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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塔里木盆地新疆出血热蜱类及宿主动物
感染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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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检测塔里木盆地蜱类、啮齿动物和家畜新疆出血热（克里米亚－冈４果出血热，

ＣＣＨＦ）的感染状况和自然界分布现状。方法将病原材料蜱或啮齿动物脏器或羊血液标本接种ｌ～２
日龄乳鼠，取具有典型临床症状的检查材料采用反向血凝（ＲＰＨＡ）和免疫荧光（ＩＦＡ）方法做免疫学鉴
定，并采用ＲＴ—ＰｃＲ技术检测目标材料中ＣＣＨＦｖ特异性ｓ基因片段。结果

实验室接种采集自环

塔里木盆地２１个县（市）的蜱类、啮齿动物脏器和羊血液标本４２２组，获得典型临床症状发病材料４９

份，其中以巴楚、尉犁、于田和若羌地区的新疆出血热临床典型发病检出率较高。用ＲＰ｝ｎ鉴定４３
份，阳性６份，阳性率为１．４％；ＲＰＨＡ阳性材料分布于尉犁、轮台和于田３个地区。用ＩＦＡ鉴定４２
份，阳性１３份，阳性率为３．１％；ＩＦＡ阳性材料分布于巴楚、尉犁、民丰、轮台和于田５个地区。用
ＲＴ—ＰＣＲ方法检测３２份，检测到ＣＣＨＦＶ特异性＇ｓ基因片段（３２９～５４８ ｎｔ）３ｌ份，阳性材料分布于阿
克苏、阿瓦提、巴楚、洛浦、尉犁、民丰、且末、若羌、轮台和于田１０个地区。以亚东璃眼蜱的感染率最
高，其次是羊，从子午沙鼠脏器材料中检测到ＣＣＨＦＶ Ｓ基因片段。结论

新疆出血热在新疆南部地

区是以河流为依托，分布在环塔里木盆地区的沙漠绿洲胡杨灌木区域内，主要宿主媒介是亚东璃眼
蜱，羊、骆驼等家畜和塔里木兔、子午沙鼠和大耳跳鼠可作为新疆出血热的储存宿主。
【关键词】新疆出血热病毒；地理分布；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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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出血热又称克里米亚－冈０果出血热

