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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９·

·现场调查·
江苏省２００８年某福利院手足口病暴发的
流行病学和病原学特征研究
潘浩朱叶飞

【摘要】

祁贤

张永杰李亮

邓斐吴斌王慎骄朱凤才

汪华

目的了解２００８年江苏省某福利院手足口病（ＨＦＭＤ）暴发疫情的流行病学和病原学特

征。方法对该福利院首起暴发疫情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并进行３个月的跟踪随访。实验方法采用
荧光定量ＲＴ－ＰＣＲ法检测肠道病毒７ｌ型（ＥＶ７１）和柯萨奇病毒Ａ组１６型（ＣＡｌ６）病毒，并用ＲＤ、Ｖｅｔｏ
细胞分离病毒，间接免疫荧光法鉴定分离株，并对ＥＶ７１分离株的ＶＰＩ基因序列进行种系发生分析。
结果该福利院首起暴发疫情发病数为２１例，罹患率为２０．Ｏ％；１０份粪便标本分离出３株ＥＶ７１病毒，
其ＶＰｌ基因序列分析表明为ＣＡ基因亚型，与安徽省阜阳地区０８株的同源性在９７．９％一１００．Ｏ％之
间。随访研究发现ＥＶ７１病毒在疫情第ｌ周即可通过粪便排毒，最长排毒期近１０周。首起疫情发生２
个月后，该福利院又暴发产生６例ＣＡｌ６病毒感染的病例，两起疫情均有３例发生潜伏期排毒，７名婴
幼儿被发现机体同时存在两种病毒。结论该福利院先后两起疫情分别由ＥＶ７１和ＣＡｌ６病毒引
起。ＥＶ７１分离株为ＣＡ基闪亚型，同安徽省阜阳地区０８株有较高的同源性。两种病毒在机体中存在
潜伏期排毒、混合感染（或携带）和超长排毒期现象。
【关键词】手足口病；肠道病毒７ｌ型；柯萨奇病毒Ａ组１６型；序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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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ａｉｎｓ．Ｒｅｓｕｌ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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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ｏｍ ｔｈｉｓ ＨＦＭＤ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ｂｅｌｏｎｇｅｄ ｔｏ ｓｕｂ－ｇｅｎｏ ｇｒｏｕｐ Ｃ４．Ｆａｃｔｓ ａｓ：ｔｈ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ｏｆ ｖｉｒｕ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ＣＯ．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ｏｒ ｃｏ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ｏｆｔｗｏ ｖｉｒｕｓ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 ｌｏ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ｅｘｐｕｌｓｉｏｎ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ｏｆｔｏｘｉｎ ｅｘｉｓｔ ｉｎ ＥＶ７１ ａｎｄ ＣＡｌ６ ｄｉｄ ｅｘｉｓ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ａｎｄ－ｆｏｏｔ－ａｎｄ－ｍｏｕｔ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Ｅｎｔｅｒｏｖｉｒｕｓ ｔｙｐｅ ７１；Ｃｏｘｓａｃｋｉｅ

Ａ１６

ｖｉｒｕｓ；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手足口病（ＩｉＪ？ＭＤ）是一种侵犯婴幼儿为主的传

染病，肠道病毒７１型（ＥＶ７１）和柯萨奇病毒Ａ组１６
型（ＣＡｌ６）是引起该病的主要病原。ＥＶ７１在世界范

ＩＸ）ｈ

１０．３７６０／ｅｎｍ．ｊ．ｉｓｍ．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４．００８

作者单位：２１０００９南京，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
制科

第一作者现工作单位：２００３３８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通信作者：汪华，Ｅｍａｉｌ：ｈｕａ＠ｊｓｃｄｃ．ｃｎ

围内曾造成十多次大暴发和流行ｎ’２】，２００８年５月
８—１５日江苏省连云港市某社会福利院突发２ｌ例以
发热，手、足、口等部位出现丘疹和疱疹为主要症状
的病例，经调查证实为一起由ＥＶ７１病毒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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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ＦＭＤ暴发疫情。为进一步了解该病的发病特点，

