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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手足口病重症病例临床特征的
Ｆｉｓｈｅｒ逐步判别分析
阮峰谭爱军

陈雪琴萧松健叶中文王松

张雪宝

【摘要】目的比较肠道病毒（ＥＶ）７１型（ＥＶ７１）与其他ＥＶ感染手足口病重症病例的临床特
征，寻找ＥＶ７１手足口病重症病例的特异性诊断指标。方法病例定义采用卫生部“手足口病诊

疗指南（２０１０年版）”，通过查阅病历及现场个案调查，获得定点收治医院手足口病重症病例的临
床资料．ＰＣＲ检测粪便标本中ＥＶ、ＥＶ７ １及ＣｏｘＡｌ６等核酸。比较ＥＶ７１与其他ＥＶ感染的手足口
病重症病例临床特征。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进行Ｆｉｓｈｅｒ逐步判别分析。结果ＥＶ７１与其他ＥＶ感
染的手足口病重症病例比较，肢体抖动、易惊、精神差、抽搐等神经系统症状和体征以及脑脊液白
细胞计数升高等指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Ｆｉｓｈｅｒ逐步判别分析发现肢体抖动、脑脊液

白细胞计数升高有统计学意义。ＥＶ７１和其他ＥＶ感染的判别方程分别为Ｙ＝３．０５９Ｘ．＋３．８３墨一
２．７４２和ｌ，＝１．６３４Ｘ．＋１．６２３Ｘｓ—１．６９３，ＥＶ７１判别正确性为９１％，其他ＥＶ判别正确性为４０％。结论

肢体抖动和脑脊液白细胞计数升高可作为ＥＶ７ｉ重症病例的判别诊断指标。
【关键词】手足口病；重症病例；临床特征；判别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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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口病主要是由肠道病毒（ＥＶ）引起的急性

性无菌性脑膜炎、脑炎、脑干脑炎、脑脊髓膜炎、脊

传染病㈦１，病原体以柯萨奇Ａ组１６型（ＣｏｘＡｌ６）、

髓灰质炎样麻痹等。中枢神经受累后出现精神差、

ＥＶ７１多见。其中ＥＶ７１是引起重症病例的主要病

易惊、嗜睡、头痛、呕吐、肢体无力、急性弛缓性麻痹

原，具有神经毒性，累及神经系统的主要表现有急

等症状ｂ一】，而其他型ＥＶ引起的症状较轻，但也可引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１．０７．０１８
作者单位：５１９００２广东省珠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通信作者：谭爱军．Ｅｎｔａｉｌ：ｚｈｃｄｃ＠ｓｉｎａ．ｔｏｍ

起重症病例＂】。
ＥＶ７１手足口病重症病例患神经系统后遗症的

概率很高阳１，临床需要有针对性的治疗，因此对重症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１年７月第３２卷第７期Ｃｈ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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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ｕｌｙ ２０１１，Ｖ０１．３２，Ｎｏ．７

病例的病原学鉴别尤为重要。珠海市手足口病收治

重症组年龄、性别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医院需要将标本送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获

疾病严重程度［如入院时状态、发热时间、病程、发病

得病原学检测结果至少需２ ｄ，不利于临床诊治。为

到人院时间、重症结局（入住ＩＣＵ、气管插管）］均衡

此以珠海市２０１０年确诊手足口病重症病例的临床

性比较的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ｌ、２。

资料，分析ＥＶ７１与其他ＥＶ手足口病重症病例的ｌ临

表１两组手足口病重症病例的人口学及疾病严重程度

床特征，探讨ＥＶ７１感染重症病例的特异性ｌ临床诊断

均衡性的连续变量比较

指标。
对象与方法

１．病例定义：采用卫生部“手足口病诊疗指南
（２０１０年版）”【９３中规定的手足口病轻症、重症、危重
病例定义。
２．研究对象：从２０１０年珠海市各级医疗机构通
过“国家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系统”报告的所有手足
口病重症病例中选取所有实验室确诊病例为研究
对象。
３．资料来源：采用个案问卷调查及查阅病历，收

注：括号外数据为；±ｓ，括号内数据为变鼍范围；４发病到出院
的时间，０表示发病当天入院

表２两组手足口病重症病例人口学及疾病严重程度
均衡性的分类变量比较

集病例人口统计学资料和发病及入院时症状、体征
等信息。相关症状、体征指标参照“手足口病诊疗指
南（２０１０年版）”中重症病例诊断标准，共包括ｌｌ项
临床症状和体征，６项临床实验室检查。
４．标本采集及检测：所有研究对象均采集急
性期粪便标本，珠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采用
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荧光ＲＴ－ＰＣＲ ７５００检测ＥＶ、Ｅｖ７ｌ、Ｃｏｘ