磨，加１．８ ｍｌ含１０％兔血清双抗ＰＢＳ，３５００ ｒ／ｍｉｎ离

（Ｃｒｉｍｅａｎ—Ｃｏｎｇｏ ｈｅｍｏｒｒｈａ萄ｃ ｆｅｖｅｒ，ＣＣＨＦ）是一种对

心２０ ｍｉｎ，取上清接种１～２日龄乳鼠（昆明小鼠，上

人类具有高致病性的蜱传自然疫源性疾病，病死率

海实验动物中心提供；下同），观察发病情况。②从

极高，广泛分布于非洲、欧洲和亚洲大陆３０多个国

啮齿动物脏器标本中分离病毒：取同一个地区、同一

家…。我国自１９６５年在新疆巴楚地区首次发现新

个生境、同种啮齿动物脏器（肝、脾）１～５只为一组，

疆出血热以来，已查明在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和准噶

移入灭菌乳钵中洗３次，剪碎放少量海砂充分研磨，

尔盆地西南缘存在该病的自然疫源地心－５］，并已在新

加少量１０％兔血清双抗ＰＢＳ，３５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

疆巴楚地区发生数起爆发性流行№。８ Ｊ，给当地的经济

２０

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构成重大威胁。２００４—

动物血液标本中分离病毒：将加肝素的血液标本直

２００５年，我们采用免疫学技术方法对塔里木盆地的

接接种乳鼠，同一地区同一地点不加肝素血块标本

蜱类、啮齿动物和家畜进行了大规模的新疆出血热

３～５份为一组，移灭菌乳钵中，剪碎充分研磨，加

ｍｉｎ，接种ｌ～２日龄乳鼠，观察发病情况。③从

感染普查，并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对具有典型新疆出

１０％兔血清ＰＢＳ（１：１）或不加，３５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

血热临床症状的乳鼠检查材料进行了分子鉴定，现

２０

将结果报道如下。

ｍｉｎ，取上清接种１～２日龄乳鼠，观察发病情况。
本文所指典型发病材料为蜱或啮齿动物脏器标

材料与方法

本或羊血液标本经处理后接种ｌ～２日龄乳鼠，在发
病期内（一般为５—９ ｄ）出现对刺激敏感、惊跳、弓

一、自然概况

背、平衡失调、离窝、侧卧、拒食等临床症状∽ｏ，并连

塔里木盆地位于新疆天山和昆仑山，阿尔金山

续发病２代以上视为典型发病材料。典型发病材料

之间，东西长１４００ ｋｍ，南北宽约５５０ ｋｍ，面积５６万

进一步进行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鉴定。

ｋｍ２，海拔９００～１４００ ｍ，为亚洲中部最大的内陆盆

２．免疫学鉴定方法：标本材料接种后经２～４代

地。该盆地是大型封闭性山间盆地，天山、昆仑山阻

盲传，取发病典型频死状态的乳鼠鼠脑，采用反向被

隔印度洋和西太平洋暖湿气流的进入，降水量极少

动血凝（ＲＰＨＡ）和免疫荧光（ＩＦＡ）方法进行鉴定。

（北部一般在５０～７０ ｍｍ，南部一般在１５～３０ ｍｍ），

（１）ＲＰＨＡ：①取发病典型的乳鼠鼠脑组织，充

气温变化剧烈，夏季炎热，沙面温度高达７０～８０℃，

分研磨后用１／１５ ｍｏｌ／Ｌ ｐＨ值８．０ ＰＢＳ制成１０％的

冬季寒冷，经常在一２０～一２５℃，最低气温可

悬液，经３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２０ ｍｉｎ，取上层液项加入等

达一５０℃。由于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塔里木盆地

体积麻醉乙醚，室温充分混匀，用力振荡后静置待其

生态类型复杂多样。盆地西部的叶尔羌河流域地势

自然分层，下层即为抗原成分，用毛细吸管吸出后

平坦，地表水相对丰富，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覆盖

４℃保存待鉴定。②用本实验保存的新疆出血热病

度高，形成著名的喀什平原农牧区；塔里木河向东横

毒单克隆抗体致敏经鞣酸化处理的绵羊红细胞，制

贯盆地北部，沿河两岸分布着大量的原始胡杨林，形

成致敏血球，分装备用，见参考文献［９］。③于９６孑Ｌ

成塔里本盆地所特有的吐加依林景观；盆地南部土

“Ｖ”型血凝板内加入稀释液２５弘１，再加入２５肛ｌ待测

壤沙化严重，在玉龙喀什河、于田河、尼亚河和车尔

标本抗原，倍比稀释至第７孔，用已知阳性和阴性抗

臣河流域分布有斑块状分布的原始胡杨林；盆地东

原作对照。于上述稀释后的反应孔内加入２５肚ｌ致

部和罗布低地为著名的风蚀区，多为桌状高台的“雅

敏血球３７℃孵育ｌ～１．５ ｈ观察结果，见参考文献

丹”地形，植被极度贫乏，偶可见几株柽柳。

［９］。④所有对照正常，待测标本出现血凝者判为阳

二、检测方法

性，以最高抗原稀释度成５０％血凝“抖”为实验终

１．病毒分离：①从蜱类标本中分离病毒：将鉴定

点，此稀释度的倒数即为抗原的滴度，见参考文

好的同一个地区、同一个生境、同种蜱类约５０只为

献［９］。

一组，用含１０００ Ｕ／ｍｌ青链霉素的ＰＢＳ洗３次，每次

（２）ＩＦＡ：①取发病典型的乳鼠鼠脑组织制成

ｍｉｎ，移灭菌乳钵内剪碎，加少量海砂充分研

１０％的悬液，经３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后取上清液接种于

１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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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培养好的Ｖｅｒｏ Ｅ６中，培养７～１０ ｄ后可盲传一