（２００８年版）》提供的序列，由大连宝生物工程有限

我们进行了近３个月的跟踪随访（此期间该福利院

公司合成。检测试剂采用Ｑｉａｇｅｎ公司的Ｏｎｅｓ

又发生了以ＣＡｌ６病毒感染的暴发疫情），对ＥＶ７１

ＲＴ－ＰＣＲ试剂盒，ＰＣＲ检测反应体系及循环条件按

病毒的排毒规律、基因特点进行研究。

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１．５％琼脂糖电泳。

ｓｔｅｐ

５．病毒分离与鉴定：方法按参考文献［４］，检测

对象与方法

细胞系为ＲＤ（ｒｈａｂｄｏｍｙｏｓａｒｃｏｍａ）和Ｖｅｒｏ细胞，阴性

一、流行病学调查

标本盲传一代，病毒鉴定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

１．个案调查：依据《手足口病预防控制指南

（ＩＦＡ），利用单克隆抗体（Ｃｈｅｍｉｃｏｎ

（２００８年版）》统一个案调查表，对该福利院病例和
密切接触者进行一般情况、发病就诊情况、临床表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

进行肠道病毒的分型。
６．核苷酸序列测定：测定ＥＶ７１病毒ＶＰｌ基因，

现、流行病学接触史、餐饮情况和生活环境进行流

全长８９１ ｂｐ。采用ｐｒｉｍｅｒ

行病学调查。对暴发病例进行描述性研究，用

物，ＶＰｌ．Ｆ：５’．ＧＣＡ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软件建立数据库，将相关调查数据

３’．ＶＰｌ．Ｒ：５ ７．ＡＣＣ ＡＣＴ ＣＴＧ ＡＡＧ ＴＴＧ ＣＣＣ ＡＣ－

录入后使用ＳＰＳＳ １２．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３’。ＰＣＲ扩增产物用ＱＩＡ ｑｕｉｃｋ

