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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口病流行病学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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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Ｖ７１感染ｎ１。１９８７年美国报道４５例ＥＶ７１感染病例，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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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例瘫痪病例和ｌ例死亡病例阳１。１９９９年在澳大利亚佩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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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起ＥＶ７１感染大流行，在２—９月约有６０００例手足口病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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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发生，其中２９例为重症神经系统疾病病例旧Ｊ。Ｂｉｂｌｅ等“训
将全球１９７０－－２０００年ＥＶ７１感染所致的手足口病流行情况
分为３个阶段，每１０年为—个阶段。
亚太地区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也有手足口病的暴发与流
行。新加坡最早于１９７０年发现手足口病暴发，但当时病因
不清，之后在１９７２和１９８１年又发生２次暴发，分别有１０４人

手足口病（ｈａｎｄ．ｆｏｏｔ－ｍｏｕｔ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是世界范围内流行

和７４２人发病，主要致病原均为ＣｏｘＡｌ６［１““］。日本于１９７３

的儿童常见病，可由多种病毒感染引起，以发热和手、足、口

和１９７８年发生２次ＥＶ７１相关的手足口病流行，但在流行中

腔等部位出现皮疹或疱疹为主要特征。少数患儿可出现脑

有神经并发症的病例并不多见。９０年代后期，手足口病的

炎、急性弛缓性麻痹、脑水肿和心肌炎等严重并发症。病情进

暴发或流行在亚太地区表现得非常活跃¨…。１９９７年４月

展快，易发生死亡。近十多年来，手足口病在许多国家和地

起，马来西亚沙捞越发生ＥＶ７１流行，有２６２８例病例，其中

区，特别是亚太地区发生过多次较大规模的暴发或流行，引

３９例为急性脊髓灰质炎样麻痹或无菌性脑膜炎，３０多例患

起一定数量儿童的死亡，越来越受到各国的关注。众多研究

儿死亡ｎＬｌ４】。澳大利亚（１９９９年）和新加坡（２０００年）也发生

表明，感染病毒的类型决定了疾病的严重程度，肠道病毒７１

了较大规模的ＥＶ７１暴发，报告３７９０例手足口病病例，死亡

型（ＥＶ７１）较其他病毒毒株更易导致出现重症病例，甚至死

３例¨５Ｊ。２００５年越南胡志明市发生手足口病暴发，共有７６４

亡病例。为进一步了解手足口病，特别是ＥＶ７１感染所致手

名患儿发病，１７３例为ＥＶ７１感染病例，其中５１例（２９．５％）伴

足口病的流行概况、传播模式和分子流行病学研究进展，指

有神经症状，３例（１．７％）死亡［１“。

导防制工作，现综述如下。

（２）中国流行概况：１９８１年上海市首次报道手足口病。

１．手足口病流行概况：

此后，北京、河北、天津、福建、吉林、山东、湖北、青海和广

（１）全球流行概况：１９５７年新西兰首次报道手足口病，

东等省（直辖市）陆续有该病报道。１９８３年ｌＯ月２１日至１２

１９５８年分离出该病的常见病毒之——柯萨奇病毒Ａ组１６型

月６日，北京市某幼儿园首次出现南ＣｏｘＡｌ６引起的手足口

（ＣｏｘＡｌ６）。１９５９年英国、美国加利福尼亚地区也发生流行，

病疫情，先后发病６２例，罹患率为３２．１％ｎ“。同年天津市发

并被正式命名为手足口病。１９７４年Ｓｃｈｍｉｄｔ等…对１９６９—

生ＣｏｘＡｌ６引起的手足口病暴发，５一１０月间发生７０００余病

１９７４年间美国加利福尼亚地区２０例脑膜炎或脑炎的患者进

例“引；之后经过２年低水平散发后，１９８６年再次暴发。

行病原学检测，首次从ｌ例脑炎患儿（１９６９年）的粪便标本中

１９９８年我国台湾地区发生ＥＶ７１感染大暴发，哨点医生

分离出病毒并鉴定为ＥＶ７１。１９７２—１９７７年，在美国纽约有
２８例ＥＶ７１病例被检出，其中１９例伴有严重的神经系统表现

共报告１２９ １０６例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峡炎病例，其中４０５
例为有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重症病例，７８例死亡ｎ“。２０００

