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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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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云南省保山市发生２例狂犬病患者的流行病学特点，根据病原分子生物学

特征分析可能的传染来源。方法采用狂犬病个案调查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采集狂犬病死者脑组
织标本，用直接免疫荧光试验（ＤＦＡ）检测狂犬病病毒抗原，用ＲＴ—ＰＣＲ法检测狂犬病病毒核酸，测定狂
犬病病毒Ｐ、Ｍ和＿Ｎ基因全序列并根据其同源性比较及系统进化树进行分子流行病学分析。结果
２００６年７月保山市隆阳区发生１例人问狂犬病，２００７年４月腾冲县发生１例狂犬病。２例患者犬伤
暴露程度均为Ⅲ度。２例死亡病例均采集到脑组织（编号为ＣＹＮ０６０１Ｈ和ＣＹＮ０７０１Ｈ），经ＤＦＡ和
ＲＴ．ＰＣＲ两种实验室方法检测确诊为狂犬病病毒阳性。ＣＹＮ０６０１Ｈ和ＣＹＮ０７０１Ｈ与国内外狂犬病病
毒的Ｐ、Ｍ和Ｎ基因核苷酸和推导氨基酸序列同源性分析显示，ＣＹＮ０６０１Ｈ和ＣＹＮ０７０１Ｈ与泰国分
离株的同源性最高。系统进化分析显示，２株病毒标本亲缘关系很近，同属于狂犬病病毒基因１型，
且与泰国病毒株有较近的亲缘关系。结论从病原学和病毒分子水平证实云南省保山市２例患者均
为狂犬病，保山市狂犬病病毒流行株可能为境外传人，应加强云南省边境地区狂犬病防制工作。
【关键词】狂犬病病毒；基因；分子流行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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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病是由弹状病毒科中的狂犬病病毒引起的

结

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可引起人和多种动物致死性
的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近几年云南省狂犬病发病数