２．病例诊断：临床诊断病例包括发热或不发热，

ｐｒｅｍｉｅｒ

５软件设计扩增引

ＧＣＣ ＴＡＧ ＡＡＧ ＡＡＣ ＴＴＣ ＡＣ．

Ｇｅ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试剂

盒进行纯化，送上海生物工程公司进行序列测序。

手、足、口腔等部位出现斑丘疹、疱疹，皮疹周围有炎

７．ＥＶ７１病毒ＶＰｌ基因的分析：针对ＶＰｌ全基

性红晕，疱内液较少，少量病例可发展成重症病例。

因的编码区构建进化树，选取有代表性的ＥＶ７１病毒

临床诊断病例的咽拭子、疱疹液、粪便等标本中如分

的ＶＰｌ基因序列作为参照，使用Ｃｌｕｓｔａｌ ＸＩ．８３软件

离出肠道病毒或检出肠道病毒核酸，或者血清特异

进行序列比对，ＭＥＧＡ４．０软件构建进化树，构建采

性ＩｇＭ抗体阳性及双份血清ＩｇＧ抗体呈４倍以上增
长，则定义为实验室诊断病例。

用邻一接（Ｎ－Ｊ）算法，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重复值为１０００。采用

３．随访研究：选择ＨＦＭＤ临床病例和带病毒者

ＤＮＡｓｔａｒ

ＭｅｇＡｌｉｇｎ软件包进行ＥＶ７１病毒ＶＰｌ区核

苷酸和氨基酸序列的同源性分析。

各１４名，进行３个月的随访研究，每周采集咽拭子、

结

粪便（肛拭子）和疱疹液标本，进行ＥＶ７１和ＣＡｌ６病
毒检测，观察排毒情况及病毒的分布。

果

一、首起疫情调查

二、实验室检测

１．流行病学调查：

１．标本来源：临床病例和所有病例密切接触者

（１）一般情况：该社会福利院共收养儿童１０５人

（／ｇ括婴幼儿、护理员、医生等）采集发病后３天内咽

（男孩６３人，女孩４２人），另保育员、教师等共４３

拭子、泡内渗出液和７天内粪便（肛拭子）标本，并采

人。收养儿童按不同年龄分别居住于儿童楼的二、

集血清标本。同时对食品、婴儿床护栏和玩具表面

三、四层，住宿、就餐及日常活动地点均在各自层面，

等进行采样，所有标本置一７０℃保存备用。

楼层相对独立互不串联，但居住二、三层儿童多无自

２．核酸提取；采用Ｑｉａｇｅｎ公司ＱＩＡａｍｐ

Ｖｉｍｌ

ＲＮＡ试剂盒提取ＲＮＡ，一７０℃保存备用。

主意识，饮水、就餐和大小便由保育员负责。该福利
院制定了有关的卫生制度和消毒隔离制度，每天早

３．肠道病毒通用型荧光定量ＲＴ－ＰＣＲ检测：肠

晨进行晨检和日常消毒。

道病毒通用引物和探针序列设计见参考文献［３］，检

（２）流行强度：２００８年５月８日，该福利院发生

测试剂采用Ｑｉａｇｅｎ公司的ＱｕａｎｔｉＴｅｃｔ ｐｒｏｂｅ试剂

首例ＨＦＭＤ患儿。检查腋下体温３８．３。Ｃ，伴有手足

盒。ＰＣＲ反应为２５“ｌ混合反应体系，包括：５．７５“ｌ

皮疹，口腔及咽部疱疹，无其他临床症状。至５月１５

Ｈ２０，０．８｝ｔｍｏｌ／Ｌ引物，０．２ ｉ上ｍｏｌ／Ｌ探针，１２．５¨ｌ

日，先后发病２１例，均符合病例定义要求，未发现合

ＲＴ－ＰＣＲ

Ｍａｓｔｅｒ Ｍｉ）【，０．２５

ｌｘｌ

ＱｕａｎｔｉＴｅｃｔ

ＲＮＡ。反应条件为：５０℃３０

ＲＴ

２×

Ｍｉｘ，５“ｌ

ｍｉｎ，９５℃１５ ｒａｉｎ

（９４℃１５ Ｓ，６０℃ｌ ｍｉｎ）共４５循环，使用ＡＢＩ ７５００型

ＰＣＲ热循环仪。

并症及死亡，罹患率２０．Ｏ％。保育员、教师等成年人
均未发病。
（３）流行特征：①时间分布；本次暴发疫情时间
为５月８—１５日，历时８天。首发病例出现于５月８

４．肠道病毒分型ＲＴ－ＰＣＲ检测：ＥＶ７１和ＣＡｌ６

日，１２日达流行高峰，发病人数１６例，占病例总数的

病毒的分型检测引物依据《手足口病预防控制指南

７６．１９％。１３日后病例逐渐减少（５月１３日ｌ例，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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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ｌ例，１５日２例），末例病例发病于５月１５日。②