Ａ１６核酸。

５．统计学分析：将研究对象分为ＥＶ７１手足口病
重症病例组（ＥＶ７１重症组）、ＣｏｘＡｌ６和其他ＥＶ手
足口病重症病例组（其他ＥＶ重症组），比较两组在人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８自由度

（奶＝２

口学特征、临床症状和体征（包括神经、呼吸、循环系

２．两组病例临床指标比较：两组病例出现肢体

统）及实验室检测等指标的差异。连续变量采用ｔ检

抖动、易惊、精神差、抽搐等神经系统症状和体征以

验，分类变量采用碧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及脑脊液白细胞计数升高等指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

意义。单因素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进一步用Ｆｉｓｈｅｒ

义（Ｐ＜０．０５）。ＥＶ７１重症组病例相对危险度（艘）高

逐步判别进行分析，设置进入变量的Ｆ值概率为

的指标有肢体抖动、易惊、精神差和脑脊液白细胞计

０．０５，移出为０．１０，每步都是Ｗｉｌｋｓ’Ｌａｍｂｄａ的九统计

数升高。６２％的ＥＶ７１重症组和４２％的其他ＥＶ重症

量最小的进入判别函数。根据逐步判别后最后进入

组病例具有肢体抖动症状（尺尺＝１．３１，９５％ＣＩ：１．００～

的自变量判别函数系数获得判别方程。用判别函数

１．７３）；４４％的ＥＶ７１重症组和２２％的其他ＥＶ重症组

回代分类，与实际分类进行比较，获得判别正确率。

病例有易惊（艘＝１．３４，９５％ｃ，：１．０５—１．７０）；７７％的

统计软件使用Ｅｐｉｌｎｆｏ ３．３．２和ＳＰＳＳ

ＥＶ７

结

１１．５。

果

２０１０年珠海市共报告１１３例实验室确诊手足口
病重症病例。其中，７７例（６８％）ＥＶ７１阳性，１２例
（１１％）ＣｏｘＡｌ６阳性，２４例（２１％）为其他ＥＶ阳性。
１．两组间均衡性比较：ＥＶ７１重症组和其他ＥＶ

１重症组和２０％的其他ＥＶ重症组病例有脑脊液

白细胞计数升高（ＲＲ＝２．３３，９５％ＣＩ：１．４１—３．８３）。

其他ＥＶ重症组病例ＲＲ值高的指标为抽搐，２５％的
其他ＥＶ重症组和６．５％的ＥＶ７１重症组病例有抽搐
（ＲＲ＝２．３６，９５％ＣＩ：１．４２—３．９１）。见表３。
３．两组病例临床指标的Ｆｉｓｈｅｒ逐步判别分析：
临床指标中对单因素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肢体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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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易惊（兄）、精神差（墨）、抽搐（五）和脑脊液白细

是临床医生对病例的ｌ临床症状、体征以及实验室检

胞计数升高（Ｘ５）进行赋值（有＝ｌ，无＝０）。运用

查凭经验作出。判别分析则用数理的方法精确描

Ｆｉｓｈｅｒ逐步判别分析，逐步判别结果显示变量中只

述，常用于临床辅助鉴别诊断。经典的判别分析

有肢体抖动（墨）和脑脊液白细胞计数升高（Ｘ５）进入
方程。ＥＶ７１重症病例的判别方程是Ｙ＝３．０５９Ｘ，＋

有Ｆｉｓｈｅｒ判别和Ｂａｙｅｓ判别。逐步判别是根据各自
变量偏回归平方和的大小来筛选变量，实现筛选

３．８３兄一２．７４２，其他ＥＶ重症病例的判别方程是ｌ，＝

的目的¨０｜。判别分析已运用在医学许多领域中㈨。

１．６３４Ｘ，＋１．６２３Ｘｓ一１．６９３。对判别结果进行回代，结

本研究将二分类的资料采用赋值方法运用Ｆｉｓｈｅｒ进

果显示ＥＶ７１重症病例判别正确率为９１％，其他ＥＶ

行逐步判别，并运用到ＥＶ７１与其他ＥＶ手足口病重

重症病例判别正确率为４０％（表４、５）。

症病例的判别中，发现肢体抖动和脑脊液白细胞计

表３两组手足口病重症病例临床特征比较

数升高等是ＥＶ７１手足口病重症病例的特异性临床
诊断指标，并建立了判别方程，判别ＥＶ７１手足口病
重症病例的正确率性达到９ｌ％。
我国卫生部“手足口病诊疗指南（２０１０年版）”
中对重症病例的诊断依据主要根据患者有无神经系
统受累的表现。其中肢体抖动是诊断指标之一。
ＥＶ７１重症病例更容易出现肢体抖动神经系统症状
以及脑脊液白细胞计数升高，说明ＥＶ７１较其他ＥＶ
更具侵袭性，更容易入侵中枢神经系统ｈ ２｜。Ｈｕａｎｇ
等¨３】根据台湾１９９８年ＥＶ７１大流行期间的病例临床
特征把脑干脑炎分为３个等级，肢体抖动是脑干脑
炎Ｉ级阶段的临床表现，可进一步发展到Ⅱ或Ⅲ级
阶段。早期运用判别分析诊断ＥＶ７１手足口重症病
例可以有针对性地早期合理利用医疗资源进行救
治。这对重症病例的救治成功率和预后有一定积极
作用。
２０１０年珠海市实验室确诊手足口病重症病例

