nd examined. SPSS 20.0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Results The outbreak caused 27

cases of attack， the incidence was 4.5% （27/600） . Diarrhea （100.0% ） and abdominal pain

（85.2%） were the main symptoms. Some patients have a headache （37.0%），fever （33.3%），and

nausea （7.4%） . A total of 34 samples of anal swabs， stool and environmental smears were

collected. However，none of those samples were detected as positive. No abnormality was detected

in the factory water and peripheral water of the

town’s centralized water supply， where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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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bial indexes of the self- provided water and the existing water- making in the army were

seriously exceeded the standard. Conclusion This gathering diarrhea case is Escherichia coli-

infective，which is caused by contaminated water after the rain storm. The water source protection

and disinfec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meanwhile publicity and supervision guidance should be

intensified to ensure drinking water safety for troops and soldiers.

Key words drinking water；pollution；survey analysis

饮用水是疾病传播的重要媒介，据谈立峰等［1］

不完全统计1996-2015年我国发生的219起饮用水

污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从污染环节来看，56.2%

为水源污染、23.7%为管网污染、13.5%为自备供水

污染及6.6%为二次供水污。近年来，我国生活饮用

水污染事件时有发生［2-4］。饮用水中微生物超标很

容易引发传染性肠道疾病［5］。2018-07-15 T 9∶30，

成都市郫都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疾控

中心”）应急值班室接到郫都区某镇卫生院电话报

告，该院接诊 20余名腹痛、腹泻该镇某武警部队官

兵病人。为查明事件原因、波及范围和传播途径，

及时提出有针对性的控制措施，郫都区疾控中心对

2018年成都市郫都区某镇1起饮用水污染引起的聚

集性腹泻事件进行调查分析，为今后该类事件的及

时、科学处置提供科学依据，现将调查结果报道如

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2018-07-11/07-15，驻该镇某武警

部队官兵及该镇各社区居民中出现腹泻，伴有腹

痛、发热、恶心、呕吐等相应症状者。

1.2 方法

1.2.1 病例定义 根据 WS271-2007《感染性腹泻

诊断标准》［6］进行病例定义。临床诊断病例：出现腹

泻（24 h以内出现排便≥3次且有性状改变），或伴有

腹痛、发热、恶心、呕吐等相应症状者。确诊病例：

临床诊断病例中，肛拭子或粪便培养检测出大肠埃

希菌者。

1.2.2 病例搜索和调查 查看该镇卫生院门诊登

记和入院记录，并向医院接诊医生、某武警部队相

关负责人及就诊病人了解情况，向该镇村医及诊所

了解居民就诊情况，开展病例搜索，开展病例搜

索。采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突发水污染事件卫生

应急技术指南（2014版）》的流行病学个案调查表对

住院患者开展病例个案调查，内容包括患者基本情

况、临床表现、流行病学史和实验室检测等。

1.2.3 现场卫生学调查 对事发的该武警部队外

环境及其厨房食材的来源、加工、保存等情况进行

调查，并采集厨房环境及餐饮具涂抹和相关水样标

本。

1.2.4 样品采集与检测 采集患者大便及肛拭子

样品、炊事员肛拭子、厨房环境及餐饮具涂抹样、集

中式供水出厂水及管网末梢水、该部队使用的自备

水源水、现制水及桶装水水样进行相关检测。检

测厨房环境及餐饮具涂抹样本诺如病毒、沙门菌

和大肠菌群，检测乡镇集中式供水、该部队使用的

自备水源水、现制水及桶装水诺如病毒、霍乱弧

菌、志贺菌、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和大肠埃希菌

群，检测肛拭子及大便标本诺如病毒、霍乱弧菌、

大肠埃希菌、沙门菌、志贺菌和副溶血性弧菌。采

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T-PCR）法进行

诺如病毒（norovirus）检测，大肠埃希菌、菌落总数

（以下简称“菌总”）、总大肠菌群、霍乱弧菌、沙门

菌、志贺菌和副溶血性弧菌检测项目［6-7］依照细菌

分离和培养的常规方法进行。

1.2.5 病例对照调查 选择发病官兵为病例，按

1∶1比例选择未发病的同一中队官兵为对照，调查

病例组和对照组饮食、饮水和接触史情况，查找危

险因素。

1.3 统计分析 采取Excel 2010软件及SPSS 20.0

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率的比较采用χ2检

验/Fisher确切概率，检验水准为双侧α＝0.05。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驻郫都区某镇的武警部队，共计

600人，分3个大队，3个大队又分为1～9个中队、维

修中队及后勤中队。2018-07-11 T 7∶00开始陆续

有武警官兵出现腹痛、腹泻、发热等症状，于 2018-
07-15 T 8∶30左右到该镇卫生院就诊，截至7月18

日12时，共有27人在该镇卫生院住院治疗，罹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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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4.5%。据调查武警官兵均食用该部队的现制水，

部分官兵有喝生水的情况。

2.2 临床表现 27 名患者有不同程度的腹痛、腹

泻、发热、头痛、恶心等症状（表1），所有病例病情均

较轻，无重症和死亡病例。

表1 2018年成都市郫都区一起饮用水污染事件27例

急性胃肠炎患者临床表现

临床表现

腹泻

腹痛

头痛

发热

恶心

病例数（n＝27）

27

23

10

9

2

百分比

100.00

85.19

37.04

33.33

7.41

2.3 三间分布

2.3.1 时间分布 首发病例为全某，男，20岁，发病

时间为 2018-07-11。随后发病人数逐渐增多，7 月

14日达到高峰，至7月16日期间发病人数维持在较

高水平，7月 15日采取控制措施后，发病数下降，末

例患者发病的发病日期为 7月 18日。整个疫情共

持续8 d，呈点源暴露模式（图1）。

图1 2018年成都市郫都区1起饮用水污染事件27例

急性胃肠炎患者发病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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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例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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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发病日期