１．流行病学调查：

逐渐上升，疫区面积不断扩大，２００５年滇西德宏州

［病例１］

果

男性５岁，保山市隆阳区潞江镇顿

首次发生该病流行，随后该州陇川和梁河县相继发

东村，无外出史。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１日被本村一农户

生，表明滇西地区疫情在扩散。以往，滇西保山市无

的６月龄犬咬伤左眼上、下眼睑及前额，有伤Ｅｌ和出

狂犬病记载，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年该市隆阳区和腾冲

血，伤口暴露程度均为Ⅲ度。当日到当地卫生院诊

县先后发生３例人间狂犬病，为核实诊断和了解狂

治，伤口仅清创消毒（不规范，未做清洗）和接种狂犬

犬病病毒流行株的分子特征，我们对其中２例儿童

病疫苗，７月２５日接种狂犬病疫苗第４剂，未完成

患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病毒分子生物学检测。

全程免疫即发病。７月２４日患儿自诉左眼伤口疼
痛。７月２５—２７日相继出现发热（３７．５～３９．５℃）、

材料与方法

呕吐、头痛、怕光、嗜睡、烦躁、自言自语和抽搐等。７

１．流行病学调查：采用全国狂犬病监测方案的
个案调查表进行调查。

月２７日转到保山市人民医院就诊，抢救无效死亡。
该患儿恐水症状不明显。潜伏期１４ ｄ，病程４ ｄ。伤

２．标本采集：由于病例１和病例２症状不典型，

人病犬未注射过狂犬疫苗。该犬同期还咬伤另外３

为核实诊断，征得死者家属同意，分别于病例死亡后

人，咬伤部位分别为左上臂、左小臂和左下肢大腿，

１５和１７ ｈ进行尸体解剖，每例均获得大脑、小脑和

均及时接种狂犬病疫苗，至今未发病。该犬于７月

脑干组织各２份。标本分别放入螺口冻存管，并立

１１日下午被处死深埋。

即冻存于液氮罐中，待检。病例１和病例２脑组织
标本的编号分别为ＣＹＮ０６０１Ｈ和ＣＹＮ０７０１Ｈ。

［病例２］

男性２岁半，保山市腾冲县曲石乡

红木村谢家寨人，无外出史。患儿于２００７年３月中

３．狂犬病病毒抗原检测：采用直接免疫荧光试

下旬（具体时间家长记述不清）被家中自养的犬抓、

验（ＤＦＡ）检查脑组织中的病毒抗原。分别取大脑、

咬伤头面部（鼻梁至上唇），有流血，伤口暴露程度均

脑干和小脑组织进行印片，干燥后冷丙酮（４＂Ｃ）固定

为Ⅲ度。自行处理伤口但不规范，未注射狂犬病疫

ｍｉｎ，用荧光素标记抗狂犬病病毒单克隆抗体染

苗。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１日患者突然出现发热和烦躁

色，３７℃湿盒３０ ｍｉｎ，ＰＢＳ振洗２次，蒸馏水振洗１

等，次日出现高热（３９．５℃）、抽搐等，到曲石乡卫生

次，９０％甘油封片，荧光显微镜观察结果。

院医治，１４日转入腾冲县人民医院，主要症状为频

１０

４．ＲＴ—ＰＣＲ法检测：以ＴＲｌｚｏｌ试剂（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

繁抽搐、烦躁、颈项强直、角弓反张、呕吐，有恐惧感，

公司）提取细胞总ＲＮＡ，经Ｒｅａｄｙ—Ｔｏ－Ｇｏ Ｙｏｕ．Ｐｒｉｍｅ

但患儿意识清楚。恐水、怕光，怕声症状不明显。１５

Ｆｉｒｓｔ—Ｓｔｒａｎｄ

Ｂｅａｄｓ（Ａｍｅｒｓｈａｍ Ｂｉｏｓｅｉｅｎｅｅ公司）试剂

盒反转录得到ｃＤＮＡ。巢式ＰＣＲ法扩增狂犬病病

日病情加重，经抢救无效死亡。推测潜伏期约１５～
２０ ｄ，病程４ ｄ。

毒特异Ｎ基因片段（引物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２．狂犬病病毒抗原及核酸检测：经ＤＦＡ检测，

病毒病预防控制所脑炎室提供），１％琼脂糖凝胶检

ＣＹＮ０６０１Ｈ的大脑、脑干和小脑组织标本均为阴

测扩增产物。

性；ＣＹＮ０７０１Ｈ的小脑和脑干组织标本为阳性，大

５．Ｐ、Ｍ、Ｎ基因序列扩增及测序：以狂犬病病

脑组织标本为阴性。ＲＴ—ＰＣＲ法检测ＣＹＮ０６０１Ｈ的

毒磷蛋白（Ｐ）、膜基质蛋白（Ｍ）和核蛋白（Ｎ）基因特

脑干和小脑２份组织标本均为阳性，ＣＹＮ０７０１Ｈ标

异性引物（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

本的大脑、脑干和小脑组织均为阳性。

制所脑炎室提供）扩增其序列，ＰＣＲ产物纯化
（ＱＩＡｑｕｉｃｋ

ＰＣＲ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ｉｔ，ＱＩＡＧＥＮ公司）后

送测序公司双向测序。
６．序列分析：用ＢｉｏＥｄｉｔ、Ｃｌｕｓｔａｌ

３．Ｐ、Ｍ和Ｎ基因核苷酸和氨基酸序列同源性
分析：ＣＹＮ０６０１Ｈ和ＣＹＮ０７０ｌＨ标本Ｐ基因全序
列同源性分析显示（表１），两者具有极高的同源性

１．８对获得的

（核苷酸序列同源性为９９．１％，氨基酸序列同源性为

核苷酸序列进行编辑比较，ＤＮＡＳｔａｒ中ＭｅｇＡｌｉｇｎ

９９．０％）。ＣＹＮ０６０１Ｈ和ＣＹＮ０７０１Ｈ病毒核苷酸序

进行序列同源性分析，用ＭＥＧＡ ３．１软件ＮＪ

列与泰国流行毒株（ＨＭ２０８和ＨＭ６５株）的同源性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Ｊｏｉｎｉｎｇ）法进行系统进化树分析。

