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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肠毒素大肠埃希菌载体活菌疫苗的
安全性和免疫性研究
王志斌

曾年华

【摘要】

姜普林

目的

李淑琴

张兆山

研究肠毒素大肠埃希菌活菌载体疫苗ＦＥ３、ＦＥｌ６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方法

通过肠毒素大肠埃希菌肠毒素毒力试验、新西兰大白兔免疫试验、小鼠口服和鼻饲途径免疫试验，检
测载体疫苗的毒性、免疫原性和免疫效果。结果毒力试验中所有检测均为阴性；免疫４次后大白兔
血清对福氏２ａ型菌的凝集效价均不低于１：６４０，对肠毒素大肠埃希菌菌毛抗原的凝集效价均不低于
１：１２８０；通过口服和鼻饲方式免疫小鼠后，血清中ＩｇＧ显著升高，同时能够在粪便中检测到分泌型
ＩｇＡ，而灭活苗免疫未能检测到分泌型ＩｇＡ。结论

活菌载体疫苗株ＦＥ３和ＦＥｌ６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和免疫原性，同时能够刺激机体产生体液免疫和黏膜免疫反应。
【关键词】肠毒素大肠埃希菌；疫苗；免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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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毒素大肠埃希菌是引起细菌性腹泻的最主要

毒素大肠埃希菌的主要流行血清型菌毛抗原ＣＦ～

致病菌，常因污染食品或水源导致爆发或流行，特别

Ｉ、ＣＳ６和ＣＳ３以及其共有的肠毒素抗原。为了验证

是在自然灾害时更不易避免和控制，所以研制有效

ＦＥ３、ＦＥｌ６作为疫苗的可行性，我们对其免疫原性

的疫苗加强免疫预防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公共卫生问

进行了研究，并检测其安全性和免疫效果。

题ｕ Ｊ。以往研制的灭活菌苗和纤毛抗原都不能有效
材料与方法

地激发机体的免疫反应，而针对菌体的活疫苗可以
有效地诱导机体产生体液和黏膜免疫比１。本研究利

１．材料：

用基因重组技术构建了两个肠毒素大肠埃希菌活菌

（１）实验菌株：大肠埃希菌Ｅ４４８１５（ＣＳ３）、

载体疫苗株ＦＥ３和ＦＥｌ６，这两个疫苗株包含肠

Ｅ１００＋（Ｃ刚Ｉ）、痢疾杆菌ＦｗＬ０１均由军事医学科
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提供。

基金项目：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８６３计划”资助项目
（２００４ＡＡ２１５２１２）
作者单位：５１０５０７广州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王志斌、曾年华、
姜普林）；北京生物工程研究所（李淑琴、张兆山）
通讯作者：张兆山与王志斌同为第一作者

（２）实验动物：ＢＡＬＢ／ｃ乳鼠（３天）和小鼠（６—８
周）、新西兰大白兔（雌性，２～２．５ ｋｇ）和纯白化豚鼠
（３００～３５０ ｇ）均由中山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提供。

·５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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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抗体：ＨＲＰ一羊抗鼠

疫苗株ＦＥ３、ＦＥｌ６用产毒液体培养基３７℃培养

ＩｇＧ、ＩｇＡ和ＨＲＰ．羊抗兔ＩｇＧ，购自美国Ｚｙｍｅｄ

１８

公司。

加入２％的伊文斯蓝。每只乳鼠用１ ｍ１注射器灌喂

（４）化学试剂：试验中所有化学试剂均为分
析纯。
（５）培养基：ＣＦＡ培养基：水解酪蛋白１０ ｇ／Ｌ，酵
０．０５

ｇ／Ｌ，ＭｎＣｌ２

ｄＬ，调节ｐＨ至７．４，固体培养基添加琼脂

１５

ｇ／Ｌ。产毒培养基：水解酪蛋白２０ ｇ／Ｌ，酵母粉

１０

１０刮Ｌ，Ｍｇｓ０４。７Ｈ２０

ｇ／Ｌ，Ｎａｃｌ

ＣｏＣｌ·６Ｈ２０
５

ｍｌ，２０～２５℃静置３ ｈ后，在放有沾湿氯仿棉花

０．１

的平皿中将乳鼠处死，打开腹壁，观察色素是否进入

母粉１．５ ｇ／Ｌ，ＭｇＳ０４·７Ｈ２０
ｏ．００５

ｈ，取０．５ ｍ１，４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１０ ｍｉｎ，在上清液中

０．００１

ｇ／Ｌ，ＦｅＣｌ３

０．００２

肠腔内并小心切断膀胱背部的直肠和胃及小肠之间
的肠道，取出置容器中称重，肠重除以肠外体重计算
液体积聚比，其平均比值＜０．０８３为阴性。
②热敏肠毒素毒力试验：将疫苗株ＦＥ３、ＦＥｌ６、