１０种２万余只，分组鉴定５种１４ ５２７只２８８组，其中

次。联培养液点入细胞片的圆圈内，经丙酮固定

亚东璃眼蜱（Ｈ粥Ｚｏ仇优口况５缸蹴“优尼０２ｚｏ谢）６８组，亚

后一２０℃以下冻存备检，见参考文献［９］。②用新疆

洲璃眼蜱指名亚种（Ｈ妒ｚｏ优ｍ口ｎｓ如￡站“ｍ

出血热病毒单克隆抗体细胞培养上清液不经稀释直

盘ｓ施￡ｉｃ“ｍ）２０７组，图兰扇头蜱（Ｒ矗ｉｐ站Ｐｐ＾口ｚ甜ｓ

接点入待测细胞片中，３７℃湿盒孵育４５ ｍｉｎ，用

￡“ｍ以站“ｓ）７组，血红扇头蜱（Ｒ＾ｉ声ｉ蚴＇砌ｚ“５）１组，银

ｍｏｌ／Ｌ ｐＨ值７．４ ＰＢＳ洗涤３次，每次静置３—

０．０１
５

ｍｉｎ，吹干。加入羊抗鼠Ｉｇ—ＦＩＴＣ，工作浓度按说明

使用，伊文斯兰染色，３７℃湿盒孵育３０ ｍｉｎ，洗涤３

钝革蜱（眈ｒｍ口∞挖￡ｏｒ

７ｚｉ优“５）５组；在１８个县（市）捕

获啮齿动物标本８种３５９只，分组鉴定８种２０６只
６３组；在５个县采集羊血２０７份，分组鉴定７１组。

次，吹于封片置荧光显微镜下观察。

４２２组材料分组接种乳鼠后共获得典型发病材

３．分子生物学鉴定方法：①引物：本研究中所使

料４９份，其中亚东璃眼蜱３７份，亚洲璃眼蜱指名亚

用的特异性引物见表１。②ＲＮＡ的提取：用ＳＶ

种４份，羊血液标本７份，子午沙鼠（Ｍａ以。咒ｅｓ

Ｔｏｔａｌ ＲＮＡ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ＰＲＯＭＥＧＡ公司）试剂

ｍ口ｒ弘施咒“ｓ）１份，分布地区包括阿克苏、阿瓦提、巴

盒从发病典型的乳鼠鼠脑材料提取总ＲＮＡ，用正常

楚、轮台、洛浦、民丰、且末、若羌、沙雅、尉犁和于田

鼠脑做阴性对照。取０．１ ｇ鼠脑研磨后加０．６ ｍ１

１１个地区。

ＤＭＥＭ（无血清），１２

ｒ／ｍｉｎ离心１０ ｍｉｎ，取上清

１．塔里木盆地新疆出血热的地区分布：在２１个

３００肛ｌ，加裂解试剂１７５弘ｌ和ＳＶ ＲＮＡ稀释液

地区４２２组材料中，巴楚、尉犁、于田和若羌的新疆

０００×ｇ离心１０ ｍｉｎ，取上

出血热检出率较高，分别为１６．９％、１７．２％、１５．８％

清，加９５％乙醇２００肚ｌ，转移至离心柱，１２ ０００×ｇ离

和２０．０％。４９份典型临床材料中用ＲＰＨＡ鉴定４３

２５０肛ｌ，混匀静置３

０００

ｍｉｎ，１３

心１ ｍｉｎ，加ＲＮＡ洗涤液（已加８０％乙醇）６００＂ｌ，
１２

０００×ｇ离心１ ｍｉｎ，重复２次。纯化的ＲＮＡ溶于

ＤＥＰＣ水中。③Ｓ基因的克隆、测序和鉴定：逆转录
使用ＡＭＶ

ＲＴ—ＰＣＲ

ＫＩＴ（ＴａＫａＲａ公司），参照说明

书操作。用特异引物ＰＣＭ—Ｔａｇ和随机引物，反转
录合成ｃＤＮＡ。通过使用巢式ＰＣＲ引物Ｆ２～Ｒ３和
Ｆ３～Ｒ２进行ＰＣＲ扩增，循环参数为：９４℃预变性
５ ｍｉｎ，９４℃３０ ｓ，６０℃３０

ｓ，７２℃｜ｍｉｎ，扩增３０个

循环，７２℃延伸１０ ｍｉｎ。产物用１．Ｏ％琼脂糖凝胶检
测。扩增产物经纯化后直接用ＡＢｌ３７３ＤＮＡ自动测
序仪进行测序，将测序结果用ＢＬＡＳＴ工具软件与
ＧｅｎＢａｎｋ上已报告的ＣＣＨＦＶ Ｓ基因片段进行序列
比较。