2.3.2 空间分布 在调查的各个中队中，罹患率

最低的为零（维修中队和 2中队），其余各队罹患率

分别为 1 中队 4.00%（2/50）、3 中队 4.00%（2/50）、4

中队8.00%（4/50）、5中队4.00%（2/50）、6中队6.00%

（3/50）、7中队 10.00%（5/50）、8中队 8.00%（4/50）、9

中队 4.00%（2/50）、后勤中队 6.00%（3/50），不同中

队罹患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Fisher＝0.297）（表 2）。

就餐食堂的2层为40名干部就餐处，无人发病；3～

5 层为 560 名普通官兵就餐处，3～5 层罹患率分别

为3楼4.55%（8/176）、4楼4.86%（9/185）、5楼5.03%

（10/199），各楼层就餐罹患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043 6，P＝0.978）。

表2 2018年成都市郫都区1起饮用水污染事件27名

急性胃肠炎患者所在中队分布情况

中队

1中队

2中队

3中队

4中队

5中队

6中队

7中队

8中队

9中队

后勤中队

维修中队

合计

人数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60

560

病例数

2

0

2

4

2

3

5

4

2

3

0

27

罹患率/%

4.00

0.00

4.00

8.00

4.00

6.00

10.00

8.00

4.00

6.00

0.00

4.82

PFisher

0.297

2.3.3 人群分布 27名患者均为男性，且发病者均

为普通官兵，年龄最小者19岁，最大31岁。

2.4 病例对照调查 以同一中队、同性别选择对照

的原则，选取 27例健康官兵作为对照组，使用统一

调查问卷，调查分析 2组人员在可疑暴露时间内（7

月11～15日）饮水、饮食等相关因素的暴露信息，结

果显示，病例组在可疑的暴露时间内有喝生水史的

20例，无喝生水史的 7例；对照组有喝生水史的 10

例，无喝生水史的 17 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7.50，P＜0.01），提示喝生水是致发病的危险因素

（OR＝4.86，95%CI：1.52～15.53）（表 3）。两组人员

统一在单位食堂就食一日三餐，均无外出就餐史。

2.4 卫生学调查

2.4.1 饮用水卫生情况 郫都区某镇武警部队饮

用水为自备水和自来水混用，通过净化设施处理，

然后饮用。自备水由该支队自己打井，井深约15 m，

日常无管理记录，无净化消毒设施，井周围养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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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内部的犬只；自来水使用该镇水厂水，水厂供水

人口约6 000人，经调查未见居民有腹泻、腹痛等相

关症状者，水厂的出厂水和末梢水每月由郫都区疾

控中心进行监测，未发现异常。部队现制水设施为

2016年投入使用，现制水储水池的入水管道自备水

和自来水都能进入，自备水的进入由自来水水压的

高低决定，当自来水水压高时自备水的进入阀门自

动关闭，当自来水水压降低时自备水的进入阀门自

动打开，自备水进入现制水的储水池，通过制水设

备过滤净化处理进入出水口的储水池供给所有官

兵饮用。该现制水设备只能过滤净化处理，没有消

毒功能，日常没有管理和检测记录。部分警员在训

练后有饮用生水习惯，40余名干部均饮用开水，未

见发病人员。在官兵发病前郫都区出现持续大范

围强降雨。

2.4.2 用餐情况 该武警部队食堂每日供应 10种

菜品的早饭、午饭和晚饭均为8种菜品，食堂分2～5

层，2楼为干部食堂 40余人供餐；3～5层为 22名炊

事员及9个中队、维修和后勤中队560余人供餐；所

食用食材相同。

2.4.3 厨房卫生情况 厨房使用自来水，由该镇自

来水厂供水，厨房工作人员自述自备水仅用来冲洗

地板。环境卫生条件良好，有三防（防蝇、防鼠、防

蟑螂）设施，有冷藏设施，有消毒设施，所有餐具使

用高温消毒柜消毒。该食堂全部菜品均为指定供

货商配送，新鲜食材均当日配送，相关供货资料齐

全、完整。厨房内生熟菜板分开，生熟菜品分开存

放，无交叉污染，熟食品未存放，制作后立即上桌，

剩饭菜直接丢弃。22 名炊事员无腹痛、腹泻等症

状，均自述近期身体健康。

2.5 实验室检测

2.5.1 医院生化常规 采集到 27名病例血常规检

测结果，其中 15例（55.56%）中性粒细胞上升、16例

（59.26%）C反应蛋白升高、20例（74.07%）白细胞上升。

2.5.2 采样检测结果 此次共采集肛拭子18份（其

中患者 12份、炊事员 6份），餐饮具及环境涂抹样 7

份（饮水机把手、冰箱内壁、生肉菜刀、生肉菜板、餐

盘、筷子、汤碗），患者大便样品9份，共计34份送至

实验室开展诺如病毒及食源性疾病常见致病菌检

测，所有检测结果为阴性。7月 15日采集生活饮用

水 6 份（该镇集中式供水出厂水及管网末梢水各 1

份、该武警部队自备水水源 1份、现制水 1份、桶装

水开封和未开封各 1 份），送至实验室进行诺如病

毒、食源性疾病常见致病菌及生活饮用水微生物指

标及消毒剂指标检测。检测结果为：集中式供水出

厂水及管网末梢水结果正常；现制水检出菌总和总

大肠菌群，自备水均检出菌总、总大肠菌群和大肠

埃希菌（表4）。

表4 2018-07-15成都市郫都区某镇武警部队生活饮用水水质检测情况

检测项目

志贺氏菌

霍乱弧菌

诺如病毒

菌落总数/CFU·ml-1

总大肠菌群/MPN·100 ml-1

大肠埃希菌/MPN·100 ml-1

二氧化氯/mg·L-1

出厂水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0

未检出

未检出

0.65

末梢水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25

未检出

未检出

0.21

自备水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 000

200

150

0

现制水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650

105

未检出

0

桶装水开封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

未检出

未检出

0

桶装水未开封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

未检出

未检出

0

限值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500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出厂水：≥0.1且＜0.8