较高（９５．６％～９６．４％），而与我国宁夏流行株

Ｘ

·９０１·

（ＣＮＸ８６０１和ＣＮＸ８５１１）的同源性仅为８６．４９６～

Ｎｉｓｈｉｇａｈａｒａ株）为８４．４９６～８６．０％和９１．６９６～

８７．０％，与日本流行株（ＲＣＨＬ和Ｎｉｓｈｉｇａｈａｒａ株）的

９３．１％，与中国疫苗株（ａＧ和ＣＴＮ株）为８６．５％～

同源性为８２．８％～８３．７％，与中国疫苗株（ａＧ和

９０．５％和９３．１％～９６．１％，与法国疫苗株（ＰＶ和

ＣＴＮ株）核苷酸同源性为８３．９９６～８７．２％，与法国

ＰＭ株）为８５．１％～８７．２％和９２．６％～９４．１％，与美

疫苗株（ＰＶ和ＰＭ株）和美国疫苗株ＥＲＡ株为

国疫苗株ＥＲＡ株为８５．２％～８５．４％和９３．Ｉ％，与国

８３．１％～８４．２％，与国际标准攻击毒株ＣＶＳ株为

际标准攻击毒株ＣＶＳ株为８６．０％～８６．２％和

８３．４％～８３．９％。氨基酸序列同源性普遍高于相应

９３．１％（表２）。

的核苷酸序列的同源性。ＣＹＮ０６０１Ｈ和

ＣＹＮ０６０１Ｈ标本得到Ｎ基因全序列。

ＣＹＮ０７０１Ｈ病毒氨基酸序列与泰国流行毒株的同

ＣＹＮ０６０１Ｈ与泰国人分离株ＨＭ８８核苷酸同源性

源性最高（９８．０％～９８．３％）。

最高（９５．７％），而与我国广西（ＧＸ０９１，ＧＸ０１）、贵州

ＣＹＮ０６０１Ｈ与ＣＹＮ０７０１Ｈ的Ｍ基因全序列同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Ａ１０１）、江苏（Ｊｉａｎｇｓｕ