（脑炎、弛缓性麻痹）拉】。１９７２—１９７３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发生

年台湾地区再次发生ＥＶ７１感染大规模暴发，有８０ ６７７人感

的一起无菌性脑膜炎疫情被鉴定为ＥＶ７ １感染ｂＪ。１９７３年瑞

染，２９１例重症，４ｌ例死亡；２００１年发生３８９例重症感染者，

典和日本从发生的２次局部手足口病流行疫情中首次发现

５５例死亡汹。“。深圳地区１９９８年从手足口病患儿标本中分

ＥＶ７１与该疾病相关ＨＪ】。

离出２株Ｅｖ７１毒株恤），２００２年从７１份手足口病病例的标本

此后，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报道了ＥＶ７１的流行情况，

中检出２ｌ份ＥＶ７１阳性【２”，２００３年从１２４份标本中检出５份

如保加利亚、匈牙利、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周内陆、中国香港

阳性，２００４年又从１０起暴发的１０６例手足口病病例中采集

和中国台湾等。１９７５年保加利亚报告ＥＶ７１感染病例７５０

５９份标本，检测出３３份ＥＶ７１阳性Ⅲ］。２０００年５—７月山东

例，其中１４９例致瘫，４４例死亡哺’；１９７８年匈牙利有４５例死于

省招远市发生手足口病暴发，共报告病例２０２６例，发病率

ＤＯｈ 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９．０２７

３５０．６４／１０万，死亡４例。２００３年５—９月，山东省泰安市发生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５０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病控制与应急处

一起肠道病毒暴发疫情，以手足口病为主要Ｉｌ缶床表现，伴有

理办公室

较高比例的无菌性脑膜炎和心肌炎，病毒分离结果提示以

通信作者：张静，Ｅｍａｉｌ：ｊｋｃｃｄｃ＠ｖｉｐ．ｓｉｎａ．ｃｏｍ

ＥＣＨ０１９为主（６２．９％），伴有ＥＶ７１（９．６８％）和ＥＣＨ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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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以及其他肠道病毒（２０．９７％）【２“。２００７年４月末，山东