末梢水：≥0.02

表3 2018年成都市郫都区1起饮用水污染事件病例

对照饮水情况调查

变量

桶装水冷水

喝

未喝

现制水冷水

喝

未喝

自备水生水

喝

未喝

病例组

15

12

17

10

20

7

对照组

13

14

14

13

10

17

χ2值

0.30

0.68

7.50

P值

0.59

0.41

0.006

OR值（95%CI）

1.35（0.46～3.93）

1.58（0.53～4.68）

4.86（1.52～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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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防控措施 采取防控措施如下：①停用自备

水，使用集中式供水且煮沸后饮用；②开展病例主

动搜索，发现新增病例及时报告，接诊医院对病例

进行规范治疗；③定期更换现制水设施设备，及时

清洗、消毒，并加强日常管理等；④加强食品卫生管

理，对食堂餐饮具进行彻底消毒，对可能存在食品

污染的环节要立即整改到位；⑤开展健康宣教，向

武警官兵开展勤洗手、不喝生水等肠道传染病知识

健康宣传等。

3 讨论

根据现阶段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临床表现分析

和实验室检测结果，依据相关诊断标准［8-9］及专家综

合评定：该起发生在某镇武警部队的聚集性腹泻事

件的诊断是急性胃肠炎，病例对照研究结果表明，

喝生水是导致发病的危险因素。饮水卫生学检测

结果显示，现制水菌总和总大肠菌群超标，自备水

菌总、总大肠菌群和大肠埃希菌超标。本次疫情的

主要原因为未经过消毒生活饮用水因暴雨导致被

大肠埃希氏菌污染所引起的水源性暴发。

本次该部队发生的急性胃肠炎，发生在夏季，

短期内发病集中（病程中位数为 4.5天），且病例主

要临床表现为腹泻、腹痛等下消化道症状，发生恶

心、呕吐、发热的比例较低，无重症病例，大部分病

例白细胞和C反应蛋白升高，病例经抗炎对症治疗

后病情好转或痊愈，以上特征均与致病性大肠埃希

菌中导致人腹泻主要病原菌之一的产肠毒素性大

肠埃希菌的临床表现及病程一致［10］。干部和普通

官兵一日三餐均食用相同食材，但干部均饮用开

水，此次发病人员均为普通官兵，部分官兵有饮用

生水习惯，且未发现可疑餐次和可疑食品，对食堂

工作人员、环境及餐饮具采样未发现阳性样品，综

合考虑排除食源性可能。本次事件发生在连续强

降雨后，部队自备井水源周围养有犬只，混用集中

式供水和自备水，且自备水源供水系统未采取任何

消毒措施，卫生监管不到位。牲畜粪便可能在连续

强将雨后污染自备水源水，由于夏季温度较高，部

分官兵在集训后有饮用生水的不良习惯，从而造成

此次事件的发生。由于该起事件报告较晚，调查时

多数病例在军医处服药症状有所缓解，对所采集的

病例肛拭子及大便标本的检测结果有所影响。

近年来，生活饮用水污染问题时有发生，不但

影响居民身体健康，并且引起介水性传染病的爆发

流行［11-13］，细菌性感染性腹泻是我国法定丙类传染

病，肠致泻性大肠埃希菌是其中的一种常见病原

体，其引发的肠道感染与食入污染的食品和饮水有

关［14］。因此，建议该武警部队加强生活饮用水管理

的统筹协调，切实做好供水设施的卫生防护，进一

步加强水质处理设备管理，广泛深入地开展健康教

育，增强自我保护意识，自觉养成喝安全卫生水的

良好习惯，以确保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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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因素监测】

2018-2019年眉山市某食品厂芝麻酱生产加工环节
微生物污染状况调查

邓涛，梅淑华，李林，杨光武

眉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 眉山 620010

［摘要］目的 了解眉山市某食品厂芝麻酱生产加工过程中微生物的污染状况。方法 通过“全国食源性致病菌监测数

据汇总系统平台”搜集 2018-2019年眉山市网报数据共 222份样品，通过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不同生产加工环节菌落总

数、大肠菌群、霉菌、肠杆菌科、李斯特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菌分布情况。结果 前处理区的原材料、环境、仪器设备

和漂洗原料的水中细菌总数、大肠菌群和肠杆菌科都有检出。霉菌在原辅料中检出率（86.96%）高于中间产品（22.22%）和

终产品（33.33%）。致病菌仅检出李斯特菌，污染率为11.17%，其中3株为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分布在前处理区的原料

和仪器设备，以及灌装区的终产品中各检出1株。结论 芝麻酱在生产加工环节中存在潜在风险，相关监管部门应提高监

管力度，避免造成食源性疾病事件的发生。

［关键词］芝麻酱；卫生指示菌；致病菌；生产加工环节

［中图分类号］R15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116（2021）01-047-05

Investigation on Microbial Contamination in Sesame Paste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of A Food Factory

in Meishan City From 2018 to 2019

DENG Tao，MEI Shuhua，LI Lin，YANG Guangwu

Meishan City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Meishan 620010，Sichu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ntamination status of microorganisms during the production

of sesame paste in a factory in Meishan city in 2018- 2019. Methods Detection results of 222

samples in Meishan city in 2018- 2019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National Foodborne Pathogenic

Bacteria Monitoring System Platform”. The distribution of total baterial account，coliform，mold，

Enterobacteriaceae， listeria，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salmonella in different production processing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 total number of bacteria，coliforms and enterobacteriaceae in the water

of raw materials， environment， equipment and rinsing materials in the pretreatment area were

detected. The detection rate of mold in raw materials （86.96%）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intermediate

products （22.22%） and final products 33.33%） .