料分布于尉犁（４份）、轮台（１份）和于田（１份）３个
地区；４９份典型临床材料中用ＩＦＡ鉴定４２份，阳性
１３份，ＩＦＡ阳性率为３．１％，ＩＦＡ阳性材料分布于巴
楚（４份）、尉犁（３份）、民丰（１份）、轮台（２份）和于
田（３份）５个地区；用ＲＴ—ＰＣＲ方法检测典型发病材
料３２份，检测到ＣＣＨＦＶ特异性Ｓ基因片段（３２９～
５４８

ｎｔ）３１份（图１），经用ＢＬＡＳＴ工具软件与

ＧｅｎＢａｎｋ注册的已知基因序列比对，同源性在
８５．５％～９９．５％之间，差异性仅为０．５％～１４．５％，
均为ＣＣＨＦＶ Ｓ基因片段（３２９～５４８ ｎｔ）。阳性材
料分布于阿克苏（１份）、阿瓦提（１份）、巴楚（８份）、
洛浦（１份）、尉犁（１０份）、民丰（１份）、且末（１份）、

表１

新疆出血热Ｓ基因特异性引物

若羌（２份）、轮台（３份）和于田（３份）１０个地区。
测序结果去掉了引物序列及其附近的部分核苷

逆转录引物’
ＰＣＭ一１砬

份，阳性６份，ＲＰＨＡ阳性率为１．４％，ＲＰＨＡ阳性材

酸，从而得到了３２９～５４８ ｎｔ位点长度为２２０ ｂｐ核苷

５’一ＯＣＧ ＡＧＡ衄、Ａ ＡＡＡ ＴｃＧ ＡＧＧ
ＴＧＡ ＡＴＣ ＴＣＡ ＡＡＧ ＡＡＡ Ｔ一３’

酸序列（位点依据中国病毒株７００１株Ｓ基因序

扩增引物＃
Ｆ２

５’一ＴＧＧ ＡＣＡ Ｃ了Ｔ ＴＣＡ ＣＡＡ

１３５～１５３

列）。以代表株ＢＡ０５０３５（巴楚，２００５）为例，其Ｓ片

Ｒ３

５’．ＧＡＣ ＡＡＡ ＴＴＣ ＣＣＴ ＧＣＡ ＣＣＡ－３’

６７０～６５３

段部分基因序列：

Ｆ３

５７一ＧＡＧ ＴＧＴ ＧＣＣ ＴＧＧ ＧＴＴ ＡＧＴ Ｔ（＞３’

２９０～３０９

Ｒ２

５’一ＧＡＣＡｒｒ ＡＣＡＡｒｒ ＴｃＡｃＣＡＧＧ一３’

５４９～５３０

Ａ（了Ｇ３’

＊见文献［１０］；＃根据已发表的中国株７００１的ｓ基因片段序

ＧＡＴＴＧＧＡＧＴＧＧＴＴＣＧＡ Ａ Ａ Ａ Ａ Ａ ＡＴＧＣＡＧＧＡＡＣＣ
ＡＴＴＡ ＡＡＴＣＴＴＧＧＧＡＴＧＡＡＡＧＣＴＡＣＡＣＴＧＡＧＣＴ

ＧＡＡＡＧＴＴＧＡＧＧＴＣＣＣＴＡ Ａ Ａ ＡＴＡＧＡＡＣＡＧＣＴＴＧ

列设计ｎ１］，引物均由赛百盛公司合成

ＣＣＡＡＴＴｉＡＣＣＡＡＣＡＧＧＣＴＧＣＴＣＴＣＡＡＧＴＧＧＡＧＧ

结

果

在环塔里木盆地２１个县（市）共采获蜱类５属

ＡＡＧＧＡＣＡＴＡＧＧＴＴＴＴＣＧＴＧＴＣＡＡＴＧＣＡＡＡＴＡＣ
ＧＧＣＡＧＣＣＴＴＡＡＧＣＣＡＣＡＡＧＧＴＣＣＴＴＧＣＡＧＡＧ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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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ＡＡＡＧＴＣＣＣＴＧＧＴＧＡＡＡＴＴＧＴＡＡＴＧＴＣ