ＣｏｘＢ５感染后出现同样症状（后受ＣｏｘＢ３感染）。

省临沂市发生手足口病暴发，并在早期出现３例重症患者死

Ｓｕｔｔｏｎ．Ｈａｙｅｓ等［３２１于２００６年报告１例１５岁病例在３周后再次

亡，病原以ＥＶ７１为主，伴有ＥＣＨＯ和ＣｏｘＢ感染。２００８年

发病的情况，他认为与前后感染了不同的病毒株有关。

３—５月，安徽省阜阳市发生手足口病暴发疫情，共报告６８８２

３．手足口病传播模式：

例病例，其中有１６８例重症病例，死亡２３例，发病率为８２／１０

（１）传染源：人是人肠道病毒惟一宿主，患者和隐性感染

万。２００８年５月２日，中国将手足口病纳入丙类法定传染病

者均为传染源。该病潜伏期一般为３～７ ｄ，没有明显的前驱

报告与管理。

症状，多数患者突然起病。发病前数天，感染者咽部与粪便

２．手足口病流行特征：

标本可检出病毒，通常以发病后１周内传染性最强。Ｃｈｕｎｇ

（１）时间分布：马来西亚、日本、中国台湾既往年份的数

等０３１于１９９８年９月至１９９９年６月对１２例肠道病毒感染患儿

据提示，手足口病发病存在连续２年高发、隔１年或隔２年出

进行排毒检测，每１或２周采集１次咽拭子和粪便标本进行

现较大规模暴发的情况；而ＥＶ７１感染高发存在着隔２年一

病毒分离，结果提示，感染后２周内可在咽部检出病毒，在感

高发的特点【…，但每次暴发的流行毒株大多不同。

染后的第ｌｌ周仍能从粪便中排出病毒。

手足口病的发病存在季节性变化，受发病地区的地理位

Ｃｈａｎｇ等ｍ１研究发现，１８３例感染ＥＶ７１的患儿中，６％为

置影响。中国内陆、台湾啪】、香港及新加坡等地手足口病病

无症状感染者，７３％为无并发症感染者（只患有手足口病、疱

例的时间分布曲线提示，５—７月为手足口病发病高峰，在

疹性咽峡炎、非特异性热症、上呼吸道感染、肠炎、病毒性皮

ｌＯ一１１月还会出现一个次高峰。日本２００７年手足口病监测

疹等疾病），２１％的感染者出现包括中枢神经感染或心肺衰

数据表明ｍｊ，手足口病发病高峰为第３ｌ周，第３６周为第二个

竭在内的合并症；而在８７例成年感染者中，５３％为无症状感

高峰。越南２００５年手足口病暴发显示，在当地有两个发病

染者，３９％感染者只出现了非特异性症状，例如发烧、咽喉

高峰，分别为３—５月和ｌＯ—１１月，前一个高峰病毒毒株以

痛、胃肠道不适等，８％感染者为手足口病，没有出现合并症

ＣｏｘＡｌ６为主（占８１．１％），后一个高峰以ＥＶ７１为主（占

的病例。

６５．３％）Ｄ６Ｊ。Ｕｒａｓｈｉｍａ等旺引利用５４个气候参数和１９８７—１９９９

（２）传播途径：肠道病毒主要经粪一口和／或呼吸道飞沫

年每周报告病例数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建立季节模型，并用

传播，亦口『经接触患者皮肤、黏膜疱疹液而感染。是否可经

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的数据验证模型，结果提示日照时间、每周平

水或食物传播尚不明确。患者粪便、疱疹液和呼吸道分泌物

均气温≥３０℃的天数、每周平均气温≥２５℃的天数均与每周

及其污染的手、毛巾、手绢、牙具、玩具、食具、奶具、床上用

手足口病病例数呈正相关，这些气候和月份参数可解释每周

品、内衣以及医疗器具等均可传播ｂ“。

病例数变异的６４％。

Ｃｈａｎｇ等”６］对我国台湾１９９８年暴发病例和健康人群进

（２）地区分布：世界各地都有肠道病毒的流行分布。非

行家访式问卷调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与ＥＶ７１感染相关

脊髓灰质炎肠道病毒的流行特征因时间和国家地区不同而

的因素是年龄小（ＯＲ＝２．５）、上幼儿园或育婴中心（ＯＲ＝

存在着差异协川。在温带气候地区，肠道病毒会在夏季和秋

１．８）、与手足口或疱疹性咽峡炎病例接触（ＯＲ＝１．６）、家庭中

季相应的月份里出现感染流行；然而，热带地区全年的感染

孩子多（ＯＲ＝１．４）、生活在农村（ＯＲ＝１．４）。家庭内和幼儿园

发生率都保持在一个高的水平Ｃ”］。１９９８年我国台湾ＥＶ７１

内传播是１９９８年台湾ＥＶ７１快速传播的主要途径。Ｃｈａｎｇ

暴发疫情中，第一个高峰的病例分布在台湾的各个地区，第

等ｍ１研究发现，ＥＶ７１家庭接触传染率为５２％（１７６／３３９）；其中

二个高峰则集中在台湾南部；重症病例的发病率在四个地区

同胞和堂表亲的传染率最高（分别为８４％、８３％），对父母亲

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重症的病死率在中部最高

的传染率中等（４１％），对祖父母和叔叔阿姨等传染率较低

（３ｌ％），在台湾东部最低（７．７％）“…。某一地区是否有手足口

（分别为２８％、２６％）。研究还发现，儿童家庭接触者中ＥＶ７１

病暴发或流行以及严重程度，可能与当地易感人群的累积、

分离率为３９％，明显高于成年接触者的分离率（４．３％），这叮

流行毒株、地理气候条件等诸多因素有关。

能与成年人由于前期的暴露体内有保护性抗体或者病毒浓

（３）人群分布：手足口病在各年龄段人群中均可发病，以

度低有关。这些数据也说明儿童患者传播病毒的能力比成

５岁以下儿童为主，男童的发病率高于女童，其中３岁及以下

年患者高，密切的家庭接触、高病毒载量和长期病毒的排出

年龄组发病率最高，且发生重症或死亡的概率较大。随着年

也许是儿童间家庭传播率高的原因。他还认为ＥＶ７１在咽喉

龄的增长，手足口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下降。我国台湾地区

拭子标本（９３％）中的分离率明显比从直肠拭子或粪便标本

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的研究表明，重症病例大多为４岁及以下儿

中（３０％）的高，提示在ＥＶ７１传播巾口一口传播或飞沫传播也

童，占９３％，其中７５％重症病例都≤２岁啪】。这也町以解释为

许比粪一口途径更重要。

什么该病会每隔２～３年出现一次流行。与积累出新的易感
人群有关。

Ｈｓｕ等ｂ＂对台湾地区２３份水样（１７份地表水库水、３份
地下水、３份小的水处理系统水）进行肠道病毒检测，结果４

有少量报道显示，在同一手足口病病例中存在复发的情

份水库水、ｌ份地下水和２份水处理系统供水巾肠道病毒阳

况，从而增加感染病程；有报道３例儿童病例在感染１４ ｄ后

性；肠道病毒为ＣｏｘＡ２、ＣｏｘＡ６和ＥＶ７１。这提示如果水未进

复发，但没有描述细节和基因型别；另１例４０岁病例先受到

行有效处理，存在水源性传播肠道病毒的可能。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９月第３０卷第９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ｃｍｉｏ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９

（３）易感人群：人对肠道病毒普遍易感，显性感染和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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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