The contamination rate of pathogenic bacteria

was 11.17% ， and all pathogenic bacteria were

listeria monocytogenes. Notably， 3 strain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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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ria monocytogenes，distributed in the raw materials，equipment in the pretreatment area and the

final products in the filling area. Conclusion There are potential risks of microbial contamination in

the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of sesame paste. Relevant regulatory authorities should strengthen

supervision to avoid food-borne disease events.

Key words sesame paste；health indicator bacteria；pathogenic bacteria；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links

2008年美国爆出的“花生酱”事件，引发了美国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食品召回案，报道称美国43个州

有491人感染沙门菌，并有7人死亡［1］。我国传统医

学认为芝麻酱可以补中益气、润五脏、补肺气、止心

惊，有很高的保健价值，所以国人常食用芝麻酱［2］。

但由于芝麻酱生产加工流程简单，多为小企业甚至

作坊式生产销售，食品卫生安全得不到保障，在生

产加工环节过程中容易收到微生物污染，威胁消费

者健康［3］。

本次研究2018-2019年眉山市某食品厂芝麻酱

生产加工过程中监测的卫生指示菌和致病菌污染

状况，了解污染物分布环节和严重程度，及时向企

业提出有效的建议措施，帮助企业提高产品卫生质

量，以及对生产加工环节过程中的风险点进行严格

管理。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于 2018-2019“全国食源

性致病菌监测数据汇总系统平台”网报数据。

1.2 监测指标 原料类、中间产品、终产品检测菌

落总数、大肠菌群、肠杆菌科（定量）、霉菌、李斯特

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定量）和沙门菌；环境、人员、

仪器设备、包装、工具和其他检测肠杆菌科、李斯特

菌和沙门菌，其中环境样中的空气沉降菌只检测菌

落总数，其他中的漂洗原料后的水也要检测菌落总

数［4］。检出指标计算检出率，由国家限量标准的计

算超标率。

1.3 统计分析 采用 WPS 2016 表格工具进行数

据汇总与整理，用SPSS 21.0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

分析。

1.4 质量控制 目标致病菌的监测均按照国家《芝

麻酱和花生酱加工过程监测工作手册》严格执行［4］，

检出的阳性菌株均送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复

核确认。

2 结果

2.1 样品来源 根据国家《芝麻酱和花生酱加工过

程监测工作手册》进行采样，样品来自生产加工的

各个环节，包括前处理区、磨酱区和灌装区，涉及类

别有原料类、中间产品、终产品、环境、仪器设备和

人员等。眉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连续两年对眉

山市某工厂芝麻酱3个生产加工环节的各类样品进

行了采集，2018 年共采样品 110 份，2019 年共采样

品112份（表1）。

表1 2018-2019年眉山市某工厂芝麻酱不同生产加工环节各种样品采样数量/份

年份

2018

2019

合计

生产环节

前处理区

磨酱区

灌装区

前处理区

磨酱区

灌装区

白芝麻

13

－

－

16

－

－

29

环境

14

9

4

16

9

2

54

仪器设备

21

12

4

20

8

6

71

人员

12

3

3

9

6

3

36

中间产品

－

3

2

－

4

－

9

终产品

－

－

4

－

－

5

9

包装

－

－

3

－

－

4

7

其他

3

－

－

4

－

－

7

合计

63

27

20

65

27

20

222

注：“－”为无采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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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监测结果