现ＣＡｌ６病毒。其中居住二层２８名密切接触者，带

性别、年龄分布：２１例中男性１５例（罹患率

病毒率为６４．２９％；三层和四层密切接触者带病毒率

２３．８ｌ％），女性６例（罹患率为１４．２９％），男女性别比

为５２．００％和２０．００％。４８名成年工作人员均未检测

为２．５：ｌ。病例的年龄最小２月龄，最大接近４岁，其

出ＥＶ７１和ＣＡｌ６病毒。③食品和环境标本检测：１４

中３岁以下儿童发病最多（１９例），占发病总数的

份婴儿床护栏、４份玩具、ｌ份活动房地面和ｌ份门把

９０．４８％。③居住楼层分布：疫情主要发生在儿童楼

手的表面擦拭标本及ｌ份牛奶、ｌ份米粉标本，均未

的二层，均为３岁以下儿童，包括首发病例共有１９

检测出ＥＶ７１和ＣＡｌ６病毒。

例，罹患率为３４．５５％；三层主要为５岁以上儿童，其

（２）ＥＶ７１病毒的分离：挑选ＥＶ７１核酸阳性的

中仅有１名３岁以下儿童发病，罹患率为３．５７％；四

１０份粪便（肛拭子）标本（５份为病例标本，５份为带

层人员年龄多为５～２２岁，仅出现１名３岁以下儿童

病毒者标本），进行ＥＶ７１病毒分离，共分离到３株肠

（末例病例），罹患率为６．２５％。

道病毒，其中Ｊｉａｎｇｓｕ０８．ＬＹＧ４７、Ｊｉａｎｇｓｕ０８．ＬＹＧ５９株

（４）临床特征：病例的主要临床特征表现为发
热、手足臀部皮疹及口腔疱疹等，其中４例病例诊断

来源于病例标本，Ｊｉａｎｇｓｕ０８．ＬＹＧ２５８株来源于携带
者标本，经鉴定均为ＥＶ７１型。

过程中未保留临床资料。在有临床资料的１７例中，

（３）Ｅｖ７ｌ病毒ＶＰｌ基因分子分析：①与国际代

有发热症状３例（１７．６５％），手部皮疹１２例

表株的同源性分析：从ＧｅｎＢａｎｋ检索到ＥＶ７１病毒

（７０．５９％），足部皮疹２例（１１．７６％），口腔疱疹４例

Ａ、Ｂ、ｃ各基因型国际代表株序列，将江苏株与之进

（２３．５３％）。

行核苷酸和氨基酸序列的同源性比较，发现江苏３

２．实验室检测：

株病毒同Ｃ基因型比较接近，核苷酸序列的同源性

（１）ＥＶ７１病毒核酸检测：①病例检测：２１例中有

在８８．６％一９２．５％之间，氨基酸为９８．７％～９９．３％。

１４例（６６．６７％）ＥＶ７１病毒核酸检测阳性。其中咽拭

而与Ａ、Ｂ基因型代表株比较差异较大，核苷酸同源

子、粪便（肛拭子）双份标本均为阳性的有６例

性只在８２．３％～８４．３％之间，氨基酸为９４．６％一

（４２．８６％）；疱疹液仅采集１份，经检测为阳性。所有

９７．３％。表明２００８年江苏ＥＶ７１分离株属于ｃ基因

标本均未检测出ＣＡｌ６病毒。②密切接触者检测：

型（表１）。②江苏、安徽病毒株的同源性分析：江苏

７３名婴幼儿密切接触者的咽拭子和肛拭子标本，经

和安徽两省２００８年ＥＶ７１分离株，核苷酸序列的同

检测３４例ＥＶ７１病毒阳性，带病毒率４６．５８％，未发

源性在９７．９％一１００．Ｏ％之间，氨基酸为９９．７％一

表１江苏省３株ＥＶ７１与同际代表株的同源性比较

病毒株

Ａｎｈｕｉ０８－ＦＹｌ

Ａｎｈｕｉ０８－ＦＹ２

Ａｎｈｕｉ０８－ＦＹ３

Ｊｉａｎｇｓｕ０８一ＬＹＧ４７

Ｊｉａｎｇｓｕ０８·ＬＹＧ５９

Ｊｉａｎｇｓｕ０８－ＬＹＧ２５８

注：黑体数据为核苷酸序列比对百分率（％），其他为氨基酸序列同源性百分率（％）；‘带病毒者来源的ＥＶ７１分离株，‘病例来源的ＥＶ７１
分离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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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可见两省的ＥＶ７１病毒高度
同源。比较不同来源的江苏分离株发
现，病例来源和携带者来源的ＶＰｌ基
因核苷酸同源性在９９．９％～１００．Ｏ％，
而其ＶＰＩ蛋白氨基酸序列完全相同
（表２）。③系统发生树分析：从
ＧｅｎＢａｎｋ中检索到４ｌ株ＥＶ７１病毒
（含代表株），用其ＶＰｌ基因序列构建
系统发生树。从图１可以发现，江苏
和安徽、上海、深圳、浙江分离株相同，
均为Ｃ４基因型。从进化分支来看，江
苏和安徽阜阳０８株最为接近，位于同
一分支上，为ＣＡ．３基冈亚群。
二、随访调查
１．ＥＶ７１检测情况：在首起疫情
发生后的第ｌ周内，临床病例和病毒
携带者在咽部和粪便中均能检出
ＥＶ７１病毒，且检出率最高（表３）。其
中临床病例在咽部和通过粪便排病毒
时间最长可达８周，而病毒携带者最