ｇ／Ｌ，

大肠埃希菌Ｅ４４８１５（阳性对照）和痢疾杆菌ＦｗＬ０１

ｇ／Ｌ，葡萄糖

（阴性对照）在产毒培养基中３７℃培养１８ ｈ，每份样

０．０２

ｇ／Ｌ，用时添加林可霉素９０ ｍｇ／Ｌ。

本取３ ｍｌ，加２５ ｍｇ／ｍｌ多粘菌素Ｂ ３０肛ｌ至终浓度
ｍｇ／ｍ１，３７℃静止裂解３０ ｍｉｎ，９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

２．方法：

０．２５

（１）载体疫苗的构建：

１０

①表达肠毒素大肠埃希菌菌毛抗原ＣＦ刖Ｉ和

用雌性新西兰大白兔６只，２～２．５ ｋｇ，随机分组，每

ＣＳ６基因的重组质粒ｐＺＣＦｌ６的构建∞１：用限制酶

组３只，试验前禁食２天后，去腹毛，消毒并用乙醚

Ｉ消化含有Ｃ刚Ｉ操纵子的基因片段质粒

麻醉，从第三乳头高点的腹中线剖至第四乳头，切开

ｐＺＨＬ８８，回收所需基因片段；用ＢａｍＨ Ｉ对ｐＡｓ【）２１

掏出小肠，从盲肠开始４～８ ｃｍ结扎成一段，共结扎

进行酶切，回收１７００碱基对的含天冬氨酸半醛脱氢

６段，间隔２ ｃｍ。将１ ｍｌ阳性对照、阴性对照和疫苗

酶基因的片段。用Ｔ４ ＤＮＡ聚合酶分别将回收片

株的过滤除菌的裂解液分别注射至相应肠段，每份

ＤＮＡ连接酶连接，获得表达Ｃ刚Ｉ

样品注射两个肠段。无菌缝合，静养（喂葡萄糖水）

Ｐｖｕ

段补平后，用Ｔ４

ｍｉｎ，取上清并用滤器除菌过滤，放４℃备用。选

ｈ后解剖，观察肠道有无积水，有积水为阳性，无

的重组质粒ｐｚＨＹ２１。用限制酶ＢａｎⅡ和ＥｃｏＴｌ４１

１８

消化重组质粒ｐＺＨＹ２１，回收大片段，与带有相应酶

积水为阴性。
③豚鼠角结膜毒力试验：纯白化豚鼠８只，体重

切位点的Ｃｓ６基因的ＰＣＲ产物用Ｔ４ ＤＮＡ连接酶

ｇ，随机分组，每组２只，并作均衡性检验，

连接，最终获得能表达ＣＦ刖Ｉ和ＣＳ６的重组质粒

３００～３５０

ｐＺＣＦｌ６，其大小约１８ ０００碱基对。

各组间方差齐性，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②表达肠毒素大肠埃希菌菌毛抗原ＣＳ３以及