2.2.1 2018-2019 年样品卫生指示菌污染状况 4

类卫生指示菌中，菌落总数检出率最高（93.06%），

其次是霉菌（60.98%）。从生产加工环节来看，空气

沉降菌在3个环节均有检出，检出率为100.00%（19/

19）；其次是白芝麻，在其磨酱前状态、中间产品和

终产品中均检出了菌落总数和霉菌，检出率分别为

95.12%（39/41）和 60.98%（25/41）。肠杆菌科在 3个

环节也均有检出，且主要集中在仪器设备、人员等

环境样本中，检出率为52.78%（表2，表3）。

表2 2018-2019年眉山市某工厂芝麻酱不同生产加工环节卫生指示菌检出结果

生产加工环节

前处理区

磨酱区

灌装区

合计

菌落总数

样品数

46

11

15

72

检出数

41（89.13）

11（100.00）

15（100.00）

67（93.06）

大肠菌群

样品数

29

7

11

47

检出数

14（48.28）

0（0.00）

1（9.09）

15（31.91）

霉菌

样品数

23

7

11

41

检出数

20（86.96）

2（28.57）

3（27.27）

25（60.98）

肠杆菌科

样品数

65

26

17

108

检出数

35（53.84）

16（61.54）

6（35.29）

57（52.78）

注：括号内为检出率/%。

表3 2018-2019年眉山市某工厂芝麻酱不同样品类别卫生指示菌检出结果

加工环节

前处理区

磨酱区

灌装区

样品类别

白芝麻

漂洗原料的水

空气沉降菌

生产用水

仪器设备

人员

地面、扶梯、墙壁等

中间产品

空气沉降菌

仪器设备

人员

地面、扶梯、墙壁等

中间产品

终产品

空气沉降菌

仪器设备

人员

包装

菌落总数

2018年

11

2

5

2

－

－

－

3

2

－

－

－

2

4

2

－

－

－

2019年

10

4

6

1

－

－

－

4

2

－

－

－

0

5

2

－

－

－

大肠菌群

2018年

7

0

－

0

－

－

－

0

－

－

－

－

0

0

－

－

－

－

2019年

6

0

－

1

－

－

－

0

－

－

－

－

0

1

－

－

－

－

霉菌

2018年

11

0

－

－

－

－

－

0

－

－

－

－

0

0

－

－

－

－

2019年

9

0

－

－

－

－

－

2

－

－

－

－

0

3

－

－

－

－

肠杆菌科

2018年

0

2

－

0

6

9

6

0

－

4

3

9

0

0

－

2

2

1

2019年

1

2

－

1

3

1

0

0

－

1

2

4

0

0

－

1

1

0

注：“－”为未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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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2018-2019年样品致病菌检测结果 3类致

病菌中，仅李斯特菌有检出，检出率为11.17%；金黄

色葡萄球菌和沙门菌无检出。2018年共检测李斯

特菌 99份，检出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 3份，检出

率为3.03%；3份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分别为前处

理区中白芝麻1份，推车轮子1份，灌装区中的终产

品1份。2019年共检测李斯特菌98份，其中检出李

斯特菌 79份，检出率为 80.61%，且均为非单核细胞

增生李斯特菌。

3 讨论

眉山市某食品厂一直致力于花生酱、芝麻酱与

炒货坚果食品的生产与开发，芝麻酱、花生酱年产

量为300吨，销售额约400万元，不同生产加工环节

分区较明确，生产稳定可控［7］。连续两年的监测均

在该厂前处理区、磨酱区和灌装区分别采集具有代

表性的不同类别样品，以便充分了解各个环节微生

物污染情况。

从生产加工环节来看，在磨酱区和灌装区仍有

卫生指示菌和致病菌的检出，提示卫生状况差。卫

生指示菌的检测中，霉菌在原辅料、中间产品和终

产品中均有检出，且原辅料霉菌检出率高于终产品

霉菌检出率，可能是由于在前期的漂洗、炒籽环节

减少了霉菌的污染，但是并没有达到消灭原辅料中

霉菌的作用。霉变的芝麻很可能带入黄曲霉素、黑

曲霉等微生物污染［8］，从而污染芝麻酱，影响食品安

全性，危害身体健康。

空气沉降菌在 3个生产加工环节均有检出，检

出率达 100.00%。从现场环境来看，该企业生产车

间装修较简单，不同生产加工环节之间没有间隔划

分，避免交叉污染；同时车间环境空气消毒措施不

完善。随着食品安全对食品企业的要求越来越高，

对食品企业厂房环境空气洁净度也逐渐提高，因为

空气中微生物二次污染是造成食品菌落总数超标

的元凶，而冷却、灌装及包装是微生物二次污染最

严重的环节，从而影响到食品的保质期［9］。

在致病菌的检测中，仅2018年检出3份单核细

胞增生李斯特菌，主要分布在前处理区的原料和仪

器设备，以及灌装区的终产品中。单核细胞增生李

斯特氏菌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食品中存在的单核

细胞增生李其特菌对人类的安全具有危险。该菌

可通过眼及破损皮肤、粘膜进入体内而造成感染，

孕妇感染后通过胎盘或产道感染胎儿或新生儿，栖

居于阴道、子宫颈的该菌也引起感染，性接触也是

本病传播的可能途径，且有上升趋势［10］。通过对该

食品厂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2019年采集的样品在

不同的生产加工环节中均未检测出致病菌。

由于芝麻酱的生产工艺相对简单，生产准入门

槛低，导致目前大多数芝麻酱生产企业属于小规模

甚至作坊式企业，生产技术水平高低不齐，食品安

全卫生得不到保障［11］。因此为避免食品在生产过

程中产生的潜在危害，企业应严格执行操作规范

（GMP）和卫生标准操作规范（SSOP），生产车间设

计合理，采取隔离原辅料加工区，严禁产品走回头

路［12-13］；加强原料购买、验收和储存，从源头上把关，

确保原料的安全性；同时优化工艺流程和烘炒技

术，达到消灭病原微生物；加强对空气、地面墙壁

等、人员、仪器设备、工具的消毒，避免二次污染和

交叉污染，从而有效的减少食源性疾病的发生，保

障消费者健康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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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泡型棘球蚴病的微创外科治疗现状及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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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肝泡型棘球蚴病是由多房棘球绦虫幼虫寄生于宿主体内所引起的一种慢性人兽共患寄生虫病。根治性手术切除

是肝泡型棘球蚴病首选的治疗方法。近年来，随着一些微创外科治疗方法在外科系统各领域的普及，微创外科技术逐渐

开始应用于肝泡型棘球蚴病的临床治疗。本文就肝泡型棘球蚴病的微创外科治疗现状及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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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us and Progress of Minimally Invasive Surgical

Treatment on Hepatic Alveolar Echinococcosis

FENG Shaopei 1，GUO Yamin 2，HAN Xiumin 2

1 Graduate School of Qinghai University，Xining 810000，Qinghai Province，China.
2 General Surgery Department of Qinghai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Xining 8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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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patic alveolar echinococcosis is a chronic anthropozoonosis parasitic disease caused by

the parasitism of larva of cestode Echinococcus multilocularis in the host， and radical surgical

resection is the first choice for the treatment of this disease. In recent years，with the universal

application of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in the fields of surgery system， this technology has been

applied in the clinic treatment for hepatic alveolar echinococcosis gradually. In this paper， we

reviewed on the status and development of minimally invasive surgical treatment on hepatic alveolar

echinococcosis.