确定新疆出血热在新疆南部地区，是以河流为依托，
分布在环塔里木盆地区的荒漠绿洲胡杨灌木区
域内。
新疆出血热的主要宿主媒介是璃眼蜱属的蜱
类，已证实有２８种硬蜱可作为该病的传播媒
介ｎ，１２］。塔里木盆地分布着璃眼蜱、革蜱、扇头蜱等
１０余种硬蜱ｕ ３｜，其中在胡杨灌木荒漠林区主要是以
璃眼蜱属的蜱类为主，小亚璃眼蜱数量非常少，主要

Ｍ：ＤＩ拿０００ ｂｐ Ｍａｒｋｅｒ；１～３：ｃｃＨＦＶ ＹＬ０５０３５、ＹＬ０５０５７和

分布在喀什平原地区，亚洲璃眼蜱指名亚种主要分

ＬＴ０５１４６株的ｓ基因片段扩增产物；４：阴性对照
图１

部分ＣＣＨＦ株ＲＴ—ＰＣＲ扩增产物电泳图

布在塔里木盆地东南缘的民丰、且末胡杨荒漠地区，
是该地区的优势蜱类，而亚东璃眼蜱则分布十分广

２．塔里木盆地新疆出血热的宿主分布：蜱、啮齿
动物脏器和羊血液３种标本４２２组材料的ＲＰＨＡ、
ＩＦＡ和特异性Ｓ基因ＰＣＲ检测结果表明：亚东璃眼
蜱的阳性检出率最高，２０７组亚东璃眼蜱中有３７组
引起乳鼠典型发病，发病率为１７．９％，用ＲＰＨＡ法
鉴定其中３４组，阳性６份，阳性率２．９％，ＩＦＡ法鉴
定３３组，阳性１１份，阳性率５．３％，ＲＴ．ＰＣＲ检测
ＣＣＨＦＶ特异性Ｓ基因片段３０组，阳性２９份，阳性
率１４．０％；其次是羊血液材料，７１组羊血液标本有７
组引起乳鼠典型发病，发病率为９．９％，用ＲＰＨＡ和
ＩＦＡ法鉴定其中５组，结果为阴性，用ＲＴ—ＰＣＲ检测
ＣＣＨＦＶ特异性Ｓ基因片段１组，阳性１份，阳性率
１．４％；６８组亚洲璃眼蜱引起４组乳鼠发病，但用
ＲＰＨＡ和ＩＦＡ法均未检出阳性标本；３７组子午沙鼠
脏器材料有１份引起乳鼠发病，并经ＣＣＨＦＶ Ｓ基
因检测为阳性。其他材料未检测出阳性结果。

泛，是塔里木河、叶尔羌河流域的荒漠灌木林区的主
要优势蜱类ｕ ４ｆ，本次调查研究所分离获得的６株病
毒均是从亚东璃眼蜱材料接种的乳鼠发病标本中分
离的，并检出１１份ＩＦＡ阳性标本和２９份ＣＣＨＦＶ
特异性Ｓ基因片段阳性标本，从而证实该地区新疆
出血热的主要媒介和宿主是亚东璃眼蜱，至于其他
蜱类在传播和保存新疆出血热方面的作用还有待于
进一步的研究。
羊、骆驼等家畜和鸟类及啮齿动物等作为

ＣＣＨＦ的宿主已有较多的报道ｎ２＇”］，已从病原学上
证实大耳跳鼠（Ｅ“ｃ＾ｏ卯“￡船规盘ｓｏ）可作为新疆出血
热的储存宿主，并且用免疫学方法在塔里木兔
（Ｔｎ以优ｏＺ岔ｇ“ｓ粥碾以卵如挖《ｓ）、子午沙鼠等脏器材料
检测出新疆出血热抗原或抗体＂’１６］，在本项研究中
我们从子午沙鼠脏器标本中检测到特异性Ｓ基因
片段，进一步证实子午沙鼠是新疆出血热的储存宿