０．９１６）。将疫苗株ＦＥ３、ＦＥｌ６、大肠埃希菌Ｅ４４８１５

不耐热肠毒素Ｂ亚基和耐热肠毒素突变体融合基

（阳性对照）和痢疾杆菌ＦＷＬ０１（阴性对照）在产毒

因的重组质粒ｐＺＨＹ２２的构建参照参考文献［３］的

固体培养基中３７℃培养１８ ｈ。用经烧灼无菌的针

方法。

头在每只豚鼠的角结膜上轻划７～８下，然后取一接

③载体疫苗的构建：将重组质粒ｐＺＣＦｌ６和

ｐＺＨＹ２２分别转入疫苗株载体痢疾福氏志贺菌２ａ

种环菌（直径３ ｍｍ，含活菌数为５×１０１０个）涂入豚
鼠角结膜内，连续观察７天有无炎症反应。
３．免疫原性试验：新西兰大白兔６只，２～

菌株ＦｗＬ０１中，构建成表达肠毒素大肠埃希菌菌

毛抗原ＣＦ～Ｉ和ＣＳ６的ＦｗＬ０１（ｐｚＣＦｌ６）和表达肠

２．５

ｂ，随机分组，每组３只，并作均衡性检验，各组

毒素大肠埃希菌菌毛抗原ＣＳ３以及不耐热肠毒素Ｂ

问方差齐性，组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８１０）。

亚基和耐热肠毒素突变体融合蛋白的ＦＷＬ０１

将疫苗株ＦＥ３、ＦＥｌ６分别接种于ＣＦＡ液体培养基，

（ｐｚＨＹ２２）。为方便起见，将疫苗株ＦｗＬ０１

３７℃培养１８ ｈ，离心收菌，用灭菌ＰＢＳ洗一次并稀

（ｐｚＣＦｌ６）命名为ＦＥｌ６，将ＦＷＬ０１（ｐ ＺＨＹ２２）命名

释到一定浓度，经耳静脉免疫大白兔，每次０．５ ｍｌ，

为ＦＥ３。

免疫４次，４次注射的剂量分别是２．５×１０８、５×１０８、

（２）肠毒素大肠埃希菌肠毒素毒力试验：

１×１０９、２×１０９个菌，于末次注射后１４天采血作玻

①耐热肠毒素试验：新生３天左右的ＢＡＬＢ／ｃ

片凝聚试验，分别测血清对福氏２ａ型菌和肠毒素大

乳鼠，随机分组，每组３只，并作均衡性检验，各组间

肠埃希菌菌毛抗原的抗体效价，以免疫前血清作为

方差齐性，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尸＝０．１４４）。将

阴性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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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小鼠免疫试验：将疫苗株ＦＥ３、ＦＥｌ６分别接

血清对肠毒素大肠埃希菌菌毛抗原的抗体效价不低

种于ＣＦＡ固体培养基，３７℃培养１８ ｈ，每个平皿用

于１：１２８０，其效价范围分别是１：２５６０～１：５１２０和

２ ｍｌ

ＰＢＳ洗下菌苔，配制成２×１０１０的茵密度，加甲

１：１２８０～１：５１２０，其平均效价分别为１：３２２５

醛至终浓度为０．５％，置４℃放置４８ ｈ，作灭菌实验，

（３．５０８±０．１７４）和１：２５６０（３．４０８±０．３０１）；以上数

直至无菌生长，用ＰＢＳ透析，计算好灭活菌浓度。

据显示ＦＥ３和ＦＥｌ６疫苗株具有很强的免疫原性

选用６～８周雌性ＢＡＩ，Ｂ／ｃ小鼠４８只，每组６只，随

（表１、图１）。

机分成８组，分别是口服免疫４组和鼻饲免疫４组，

表１

并作均衡性检验，各组间方差齐性，组间差异无统计

菌毛抗原１点誉堕竽鬻＿：｝生雩鬻

学意义（Ｐ＝０．９８７）。口服免疫分成活苗２组（ＦＥ３
组、ＦＥｌ６组）和灭活苗２组（ＦＥ３组、ＦＥｌ６组），免疫
前先对小鼠禁食２ ｈ，然后用钝针头灌胃２００＂ｌ饱和
碳酸氢钠，３０ ｍｉｎ后再以口服方式进行免疫，活苗组

ＦＥ３、ＦＥｌ６疫苗免疫兔血清对福氏２ａ型菌和
肠毒素大肠埃希菌菌毛抗原的凝集效价

１２８０

１２８０

２５６０

６４０

肠毒素大肠埃希菌２５６０

２５６０

５１２０

１２８０

福氏２ａ型菌

６４０

１２８０

２５６０

５１２０

和灭活苗组每只小鼠均灌饲２００肚１（２×１０９ＣＦＵ和
１０肛ｇ

ＣＴＢ）。鼻饲免疫同样分成活苗２组和灭活苗

２组（ＦＥ３组、ＦＥｌ６组），免疫前先用乙醚麻醉，每只
小鼠鼻饲２０肛ｌ相应菌（２×１０８ＣＦＵ和５肛ｇ ＣＴＢ）。
隔周免疫，共免疫４次，同步进行。
血清和粪便收集：在免疫前和每次免疫后２周