Ｗｘｌ）、湖南

源性也很高（核苷酸为９９．８％，氨基酸为９９．５％）。

（Ｈｕｎａｎ

ＣＹＮ０６０１Ｈ和ＣＹＮ０７０１Ｈ与泰国流行毒株

西亚（印尼）（ＳＣ０２—９０）、墨西哥（Ｖ９２０）毒株的核苷

Ｘｘ３３）毒株和我国疫苗株ＣＴＮ及印度尼

（８７４３ＴＨＡ株）的Ｍ基因核苷酸及氨基酸序列同源

酸同源性均低于９０％。ＣＹＮ０６０１Ｈ与１０株国内国

性均较高（９５．４％和９７．５％），而与我国宁夏流行株

际狂犬病病毒的Ｎ基因氨基酸同源性在９３．３％～

（ＣＮＸ８６０１和ＣＮＸ８５１１）的同源性为８９．０％～

９６．７％之间，依然与泰国人分离株同源性最高，而与

８９．７％和９５．６％～９６．１％，与日本流行株（ＲＣＨＬ和

墨西哥毒株同源性最低（表３）。

裹ｌ

毒株

注：同表１

ＣＮＸ

ＣＮＸ

云南省保山市２株狂犬病病毒Ｐ基因核苷酸和推导氨基酸序列同源性分析

ＣＹＮ

ＣＹＮ

８７４３

Ｎｉ．ｓｈｉ－

ＣＴＮ
ＲＣＨＬ
ａＧ
ＥＲＡ
ＰＶ
ＣＶＳ
１
８５１ １
０６０１Ｈ
０
０７０１ Ｈ
ＴＨＡ
６
８
Ｍ
Ｐ
ｇａｈａｒａ

·翻Ｄ２·

衰３

云南省保山市２株狂犬病病毒Ｎ基因核苷酸和推导氨基酸序列同源性分析

注：同表１

４．系统进化树分析：根据ＣＹＮ０６０１Ｈ和

（ＳＣ０２．９０）犬类流行毒株Ｎ基因序列也在同一分支

ＣＹＮ０７０１Ｈ脑组织标本中狂犬病病毒Ｐ、Ｍ和Ｎ蛋

上，同样属于狂犬病病毒中的基因Ｉ型，同样与泰国

白基因测序结果，与ＧｅｎＢａｎｋ中收录的狂犬病病毒

患者和犬的狂犬病病毒进化距离最近（图３）。

基因１～７型毒株的核苷酸序列构建系统进化树。

讨

结果显示：ＣＹＮ０６０１Ｈ和ＣＹＮ０７０１ Ｈ标本与来自泰

论

国（ＨＭ２０８、ＨＭ６５株和８７４３ＴＨＡ株）、中国宁夏

近年来我国狂犬病疫情快速回升，已成为日益

（ＣＮＸ８６０１和ＣＮＸ８５１１）和国际标准攻击毒株（ＣＶＳ

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２ ｏ。云南省近几年狂犬病发

株）以及中国（ａＧ和ＣＴＮ株）、法国（ＰＶ和ＰＭ株）

病数也逐渐上升，疫区范围不断扩大，因此分析其流

和美国（ＥＲＡ株）疫苗株等狂犬病病毒Ｐ和Ｍ蛋白

行特征，掌握流行病毒株的分子生物学特征，是制定

基因序列在同一分支上，同属于狂犬病病毒中的基

防制措施的基础。云南省狂犬病主要分布在滇东北

因Ｉ型，其中与来自泰国患者和犬的狂犬病病毒进

和滇东南与四川、贵州和广西省区毗邻地区，而滇西

化距离最近（图１、２）。此外，ＣＹＮ０６０１Ｈ标本的Ｎ

地区以往未发生过狂犬病¨ｏ。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滇西

基因序列与我国贵州（Ｇｕｉｚｈｏｕ

各地相继发生该病。从狂犬病疫情报告看，以往云

Ａ１０１）、广西

（ＧＸ０９１、ＧＸ０１和ＧＸ０９）、湖南（Ｈｕｎａｎ

Ｘｘ３３）和江

南省乃至全国报告的狂犬病病例几乎均为临床诊断

苏（Ｊｉａｎｇｓｕ．Ｗｘｌ）以及泰国（ＨＭ８８和Ｄ２３）、印尼

病例，缺乏实验室检测依据。本研究对保山市２例

标本名称
ＨＭ２０８

分离宿主年代
人

２００３

ＨＭ６５

２００３

ＣＹＮ０６０１Ｈ

人
人

国家ＧｅｎＢａｎｋ号
ＡＹ２５７９８７
泰国
ＡＹ２５７９８４
泰国

２００６

中国

ＣＹＮ０７０１Ｈ

人

２００７

ＥＵ００４７８７

ＣＴＮ疫苗株

一

ＣＮＸ８６０１

１９８６

ＥＵ００４７８８
中国
一ＤＱ６４６８７４
中国ＤＱ６４６８７３

１９８５

中国ＤＱ６４６８７２

ＣＮＸ８５１ １

犬
犬

ＣＶ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Ｖｉｒｕ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ＰＭ

疫苗株
疫苗株

一
ＥＲＡ
一
ＰＶ
疫苗株
一
ａＧ疫苗株
一
ＲＣ－ＩＩＬ
疫苗株
一
Ｎｉｓｈｉｇａｈａｒａ实验室株一

Ｘ５７７８３

一ＤＱ０９９５２５
ＥＦ２０６７０７
一
Ｍ１３２１５
一
一ＤＱ６４６８７５
一 ＡＢ００９６６３
一 ＡＢ０４４８２４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ｂａｔ ｌｙｓｓａｖｉｒｕｓ

ＡＦ３６９３７２

ＧＴ７
ＧＴ６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ｂａｔ ｌｙｓｓａｖｉｒｕｓ ｌ

ＡＦ０４９１２１
ＡＦ０４９ ｌｌ ３

Ｄｕｖｅｎｈａｇｅ ｖｉｒｕｓ

ＡＦ０４９１２０

ＧＩ＂４

Ｌａｇｏｓ ｂａｔ ｖｉｒｕｓ

ＡＦ０４９１１９

Ｇ１２

Ｍｏｋｏｌａ ｖｉｒｕｓ

ＡＦ３６９３７８

（汀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ｂａｔ ｌｙｓｓａｖｉｒｕｓ ２

圈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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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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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名称

分离宿主

Ｎｉｓｈｉｇａｈａｒａ实验室株

ＲＣ．ＨＬ疫苗株
ａＧ

疫苗株

ＰＶ

疫苗株
疫苗株

ＥＲＡ

年代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国家ＧｅａＢａｎｋ号
一ＡＢ０４４８２４
一 ＡＢ００９６６３
一ＤＱ４９００７７
一 Ｍ１３２１５
一 ＥＦ２０６７０７
一ＤＱ０９９５２５

ＰＭ

疫茁株

ＣＶＳ

ＣｈａＩｌｅｎｇｅ Ｖｉｒｕ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ＮＸ８６０ｌ

犬

１９８６

中国ＤＱ４９００７５

犬

１９８５

中国ＤＱ４９００７４

ＣＮＸ８５ ｌ ｌ

疫苗株

Ｄ１０４９９

一

一ＤＱ４９００７６

犬
ＣＹＮ０６０１ Ｈ人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泰国ＡＹ５４０３４８
中国ＥＵ００４７５ １