Key words hepatic alveolar echinococcosis；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percutaneous intervention；

radiofrequency ablation；laparoscopy

肝泡型棘球蚴病（hepatic alveolar echinococcosis，

HAE）又称肝泡型包虫病，是多房棘球绦虫的幼虫

寄生于人和某些小型哺乳动物肝脏所引起的一种

慢性人兽共患寄生虫病［1］。因泡型包虫病灶在肝内

呈浸润性生长且感染后的无症状潜伏期较长，故多

数患者就诊时已处于晚期［2］，病灶多侵犯肝后下腔

静脉、第一、二肝门等肝内重要脉管结构，从而丧失

最佳手术时机而不得不考虑肝移植术［3］。目前HAE

的治疗方式主要是外科手术，但外科手术亦有其自

身的局限性，有时并不能给患者带来最大收益，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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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对一些体积较小且位置深的病灶，解剖性肝叶、

段切除势必会损伤患者较多的正常肝组织，因此临

床上亟需探索一些微创的治疗手段以克服传统外

科手术的局限性。微创外科（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MIS）是指通过微小创伤或微小入路，将特

殊器械、物理能量或化学药剂送入人体内部，完成

对人体内病变的灭活、切除、修复或重建等外科手

术操作［4］。近年来，随着微创外科的快速发展，一些

微创外科技术开始逐渐应用于HAE的临床治疗，本

文就微创外科技术在肝泡型棘球蚴病治疗中的应

用现状及进展综述如下。

1 经皮介入治疗

经皮介入治疗在HAE上的应用包括经皮肝泡

型包虫病囊腔穿刺引流术、经皮经肝穿刺胆道置管

引流等方法。

1.1 经皮肝泡型包虫病囊腔穿刺引流术

1.1.1 经皮肝泡型包虫病囊腔穿刺引流术的实践

源自经皮穿刺引流治疗囊型包虫病的思考，经皮

穿刺引流主要包括穿刺、抽吸、注入和再抽吸等步

骤 ，简 称 PAIR（puncture，aspiration，injection，re-

aspiration）［5］。该技术由Mueller于1985年最早用于

临床，随后 Ben Amor 将其改进并命名为 PAIR［6］。

但由于担心可能会导致过敏性休克、原头节种植播

散等严重并发症，经皮穿刺引流曾被认为是肝包虫

治疗的绝对禁忌［7］。1994年王校智［8］最先报道了应

用经皮穿刺治疗囊型肝包虫病获得成功的消息，随

后国内外多个中心开始对PAIR进行深入研究，并在

其基础上对穿刺器械和设备进行了一系列的改

良。但近几年的临床实践发现PAIR治疗肝囊型包

虫病给患者造成了不少的不良后果，最常见的并发

症即为原头蚴或生发层细胞腹腔种植，目前包虫囊

肿穿刺引流治疗肝囊型包虫病是一种颇有争议的

治疗方法，现在仅仅是在患者一般情况差、并发感

染等并发症、或不能手术的情况下，才考虑该方法，

但随着PAIR治疗囊型包虫病经验的不断积累，有学

者将其引入了HAE及其并发症的治疗，即经皮肝泡

型包虫病囊腔穿刺引流术。

1.1.2 适应症及禁忌症 王校智等［9］认为经皮穿刺

引流对于个别病灶中心呈明显液化的HAE患者可

有选择地进行应用。2020版肝泡型包虫病诊疗专

家共识则明确推荐经皮泡型肝包虫病囊腔穿刺引

流术适用于丧失根治性手术治疗机会同时又合并

巨大囊腔坏死的HAE患者的姑息性治疗，可减轻因

黄疸、液化坏死造成的感染对机体和肝脏造成的损

害。而对于实变钙化型或非液化坏死型的HAE患

者，穿刺应属禁忌［10］。

1.1.3 优势与局限性 经皮肝泡型包虫病囊腔穿

刺引流术的优势在于其创伤小、损作简单、成本低、

易于在基层和偏远地区推广，甚至可以作为HAE分

期根治性手术的一部分在患者术前给与适当治

疗。特别是当HAE病灶中心呈明显液化坏死合并

感染时，除应用敏感性抗生素以外，进行适当的坏

死腔内的脓液引流可以明显地控制感染、改善患者

全身症状［11］，但操作过程中必须严格掌握穿刺技术

要点，避免继发出血、气胸等严重的并发症。

1.2 经皮经肝穿刺胆道置管引流术

1.2.1 经皮经肝穿刺胆道置管引流术（percutaneous

transhepatic cholangial drainage，PTCD） 即在彩

超等影像设备的引导下，利用特制的穿刺针经皮

经肝穿入肝内胆管，沿穿刺针置入猪尾导管后再

进行胆汁引流的操作。PTCD 在临床上有着较为

广泛的应用，是一种实用、简便的胆道减压和减黄

治疗办法。

1.2.2 适应症 PTCD 在 HAE 上的应用主要是针

对晚期HAE患者合并长时间梗阻性黄疸、胆道感染

等并发症时的对症治疗［12］。

1.2.3 优势与局限性 PTCD 具有创伤小、操作简

单、穿刺准确性高等优势，患者经首次穿刺建立路

径后，其后续的护理十分简单，几乎无任何不适，患

者依从性较好。特别是对于合并长时间梗阻性黄

疸的HAE患者，患者肝功能一般较差，黄疸较重，无

法行手术治疗，有些患者甚至无法耐受药物治疗，

及时行PTCD将患者胆汁或胆道脓液引流到体外或

在胆道的狭窄部位植入支架进行胆汁的内引流，可

以及时有效地解除梗阻，使患者肝内胆管扩张程度

减轻、黄疸指数下降、感染控制、肝功能改善，提高

患者生存质量及其对手术的耐受力，更可为Ⅱ期手

术治疗争取机会［13-14］，以达到类似于在肿瘤治疗过

程中“降级降期”以及减少并发症、降低死亡率的目

的。其局限性在于长期的胆汁体外引流有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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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穿刺口感染、引流管堵塞、患者消化功能障碍