妄
。

一
毫
较
逛
鲁

采血和收集粪便。血清从眼眶取血，血块在４℃放
置过夜，１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１０ ｍｉｎ，获得血清存放
在一２０℃。取免疫前后的新鲜粪便，每克悬浮于４ ｍ１
含有０．０５ ｍｏｌ／Ｌ ＥＤＴＡ的ＰＢＳ溶液中，室温放置
１５

图１

ｍｉｎ，且不时振荡，４℃８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５ ｍｉｎ，取

ＦＥ３、ＦＥｌ６疫苗免疫兔血清对福氏２ａ型菌和
肠毒素大肠埃希菌菌毛抗原凝集平均滴度

上清液，于一２０℃保存。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ＥＬＩＳＡ）测定血清中ＩｇＧ和粪便中的ＩｇＡ，参照文

３．动物免疫效果检测：大白兔经耳静脉免疫试

献［５，６］的方法进行。以免疫前血清和粪便作为阴

验中，用ＥＬＩＳＡ法检测兔血清中ＩｇＧ，ＦＥ３组和

性对照。

ＦＥｌ６组在免疫前检测不到抗体，免疫后１周，抗体

５．统计学方法：所获得的数据采用ＳＰＳＳ

１０．０

效价分别高达１：２５ ６００和１：５１ ２００，其后持续上升，
至第４周达到最高，ＦＥ３组和ＦＥｌ６组的第４周血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