卜丽ｉ一

长可达１０周。
２．ＣＡｌ６病毒引起的第二次暴发

注：江苏２００８株：ＬＹＧ５９为临床病例来源的毒株，ＬＹＧ４７、ＬＹＧ２５８为带病毒者
来源的毒株

疫情：２００８年７月６—９日，该福利院又

图１基于ＥＶ７１的ＶＰｌ基因核苷酸全长序列（８９１ ｂｐ）所做的系统发生树

新增６例ＨＦＭＤ病例，实验室检测均
为ＣＡｌ６病毒感染，标本中未发现ＥＶ７１病毒，确认

的现象，随访的１４例ＥＶ７１感染病例，有４例在发病

为第二起ＨＦＭＤ暴发。６例中有３例在第一起暴发

后第８周又发现ＣＡｌ６病毒感染；１４例ＥＶ７ｌ病毒携

疫情中曾感染过ＥＶ７ｌ病毒。临床病例和病毒携带

带者中有３例在疫情发生后的第８、１０周又携带了

者的排病毒期多分布在第２周内，粪便为主要的排

ＣＡｌ６病毒。此多发现于粪便标本。

病毒途径（表４）。

讨

３．ＥＶ７１和ＣＡｌ６病毒感染的潜伏期排病毒情

论

况：两起暴发疫情均发现病例在潜伏期排病毒现

ＨＦＭＤ为全球性传染病，日常接触、呼吸道或

象，其中３例ＥＶ７１病毒感染病例在发病前ｌ～３天均

粪一口途径均可传播，造成散发或局部流行。我国自

能够在咽部和粪便中检测出病毒，而３例ＣＡｌ６病毒

１９８１年在上海地区首次报道以来，已在许多省市相

感染病例在发病前２～３天可在粪便中检测出病毒。

继流行ｂ’６】。２００８年３—５月安徽省阜阳地区ＨＦＭＤ

４．ＥＶ７１和ＣＡｌ６病毒的同时感染（或携带）情

的流行，造成近５０００人发病，２２病例死亡【７】。本次

况：本研究发现机体可同时感染（或携带）两种病毒

报告由ＥＶ７１病毒引起的该福利院首起暴发疫情，

Ｅｖ７ｌ病毒感染的临床病例和病毒携带者排病毒周期分布

表３

时间（周）

分组
临床病例
ｌ

病毒携带者

咽粪咽粪 部便部便

｝ｌ

４

４

４

４

４

ｌ 吖Ⅳ吖引 ４

｝ｌ

４

∥引Ⅳ∥ ４

４

ｉ
吖ⅣⅣ吖 １

４

ｉ

４
４
４

吖∥Ⅳ纠

４
４

１４

ｉ
影射纠吖 １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４

Ｈ

４／１４

ｏ／１４

０／１４

Ｏ／１４

４

Ｍ

８／１４

０／１４

Ｏ／１４

Ｏ／１４

４

Ｍ

ｌ，１４

０／１４

１／１４

Ｏ／１４

４

Ⅳ引吖∥ Ｍ

３／１４

０／１４

１／１４

０／１４

注：表中数据分母表示检测例数，分子表示检测阳性例数；第２周没有采集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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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ＣＡｌ６病毒引起的第二次暴发疫情巾临床病例
和病毒携带者的排病毒周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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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４分支，同属ＣＡ基因亚型。研究也发现江苏和安
徽两省ＥＶ７１病毒ＶＰＩ基因高度同源，核苷酸序列
的同源性在９７．９％～１００．Ｏ％之间，氨基酸为
９９．７％～１００．Ｏ％，系统发生树分析显示位于同一分
支，为Ｃ４．３基因亚群，从而提示２００８年ＥＶ７１病毒在
安徽和江苏两地有较为密切传播关系。对江苏省内
不同来源的ＥＶ７１分离株研究发现，感染病例和健

注：同表３；４有ｌ例在发病的第２周内未采集样本

康携带者来源的ＶＰＩ基因特征几乎相同，这表明
ＥＶ７１病毒致病及毒力特征有可能与其他基因相关，

同安徽省阜阳地区疫情分离病毒株相同，均为
ＥＶ７１病毒的Ｃ４基因亚型；在首起疫情结束后的随

有必要开展病毒全基因分析。
（感谢连云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本次调查的支持）

访期间，该福利院又发生由ＣＡｌ６病毒引起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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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８４．

毒暴发疫情中累及多达一半病例，与参考文献［８］报

［６］张爱香，李燕婷，张家琪，等．一起由肠道病毒７１型引起手足口

道相同。本次研究也发现ＥＶ７１和ＣＡｌ６病毒有同

病暴发的调查．上海预防医学杂志，２００１，１３（１２）：５８７—５８８．

时感染或携带现象。

［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ｈ．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ｎｅｗｓ／２００８－０５／０７／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３１８７５２６．ｈｔｍ．

ＶＰｌ基因是ＥＶ７１病毒研究的热点，Ｂｒｏｗｎ等一１
依据该基因将病毒分成Ａ、Ｂ、Ｃ三个基因型，我国崔‘
爱利等ｎ町于２００４年发现了Ｃ４亚型，且我国大陆分
离株多为Ｃ４亚型。本研究发现江苏省３株ＥＶ７１分
离株为基因Ｃ型，核苷酸序列同国际代表株的同源
性在８８．６％～９２．５％之间，氨基酸同源性在９８．７％。
９９．３％之间；系统发生树研究进一步表明，江苏分离
株与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上海、浙江等大陆分离株均位于

［８］何家鑫，沈晓娜．手足口病流行特点及其防治．海峡预防医学杂
志．２００１，７（３）：２２—２４．

［９］Ｂｒｏｗｎ

ＢＡ，Ｏｂｅｎｔｅ

ＭＳ，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ＪＰ。ｏｔ ａ１．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锄１９７０

ｔｏ

ｅｎｔｅｒｏｖｉｒａｓ ７１ ｓＵ－ａｉｎ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１９９８．Ｊ Ｖｈ＇ｏｌ。１９９９，７３（１２）：９９６９—９９７５．

［１０］崔爱利，许文波。李秀珠。等．肠道病毒７ｌ型的ＲＴ－ＰＣＲ诊断及
基凶特征．病毒学报，２００４，２０（２）：１６０－１６５．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１０－２９）
（本文编辑：张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