和水电解质紊乱等问题。

2 影像引导热消融治疗

热消融治疗主要包括射频消融治疗和微波消

融治疗［15］，两者虽都是影像学引导的微创治疗方

法，但其各自的工作原理却不尽相同。

2.1 超声引导射频消融术

2.1.1 超 声 引 导 射 频 消 融 术（radio frequency

ablation，RFA） 最早于1996年由意大利的Rossi提

出并率先应用于肝癌的临床治疗［16］，现已成为肝癌

的重要根治性手段之一，对于病灶直径≤3 cm的肝

癌，其治疗效果与肝切除术无异［17］。RFA的工作原

理是将传导电能的穿刺针插入病灶后，利用穿刺针

介导的局部高温使病灶中的蛋白质发生变性和凝

固性坏死，从而达到治疗目的。在RFA治疗大鼠肝

泡型棘球蚴病的动物实验中，其治疗效果已得到证

实［18］，从而为治疗微小及难治性HAE提供了一种新

的选择。目前，射频消融治疗HAE的途径主要有 3

种，分别是经皮射频消融术、开腹术中射频消融术

及腹腔镜下射频消融术。

2.1.2 适应症及禁忌症 适应症：①单发浸润型病

灶，P1N0M0型，病灶直径不超过 4 cm；②多个可切

除的病灶，位于大病灶之外的肝内小病灶（病灶直

径＜4 cm）；③病灶部位距离第一、二、三肝门 2 cm

以上，未侵犯大的胆管和血管［19］。

禁忌症：①全身情况不能耐受麻醉者；②有活

动性脑泡型包虫病且合并神经系统症状的HAE患

者；③合并肝硬化伴肝功能不全者；④严重的凝血

功能障碍；⑤合并精神障碍等其他不适宜手术的情

形［19］。

2.1.3 优势与局限性 RFA 治疗 HAE 的特殊优势
［18］在于创伤小、疗效确切、不良反应及并发症少、

对健肝的损伤小。与外科手术及 PAIR 相比，RFA

没有出血、对剩余健肝的损伤小，不仅没有穿刺带

来的长期带管的痛苦，而且大大降低了原头节沿

穿刺针道种植的风险。同时，对于 PAIR 和手术都

无能为力的位置较深的病灶，RFA 可以很好的发

挥作用［20］。

泡型包虫病有着与肝癌不一样的特点，肝癌组

织富含血供，目前新版肝癌治疗共识［21］已经明确≤

3 cm的肝癌组织射频治疗有效。但包虫病灶本身

是乏血供的，包虫病灶组织热传导差，射频效果差，

射频消融治疗泡型包虫病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争

议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疗效、指征、诊断。

①疗效：目前应用RFA治疗HAE的医疗机构较

少，样本量甚少，其远期疗效及并发症尚不明确，需

要大样本、多中心临床研究进一步证实。

②指征：现有HAE诊疗专家共识对于RFA治疗

HAE 的适应症多参照肝癌的诊疗指南，但 HAE 毕

竟与肝癌不同，故其应用指征仍存在争议。多数学

者倾向于认为HAE患者能否行RFA治疗主要是评

估患者病灶的大小及其与肝门和肝内主要脉管的

位置关系，若病灶较大（直径＞4 cm）或较早即侵犯

肝门或肝内重要的血管及胆管，消融治疗应慎重考

虑［22］。

③诊断：因为早期HAE在CT影像上常常表现

为一些小的“钙化灶”，这些“钙化灶”究竟是否为包

虫病灶不好鉴定，往往需行血清学诊断加以判断。

2.2 超声引导微波消融术

2.2.1 超声引导微波消融术（microwave ablation，

MWA） MWA最早于1994年由Seki T首先报道并

将其应用于小肝癌的治疗［23］，其治疗肿瘤的工作原

理［24］是通过穿刺针将微波输入局部肿瘤组织，使组

织中带电离子和水分子震荡产生高热，从而引起靶

组织凝固性坏死，达到杀灭肿瘤细胞的目的。

2.2.2 适应症 基本同射频消融。Cairang Y［25］的

研究显示 MWA 对于单个直径＜5 cm 的早期 HAE

或是一种有效的治疗选择，在其研究中，17例研究

对象均成功行MWA，术后CT显示消融完全，患者

康复过程中均未观察到明显的胆漏、出血及感染，

随访12个月未见复发。需指出的是，微波消融的有

效直径只有约 3 cm［19］，因此，对于直径＞3 cm的病

灶，消融常需多次进行才能达到有效范围。

2.2.3 优势与局限性 顾贤波等［26］就MWA与手术

切除治疗早期HAE的效果进行对比，提出MWA治

疗早期HAE的疗效与手术切除基本无异。郭建琴

等［27］通过临床研究称MWA治疗某些直径小于5 cm

的早期HAE是安全、有效的，尤其对于病灶位于肝

实质内且位置较深的患者，MWA不仅可以减少某

些不必要的外科手术，同时也缩短了治疗时间；对

·· 53



寄生虫病与感染性疾病 2021年3月第19卷第1期 Parasitoses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Mar. 2021，Vol. 19，No.1