讨

论

主之一。

新疆出血热的调查研究工作始于２０世纪６０年

国内外已对１０余株ＣＣＨＦＶ的Ｓ基因和Ｍ基

代，通过大量的流行病学、病原学和媒介宿主的调查

因部分片段或全长进行了测序。发现Ｓ基因的

研究呤培ｏ，已基本查清了新疆出血热在塔里木盆地分

（３２９～５４８ ｎｔ）片段是ＣＣＨＦ的保守片段，可作为

布范围，主要分布在塔里木河流域（阿克苏、阿瓦提、

ＣＣＨＦＶ检测的特异性基因片段阻７卫１Ｉ，并已得到广

沙雅、库车、轮台、库尔勒、尉犁、若羌等）、叶尔羌河

泛的应用ｎ１’２２。３Ｉ。本项研究中我们对３２份具有典

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巴楚、伽师、柯平、麦盖提等）、玉

型临床症状的乳鼠标本进行了ＣＣＨＦＶ Ｓ基因特异

龙喀什河中下游地区（和田、墨玉）和克里雅河中下

性片段的ＲＴ—ＰＣＲ，并将扩增产物测序后用ＢＬＡＳＴ

游的于田等以胡杨为主的荒漠林区。本次对塔里木

工具软件与ＧｅｎＢａｎｋ上已报告的ＣＣＨＦｖ Ｓ基因片

盆地２１个县（市）的调查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既往的

段进行序列比对，发现其中的３１份与已发表的

研究结果，同时首次在塔里木盆地东部的尉犁和南

ＣＣＨＦＶ特异性Ｓ基因片段一致，未发现与其他病

部的于田地区分离到病毒，在过去未有新疆出血热

原体基因序列交叉的情况，说明该方法在新疆出血

分布记录的民丰地区检出ＩＦＡ阳性材料和ＣＣＨＦＶ

热的检测中具有较高的优越性和实用价值，可弥补

特异性Ｓ基因片段，结合血清流行病学资料、宿主

传统免疫学检测方法易受实验条件和主观判断的

和媒介的分布，以及既往的调查研究资料心４ Ｊ，可以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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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于心，叶瑞玉，龚正达．新疆蜱类志．乌鲁木齐：新疆科技卫生出

巴斯德医苑·
天津市塘沽区１９８５—２００５年肾综合征出血热疫情分析
张丽平

王跃进

肾综合征出血热（ＨＦＲＳ）是一种由病毒所致的经鼠传播
的急性传染病，塘沽区白１９８５年发现ＨＦＲｓ以来，近年来发

鼠带病毒率最高为１８％。对高危人群监测表明，废品收购人
员隐性感染率为９．６８％、食品加工人员为１．４９％。

病率呈增高的态势。１９８５—２００５年共发现病例１２３例，发病

调查分析表明，患者多通过消化道感染发病，有的经常

较高的年份为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和２００１年，分别为１８、１９、１８例；全

在外就餐，提示在外就餐是传播ＨＦＲＳ的主要因素之一。不

年均有病例发生，１—７月份占８７．５８％，３—４月份为发病高

在外就餐者发病则与工作和居住环境中鼠密度较高、皮肤破

峰；病例中男性９２例，女性３１例，男女之比２．９７：１；发病年

损、呼吸道传播有关（典型病例是某钢琴老师在修理废旧钢

龄最小１５岁，最大６７岁，以青壮年为主，占病例数的

琴时，因清扫鼠粪而致呼吸道感染）。患者中过半数为外来

８５．１４％。临床分型以中、轻型为主；不同职业人群的发病数

务工人员，居住条件差、防病意识不强、厨房简陋、食物的存

由高到低依次为：外来务工人员、农民、工人、待业人员、干

放无法保证不被鼠类污染，鼠密度高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因

部；５例死亡病例均为外来务工人员（４例有野栖鼠咬伤史）；

此，控制ＨＦＲｓ的发生，在防鼠灭鼠不容忽视的同时，应对高

城乡结合部病例最多，占６５．８％；鼠密度调查显示，病例数多

危人群给予ＨＦＲＳ疫苗接种，是预防ＨＦＲＳ最经济有效的方

的年份鼠密度及鼠带病毒率均高，鼠密度最高地区达３０％，

法之一。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３．１３）

作者单位：３００４５０天津市塘沽区卫生防病站

（本文编辑：尹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