清效价分别为１：１０２
结

果

１０２ ４００～１：２０４

４００～１：１ ６３８

４００和１：

８００，其平均效价分别为１：６４８

５３３

１．疫苗的安全性：耐热肠毒素试验用乳鼠检测

（５．５１２±０．６２６）和１：１７０ ６６７（５．２１１±０．１７４）；再持

疫苗组其平均比值均＜０．０８３，均为阴性；用兔肠结

续观察１个月，抗体效价仍稳定在１：２０４ ８００和１：

扎试验检测热敏肠毒素毒力，疫苗组肠段内无积水，

１０２

均为阴性；豚鼠角结膜毒力试验中的疫苗组观察没

ＦＥ３和ＦＥｌ６疫苗株产生的抗体一直维持较高的水

有出现任何炎症反应。三种毒素毒力试验结果表明

平。ＦＥ３和ＦＥｌ６疫苗株在各观察期间抗体效价相

ＦＥ３、ＦＥｌ６两个疫苗株是安全的。

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ｆ＝０．２１，Ｐ＞０．０５）（图２）。

４００。由此初步可见，在观察的２个月期间，

２．免疫原性检测：大白兔经耳静脉免疫试验中，

小鼠经口服和鼻饲免疫数周后，经ＥＬＩＳＡ检测

免疫前血清中检测不到相应抗体，免疫４次后，ＦＥ３

发现，免疫之前小鼠血清中无特异性抗体ＩｇＧ产

和ＦＥｌ６两组血清对福氏２ａ型菌的凝集效价均不

生，经过４次加强免疫后，血清抗体效价显著上升，

低于１：６４０，其效价范围分别是１：１２８０～１：２５６０和

用活苗免疫变化特别显著（图３）。第８周血清抗体

１：６４０～ｌ：１２８０，其平均效价分别为１：１６１３（３．２０８±

效价ＦＥ３口服活苗组达１：４２６７（３．６０９±０．１５５），

０．１７４）和１：８０６（２．９０６±０．１７４）；ＦＥ３和ＦＥｌ６两组

ＦＥ３鼻饲活苗组达１：３４１３（３．５０８±０．１５５），ＦＥｌ６口

生堡煎堡瘟堂盘查！！！ｉ生！旦笙！！鲞箜！塑堡垒也』垦Ｐｉｉ！坐丛！』！！！！！！ｉ！∑！！：！！！塑！：！

服活苗组达１：４４８０（３．６０９±０．２４６），ＦＥｌ６鼻饲活苗

可以协同ＥＴＥＣ毒素抗原对ＥＴＥＣ表达的毒素及

组达１：４６９３（３．６５９±０．１２３）。各活苗免疫组抗体效

同源ｃＦＡｓ提供保护。因此如果选择包括ＣＦ～Ｉ和

价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各活苗免疫

ＣＳｌ～ＣＳ６中的一种或几种作抗原，再结合一定的

组与相应的灭活苗免疫组比较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

类毒素，在理论上这样的疫苗株可以对世界范围内

（Ｐ＞０．０５），但都比相应灭活苗效价高。检测免疫

８０％以上大肠埃希菌株提供保护旧Ｊ。以定居因子为

小鼠粪便中ＩｇＡ，活苗口服组和鼻饲组都能产生明

抗原的大肠埃希菌的灭活疫苗已经在进行临床试

显的特异性分泌型ＩｇＡ，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验，初步试验结果表明该疫苗虽然有一定的免疫保

（Ｐ＞０．０５），而灭活苗口服组和鼻饲组却未能产生。

护效果，但是免疫保护并不理想，特别是对主要的目
标人群儿童的效果更差。在宿主防御胃肠道致病微

７

生物对机体的定居和侵入方面，黏膜免疫防御的重

６
５

要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未来高效的大肠埃

４

希菌疫苗应能同时诱导体液免疫和黏膜免疫，载体

３

＾ｋ１）糕靛呕￥较

２

活菌疫苗是研制理想ＥＴＥＣ疫苗的发展方向ｕ

ｌ

０。。

本研究采用基因重组技术，将重组质粒ｐＺＣＦｌ６

Ｏ
０

１４

７

２ｌ

２８

６０

时间（ｄ）

和ｐｚＨＹ２２分别转入疫苗株载体痢疾福氏志贺菌
２ａ菌株ＦｗＬ０１中，构建成表达肠毒素大肠埃希菌

ＦＥ３和ＦＥｌ６疫苗株免疫大白兔血清抗体

图２

效价动态变化

宴

菌毛抗原ＣＳ３以及不耐热肠毒素Ｂ亚基和耐热肠
毒素突变体融合蛋白的ＦＥ３疫苗株以及表达肠毒

∞∞

素大肠埃希菌菌毛抗原Ｃ刚Ｉ和ＣＳ６的ＦＥｌ６疫苗

如∞

株。ＦＥ３和ＦＥｌ６疫苗株通过毒性试验证明是安全

加∞

的；免疫新西兰大白兔，血清对福氏２ａ型菌的凝集

ｇ
§
狡 如∞
蜒
崮 加∞

效价均不低于１：６４０，对肠毒素大肠埃希菌菌毛抗
原的抗体效价不低于１：１２８０，表明ＣＦＡ／Ｉ、ＣＳ６和

ｍ∞

ＣＳ３抗原在痢疾福氏志贺菌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达，

０

其免疫原性得到了很好的保持；通过口服和鼻饲两
时间（周）

图３

ＦＥ３疫苗以口服和鼻饲方式刺激
小鼠血清抗体变化情况

种方式免疫小鼠，表明肠毒素大肠埃希菌活菌载体
疫苗ＦＥ３、ＦＥｌ６以口服和鼻饲途径免疫小鼠均能刺

激机体产生特异抗体ＩｇＧ，保持了良好的免疫原性，
同时能够产生特异性分泌型ＩｇＡ，有效地刺激机体

讨

论

目前研究认为，大肠埃希菌定居因子与小肠黏

的体液免疫和黏膜免疫，而灭活疫苗却未能检测到

分泌型ＩｇＡ，说明它未能诱导机体产生黏膜免疫。

膜粘附和肠毒素致毒是大肠埃希菌腹泻不可或缺的

口服和鼻饲方式免疫动物，抗体效价比较差异无统

两个必要条件，当病原菌感染宿主后，大肠埃希菌首

计学意义，但是由于鼻饲方式免疫剂量比口服方式

先通过ＣＦＡｓ粘附到小肠黏膜上，然后释放出一种

小，因此认为鼻饲免疫方式效果应优于口服免疫方

或两种肠毒素，与小肠细胞膜上的特异受体结合，产

式。比较活苗和灭活苗的免疫效价，活苗的免疫效

生水样、脱水性腹泻。鉴于定居因子在大肠埃希菌

果明显优于灭活苗。比较ＦＥ３和ＦＥｌ６的免疫效

致病中的关键作用，用定居因子作为该菌疫苗抗原

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ＦＥ３和ＦＥｌ６疫苗株在

已引起科研人员的极大关注。现人类大肠埃希菌的

免疫效果上是相同的。由此可见，肠毒素大肠埃希

２０种ＣＦＡＳ中特征最鲜明且研究最多的是定居因子

菌活菌载体疫苗株ＦＥ３和ＦＥｌ６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抗原Ｉ（ＣＦ刖Ｉ）和菌毛表面抗原１～６（ＣＳｌ～