感染后均可获得特异性免疫力，持续时间尚不明确。各年龄

美国ＥＶ７１基因亚型的变迁过程为１９６９年Ａ型，１９７２—

组均可感染发病，以５岁以下儿童为主。了解ＥＶ７１的血清

１９８０年则为Ｂ１型，１９８１—１９８８年为Ｂ２型，１９８６—１９９３年为

流行病学特点并积累相关的资料是进行有效控制其传播流

Ｃ１型，１９９６－－２００６年为ｃｌ和Ｃ２型。而我国台湾１９９８年暴

行的前提条件。近年来马来西亚ｂ“、新加坡¨引以及我国台湾

发之前仅有２株毒株（１９８０和１９８６年），为Ｂ型（具体不清），

和深圳市等进行了４次针对健康人群大规模的ＥＶ７１ ＪｌＩＬ清流

１９９８年为ｃ２和Ｂ４型，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年为Ｂ４型，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

行病学调查ｂ“帅］。多个国家的血清学研究显示，６月龄至２岁

为Ｃ４型，２００６年为Ｃ５型，２００７年为Ｃ５和Ｂ５型¨“，２００８年为

儿童的血清抗一ＨＥＶ７１抗体阳性最低（低于２０％）；５岁后血

Ｂ５型。而中国自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一直为Ｃ４亚型…】。Ｍｉｚｕｔａ

清阳性的比例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５０％左右），之后

等ｍ ３对日本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ＥＶ７１的基因型别进行分析，

抗一ＨＥＶ７１抗体的ＧＭＴ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其中台湾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流行的ＥＶ７１基因型为Ｃ２型，２０００年为Ｂ４型，

地区的一项研究是以１９９８年ＥＶ７１大规模流行为界ｍ１，选取

２００１年为Ｃ２型，２００２年为Ｃ４，２００３年为Ｃ４和Ｂ５型，在与同

数千份各年龄段健康人血清样品进行检测。结果表明，流行

时期周边其他国家的流行毒株进行序列进化数相比较之后，

前期年龄为６月龄至３岁儿童的血清阳性率最低（６月龄至１

他认为应关注当地、全国、周边国家或地区ＥＶ７１型别的流行

岁、１—２岁儿童阳性率均为４％，２—３岁阳性率为２２％），６月

和循环，这对本地区ＥＶ７１的流行和严重程度有重要的作用。

龄以下、３～６岁儿童阳性率为３６％，６岁及以上年龄组的阳性

ＥＶ７１是一种常见的病毒，为何会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引

率为５３％～６７％。在６月龄至３岁的儿童中有８６％（２４／２８）死

起大规模的暴发或流行，并伴有很高的病死率，这其中的原

亡，６９％（１０２／１４７）为严重病例，死亡率在６～１１月龄的婴儿

因目前尚不清楚。病毒变异或重组、家庭内传播的病毒载量

中最高，即流行前特定年龄ＥＶ７１血清阳性率与肠道病毒相

高于普通人群、易感人群的积累和个体遗传的易感性、医生

关的死亡率、严重病例发生率呈负相关。这证实ＥＶ７１在台

缺乏对此病的认识可能都是相关因素Ｈ“，还需要更大范围收

湾呈地方性流行，缺乏ＥＶ７１保护性抗体是这个年龄组高感

集更多毒株，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染率和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更好地解释了为何１—２岁儿

５．小结：综上所述，手足口病的暴发或流行已经成为全

童发病率最高，且病例主要发生于５岁及以下儿童。台湾的

球性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ＥＶ７１病毒毒株的变异、重组或

研究还发现，不同地区ＥＶ７１流行后的高血清阳性率与高死

引入，都会影响手足口病流行的规模和严重程度。可借鉴成

亡率相关（ｒ＝０．８８）［３６］ｏ

功控制脊髓灰质炎的经验，加强手足口病的监测，加大对病

４．Ｅｖ７Ｉ毒株的分子流行病学：ＥＶ７１分３个基因型（Ａ、Ｂ
和Ｃ型）和“个基冈亚型（ＢｒＣｒ、Ｂ１一Ｂ５和Ｃ１～Ｃ５亚型）。

毒毒株的遗传、变异以及病毒与宿主之间关系等基础性研
究；研制有效疫苗，从而达到控制ＥＶＴＩ暴发或流行的目的。

ＥＶ７１基因型别的变化和易感宿主的累积被认为是手足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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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Ｙａｍａｇａｍ，Ｊａｐａ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９９８ ａｎｄ ２００３．Ｊ Ｃｌｉ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０５，４３（１２）：６１７１－６１７５．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一０２—２６）

（本文编辑：尹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