注：４参照发热＜３９℃或参照正常值；ＣＫ：肌酸激酶；ＬＤＨ：乳酸
脱氢酶；ＣＳＦ．ＷＢＣ：脑脊液白细胞计数升高；ＣＳＦ—ＴＰ：脑脊液蛋白

中有１２％（１３／１１３）入院时为普通轻症病例，入院后
逐步发展成重症病例。该１３例中，３３％的ＥＶ７１重

表４手足口病重症病例２个临床变量的
Ｆｉｓｈｅｒ逐步判别变量进入移出检测
Ｗｉｌｋｓ’Ｌａｍｂｄａ

步进入——
骤变量

馗

ＥｘａｃｔＦ

妒妒够——殛广—面■万■陌

症病例出现肢体抖动，而其他ＥＶ重症病例中则无此
症状。其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还将ＥＶ７１和其他ＥＶ手足口病重症病
例组诊断时的人口学特征以及病情严重程度的均衡
性进行分析，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判别分析

注：进入变量的Ｆ值概率为０．０５。移出为０，１０

出的筛选指标不受上述因素影响，是ＥＶ７１手足口病
重症病例特异性的指标。

表５手足口病重症病例Ｆｉｓｈｅｒ判别回代与实际分类比较

同其他文献报道一样担’６】，本研究中ＥＶ７１仍是
手足口病重症病例的主要病原（６８％）。虽然其他
ＥＶ多引起轻症，很少发生重症病例¨４’川，但研究中
发现仍有３２％的其他ＥＶ（１１％Ｃｏｘ Ａ１６）重症病例。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判断正确率（％）

讨

２００８年安徽省阜阳地区手足口病例中８４％的轻症病
例、５３％的住院病例和６９％的死亡病例检测到

论

判别分析是根据判别对象若干个指标的观测结
果判定其应属于哪一类的统计方法。临床诊断往往

ＥＶ７１，而未检出Ｃｏｘ Ａ１６等其他ＥＶ【Ｉ副。但本研究

仍认为其他ＥＶ引起的手足口病重症病例也应该引
起重视。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１年７月第３２卷第７期Ｃｈｉｎ

－７１９·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ｕｌｙ２０１１，Ｖ０１．３２，Ｎｏ．７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仅收集了重症病例发病到
诊断时的资料，而疾病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同时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０．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ｈ．
ｇｏｖ．ｃｎ｜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ｍｏｈｙｚｓ｜ｓ３５８６／

２０１００４／４６８８４．ｈｔｍ．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Ａｐｒｉｌ ２１．２０１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点可能会出现不同的临床症状，本研究未对病例诊

中国卫生部．手足口病诊疗指南（２０１０年版）．［２０１０—０４－２１］

断后的信息继续跟踪，可能会造成信息偏倚。此外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ｈ．ｇｏｖ．ｃｎ／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ｍｏｈｙｚｓ／

对其他ＥＶ只检测了Ｃｏｘ Ａ１６，对其他病原体未进一
步分类，有待今后进一步观察研究。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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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中。向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中不同杂志投稿时无须重复注册，进入系统后即可实现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间的切换。本刊
的审稿专家可使用同一个用户名作为审稿人进行稿件审理和作者投稿。（３）作者投稿请直接登录后点击“个人业务办理”，然后
点击左上角“远程稿件处理系统”。在页面右上角“选择杂志”对话框中的“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再点击“作者投稿”。投稿成功
后，系统自动发送回执邮件。作者可随时点击“在线查稿”，获知该稿件的审稿情况、处理进展、审稿意见、终审结论等；有关稿
件处理的相关结果编辑部不再另行纸质通知。投稿成功后请从邮局寄出单位介绍信。来稿需付稿件处理费２０元／篇（邮局汇

款），凡未寄单位介绍信和稿件处理费者，本刊将对文稿不再做进一步处理，视为退稿。如有任何问题请与编辑部联系，联系电
话：０１０－５８９００７３０，Ｅｍａｉｌ：ｌｘｂｏｎｌｙ＠ｐｕｂｌｉｃ３．ｂｔａ．ｎｅｔ．ｅｎ。
本刊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