和免疫原性，并能够刺激机体产生体液免疫和黏膜

ＣＳ６）＂１，动物及志愿者实验表明，ＣＦＡＳ对表达同源

免疫，可以作为预防感染性腹泻的候选疫苗株，具有

ＣＦＡｓ的大肠埃希菌感染具有高效保护性，ＣＦＡｓ还

很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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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山东省蓬莱市传染病发病模式分析
迟立宗

罗昌生

孙爱民

为探讨蓬莱市传染病发病模式的演变特征及其有关影
响因素，现将该市１９５０—２０００年传染病资料分析如下。

病，１９９０一２０００年报告发病率１２５．７５／１０万，占甲、乙类传染
病的７０．０４％，但漏报率较高。②肺结核是目前主要危害居

１．传染病模式的演变特征：①传染病总发病率、死亡率

民生命与健康的传染病。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报告发病率９．７２／

呈逐年下降趋势。１９５０—２０００年全市传染病平均发病率

１０万，痰菌涂阳率７０．３６％。③乙型肝炎是主要血源性传染

５２１．６５／１０万，死亡率４．９３／１０万，发病率最高年为３１６５．７４／

病，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报告发病率２８．７０／１０万，占甲、乙类传染病

１０万（１９５９年），最低为１０５．５８／１０万（１９９６年），从７０年代

的１１．３３％，占分类型病毒性肝炎的３７．１５％。据调查全市健

起，每１０年平均下降４１．０１％以上，至２０００年发病率降至

康人群如３ＳＡｇ总感染率为５１．３４％。④性传播疾病，主要是

１７９．１８／１０万，死亡率为０．２ｌ／１０万。②计划免疫相关疾病下

淋病，近几年来发病率在急剧上升，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报告发病

降明显。５０、６０年代麻疹、百日咳居传染病前２位。自开展

率为１８．７０／１０万，但鉴于多种原因其漏报率相当高。

计划免疫规划以来，该类传染病发病率大幅度下降，控制到

建国以来，蓬莱市与全国一样大力进行了卫生事业建

历史最低水平，例如麻疹５０年代发病率１５５２．４９／１０万，至

设，根本改变了卫生状况，使传染病发病率及死亡率大大降

２０００年已基本控制。③血源及性传播疾病上升，主要是乙型

低，这是传染病模式迅速改变的重要原因。当前由于流动人

肝炎、淋病及艾滋病。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共报告乙型肝炎１３７７

口的增加等原因，造成某些传染病发生和流行的环境、条件

例，发病率２８．７０／ｌＯ万，占甲、乙类传染病的１１．３３％；报告淋

广泛存在，使传染病的发生有很大波动性，存在旧病死灰复

病８９８例，发病率１８．７０／１０万，占甲、乙类传染病的７．３６％；

燃和反复流行的危险，而且还可能出现新的传染病。传染病

同时报告艾滋病２例，艾滋病病毒携带者４例，梅毒３７例。

的实际发病率仍然相当高，仍是危害人民健康和影响社会主

④肠道传染病发病率不稳定，构成比上升，其中甲型肝炎逐

义经济建设的主要疾病。根据蓬莱市１９５０—２０００年疫情资

年上升。⑤传染病模式的转变是迅速的。病毒性肝炎、痢

料整理分析，目前蓬莱市传染病发病顺位为：病毒性肝炎、痢

疾、结核、淋病、肾综合征出血热已构成前五位传染病，而５０、

疾、肺结核、淋病、肾综合征出血热，是构成前五位传染病的

６０年代发病率较高的呼吸道传染病已控制在较低水平。

发病模式。

２．当前重点传染病及流行特征：①肠道传染病为常见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０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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