于包虫病术后复发的患者，MWA可以避免前次手

术带来的腹腔粘连、解剖结构紊乱等问题，而使治

疗变得简单。但MWA同样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即当病灶在影像学引导下显示不清或病灶处于特

殊位置时，由于缺乏安全的穿刺路径，可能会造成

病灶周围组织的损伤和消融范围的脱靶［28］。

3 高强度聚焦超声治疗

3.1 高 强 度 聚 焦 超 声（high 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HIFU） HIFU 是利用超声波将热量传

递到体内的微创治疗方法，目前已用于肝癌、肾癌、

胰腺癌、乳腺癌等多种恶性肿瘤的临床治疗［29］。其

工作原理［30］是将体外的低能量超声波聚焦于靶组

织，使能量得到数千倍放大，产生瞬间高温和空化效

应，使靶组织发生凝固性坏死。因HAE病灶不仅可

在普通超声下显影，而且在HIFU下同样可清晰显现

其位置和边界［31］，从而为HIFU治疗HAE提供了技

术上的可行性。叶华等［32］曾就高强度聚焦超声治疗

小鼠泡球蚴病进行了动物实验，在其研究中，小鼠泡

球蚴病灶经HIFU聚焦照射后，泡球蚴生发层内的细

胞结构遭到严重破坏，部分原头节出现死亡。

3.2 优势与局限性 HIFU 对于 HAE 是一种相对

新颖的治疗方法，尤其适于有多次腹部手术史的患

者，可避免再次手术面临的腹腔粘连、器官移位等

问题。王晓武［33］的研究显示，相较于外科手术，

HIFU治疗HAE具有痛苦小、并发症少、治疗费用低

等优点。Nurlan Zhampeissov等［34］报道了文献所记

载的首例采用HIFU治疗晚期复杂性HAE的成功实

践，他们首创的HIFU联合穿刺引流两阶段疗法，在

晚期复杂性 HAE 的微创治疗中取得了满意的效

果。HIFU 的局限性［35］在于其聚焦区域较小，各聚

焦点之间有时难以重叠，且患者的呼吸和胸廓运动

也使其准确定位有一定难度，因此有可能导致病灶

的残留，影响其治疗效果。另外，由于HIFU设备成

本相对较高，且实施过程中需要经验成熟的影像技

术团队配合，故目前应用HIFU治疗HAE的报道较

少，其适应症范围、预后、远期疗效及复发情况仍待

进一步研究。

4 腹腔镜治疗

4.1 腹腔镜技术 早在 1993 年，我国学者谭家

忠［36］就在国内外首先报道了他们采用腹腔镜治疗

肝囊型包虫病获得成功的消息，打破了肝包虫病手

术必须开腹的禁锢，由于担心复发和原头节种植，

腹腔镜治疗肝包虫病在当时并没有被很快接受［37］，

此后国内外相关机构相继开始尝试用腹腔镜治疗

肝包虫病。

4.2 适应症 李春林等［38］认为腹腔镜解剖性肝叶

切除术治疗HAE只适用于早中期及部分病灶位置

位于肝脏边缘的病例，即使病灶未累及肝门或其他

重要解剖结构，其切除范围也仅限于肝叶切除及边

缘肝段切除。

4.3 优势与局限性 腹腔镜治疗肝包虫病具有术

后恢复快，伤口感染率低、出血少、术后并发症少，

住院时间短的优势［39-40］。Salm等［41］在其文章中称，

腹腔镜手术治疗HAE，在治疗效果及安全性方面应

与开腹手术无异。由于目前腹腔镜治疗HAE尚无

统一的专家共识，手术的安全性、治疗效果及患者

的预后、并发症等方面的情况尚不明确。因此，在

临床实践中，手术医师需进行严格的患者和手术适

应症选择，不能为了追求微创而盲目进行腹腔镜手

术。即使综合考虑患者病情及全身情况确实适宜

行腹腔镜手术，也应遵从开腹手术治疗HAE的基本

要求，包括无瘤手术操作、手术的切缘距泡型棘球

蚴病灶边缘的距离应＞1 cm［42］、剩余肝功能保护等

原则。相较于其他微创治疗方法，腹腔镜治疗HAE

手术难度相对较大，对手术医师的技术要求高，同

时又需要麻醉、重症、护理等多学科支持，需要先进

的手术设备及雄厚的肝脏外科基础作为支撑，故只

适合在有经验的医疗中心开展。

5 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肝泡型棘球蚴病的微创外科干

预方法主要有经皮介入治疗、影像引导热消融治

疗、高强度聚焦超声和腹腔镜手术等，这些微创技

术弥补了传统外科手术治疗HAE的某些短板，拓宽

了肝泡型棘球蚴病的可治范围，并使HAE的综合治

疗体系更加完善。虽然目前微创外科技术治疗

HAE总体上处于起步阶段，但随着微创外科技术的

不断发展以及临床治疗经验的不断积累，HAE的微

创治疗手段将会变得越来越成熟。现阶段，在准确

把握各种微创技术适应症的前提下，将一些颇为成

熟的微创外科技术应用于HAE及其并发症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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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利于某些HAE患者生存质量的提高或其预期

寿命的延长。总之，患者个体化治疗方式的选择应

该结合患者自身情况、医院综合实力、专科经验等

进行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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