ＣＹＮ０７０１Ｈ人

２００７

中国

ＣＴＮ
８７４３ＴＨＡ

Ｌａｇｏｓ ｂａｔ ｖｉｒｕｓ
Ｍ０ｋＯｌａ ｖｉｒｕｓ

圈２

ＥＵ００４７５２
ＡＹ５４０３４９

Ｉ ＧＴ２

ＡＹ５４０３４７

Ｉ

Ｇ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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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名称
Ｇｕｉｚｈｏｕ

分离宿主

Ａ１０Ｉ犬

ＧＸ０９１
ＧＸＯｌ
ｃＴＮ
ＣＹＮ０６０ｌＨ
ＨＭ８８
Ｄ２３
ＳＣ０２—９０

Ｊｉａｎｇｓｕ＿Ｗｘｌ
Ｈｕｎａｎ＿Ｘｘ３３
ＧＸ０９ｌ
ＧＸ０９

田３

ＧＴｌ

年代国家（地区）ＧｅｎＢａｎｋ号
２００４

贵州ＤＱ６６６２８９
广西ＤＱ８６６１ｌＯ

犬
犬

一
一

疫苗株
人

－——·——

广西ＤＱ８６６１０５
ＡＦ３６７８６３

２００６

云南

一

人
犬

一
～

泰国
泰国

ＡＹ２１９００２

犬
犬

２００２

印尼

ＡＢｌ５４２４３

２００６

犬
犬

２００４

江苏ＤＱ６６６３２１
湖南ＤＱ６６６３１８
广西
ＤＱ８６６ｌｌＯ

ＧＸＯｌ

犬
犬

Ｖ９２０

蝙蝠

一
一
·
１９９３

ＡＹ２１８９９６

ＧＴｌ

广西ＤＱ８６６１０９
广西ＤＱ８６６１０５
墨西哥ＡＹ８７７４３５

Ａｕｓｌｒａｌｉａｎ ｂａｔ ｌｙｓｓａｖｉｒｕｓ

ＡＦ００６４９７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ｂａｔ ｌｙｓｓａｖｉｒｕｓ ２

Ｕ２２８４６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ｂａｔ ｌｙｓｓａｖｉｒｕｓ １

Ｕ２２８４４

Ｄｕｖｅｎｈａｇｅ ｖｉｒｕｓ

Ｕ２２８４８

ｌ ＧＴ５
Ｉ ＧＴ４

Ｌａｇｏｓ ｂａｔ ｖｉｒｕｓ
Ｍｏｋｏｌａ ｖｉｒｕｓ

Ｕ２２８４２

ｌ

Ｕ２２８４３

Ｉ ＧＴ３

ｌ ＧＴ７
Ｉ ＧＴ６

Ｇ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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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病患儿进行狂犬病病毒抗原、核酸和基因序列

作出狂犬病实验室确诊病例的诊断，然而，由于狂犬

测定分析，结果从病毒分子水平证实这２例均为狂

病患者病程短，很难从血清中查到抗体，因此，检测

犬病，此为云南省首次报告的狂犬病实验室确诊病

患者血清中的抗体在狂犬病诊断上意义不大。虽然

例，具有重要意义。

狂犬病患者分泌的唾液中存在狂犬病病毒，但在整

ＲＴ．ＰＣＲ及基因测序是病毒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个发病期间并非每次排出的唾液中都含有病毒，因

的常用方法Ｈ】。本次狂犬病病毒基因序列分析发

此从患者唾液中检测狂犬病病毒核酸的阳性率不

现，保山市隆阳区和腾冲县２例死亡儿童之间的病

高，单纯靠唾液核酸检测作出诊断也有不足。由于

毒基因序列同源性较高；与国际基因库中的狂犬病

狂犬病引起全脑炎，用ＲＴ—ＰＣＲ法从死者脑组织中

病毒基因序列比较，该２例的病毒基因序列与泰国

检测狂犬病病毒核酸具有快速、特异等优点。本次

流行株的同源性较高，而与我国其他省区犬类流行

ＣＹＮ０７０１Ｈ的狂犬病病毒抗原和核酸检测均为阳

株的同源性较低。系统发生树分析显示，２例患儿

性，二种方法相符，而ＣＹＮ０６０１Ｈ的核酸检测为阳

的Ｎ基因与泰国毒株形成了一个分支，结果提示保

性，ＤＦＡ抗原检测为阴性，表明ＤＦＡ的检出率可能

山市２起狂犬病疫情的流行毒株来源相同，均为境

受到组织细胞新鲜程度和实验条件等的影响较大，

外传人。

因此对脑组织的检测不能仅凭ＤＦＡ结果作出诊断。

一般认为，血清抗体或唾液病毒核酸的检测，可

狂犬病病毒的基因组为单股负链不分节段的

ＲＮＡ，全长约１２ ｋｂ（１１～１５ ｋｂ）。由基因组的３’端

离较远，均为ＲＡＢＶ感染。结果认为，无论检测Ｎ、

至５’端依次排列着Ｎ、ＮＳ、Ｍ、Ｇ、Ｌ ５个结构基因，

Ｐ或Ｍ基因序列，均可对狂犬病病毒进行基因

各基因的序列长度分别为１４２４、９９１、８０５、１６７５和

分型。

６４７５个核苷酸，分别编码Ｎ、Ｐ、Ｍ、Ｇ和Ｌ蛋白。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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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６个基因型：基因１型（狂犬病病毒，ＲＡＢＶ）、２
型（拉各斯蝙蝠病毒，ＬＢＶ）、３型（莫科拉病毒，
ＭＯＫＶ）、４型（杜文海洛病毒，ＤＵＶＶ）、５型（欧洲
蝙蝠狂犬病病毒Ｉ，ＥＢＬＶ．Ｉ）、６型（欧洲蝙蝠狂犬病

病毒２，ＥＢＬＶ．２）。Ｓｋｅｒｒａｔｔ掣７’从澳大利亚的蝙蝠
中分离出狂犬病病毒的基因７型（澳大利亚蝙蝠狂
犬病病毒，ＡＢＬＶ）。ｄｅ Ｍａｔｔｏｓ等¨１（２００１）也证明狂
犬病毒基因型和血清型基本一致，Ｎ基因核苷酸序
列的同源性用于狂犬病病毒基因分型是可靠的。本
次２例患儿分离病毒的Ｎ、Ｐ和Ｍ基因序列均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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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基因库中的基因１型病毒同源性较高，种系发生

（本文编辑：张林东）

树也与１型病毒同在一个分支，而与其他基因型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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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儿童伤害防治研讨会暨世界防止虐待儿童日
宣传大会征文通知
第二届全国儿童伤害防治研讨会暨世界防止虐待儿童日宣传大会定于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８—２０日在广东省深圳市召开。
会议主题：关爱儿童，远离伤害，携手托起明天的太阳。主办单位：中华预防医学会伤害预防与控制分会、深圳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编辑部、《疾病控制杂志》编辑部、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儿童医学中心、西安博爱儿童虐待防治
救助中心。征文内容：儿童伤害的调查研究、儿童伤害发生的环境及社会因素、儿童伤害的治疗实验研究、群体儿童伤害的预
防及应急干预、儿童急性中毒的诊治、自然灾害对儿童的伤害及其救治、儿童伤害后心理障碍的诊治、儿童虐待的临床研究和
分析、儿童忽视的临床研究和分析、儿童摇荡综合征的临床研究和分析、儿童权利与儿童伤害的研究、留守／流浪儿童的健康问
题与干预、安全社区与儿童伤害干预项目的效果评价。征文要求：①论著包括题目、作者、单位、摘要、关键词、材料与方法、结
果、讨论、参考文献（不超过１０条），其中题目、作者、单位、摘要、关键词和图表同时用中英文；必须附单位证明；②摘要按目的、
方法、结果、结论四段式撰写；③作者简介包括姓名、出生年、性别、籍贯、学位、职称、主要研究方向；④出席会议并希望在医学
期刊刊出稿件者，请注明“要求发表”；已发表或不需发表的稿件，请注明“只交流不刊出”；⑤请同时邮寄纸质稿和电子版，写明
联系电话、传真号码、邮箱地址。截稿日期：只交流不发表的稿件于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０日之前送达。稿件寄送：第四军医大学西
京医院儿科张国成主任，邮寄地址：７１００３２西安市长乐西路１５号，电话：０２９—８４７７５３９５，传真：０２９．８４７７３３０６，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ｃｔ６３８＠ｓｉｎａ．ｏＤｍ会议费用：会务费每人８００元（学生凭有效证件减半），食宿费及差旅费自理。需要学分证书者另
交３０元证书工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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