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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气象因素对手足口病发病的短期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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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最高达到３３１例；日气温在１．８～２９．３℃，中位数为
２１．７

ｃＣ；每日日照时间中位数在３．９ ｈ，最长日照时间可达到

１１．６

ｈ（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广州市每日手足口病发病数
及有关气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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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气温、日照与手足口病发病的关系：①每日最低气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温：低温在当日的效应最大，手足口病发病风险低，其滞后效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

应在１～２ ｄ即迅速衰减；高温在５ ｄ后的滞后效应最大，手

（Ｎｏ．Ｃ２０１０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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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口病发病风险相对增加。在无滞后期时，低温条件下
（１．８ ｏＣ）手足口病发病风险最低（ＲＲ＝０．６８，９５％ＣＩ＝０．５５～
ｏ．８５）。当长达５ ｄ的累计滞后效应时，随着气温上升，手足

有研究表明，手足口病在潮湿季节有病例增加的趋势“１。

口病发病风险逐渐增加。高温条件下（２８．４℃）手足口病发

广州市近年来手足口病流行，并有夏秋季高发的特点怛３。本

病风险增加６２．０％（ＲＲ＝１．６２，９５％Ｃ／＝１．４０～１．８８）。②日照

研究使用分布滞后非线性模型（ＤＬＮＭ）探索气象对手足口

时长：相对于每日日照时长的平均水平（３．９ ｈ），在不滞后的

病发病的影响”］。

情况下，日照时间对手足口病发病无明显影响，在滞后第８天

１．资料与方法：从气象部门获得广州市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

的效应最大。以日照时长３．９ ｈ为参照，长日照（１０．６ｈ）可使

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间的日最低气温、日照时长、相对湿度、

手足口病发病风险下降２４．０％（ＲＲ＝Ｏ．７６，９５％Ｃ／：０．６２～

平均风速、平均降雨量和平均气压资料；从广东省疾病预防

０．９５），见表２。

控制中心收集同时期广州市手足口病临床诊断病例和确诊
病例的每日发病人数，所有病例数据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

表２气象因素对手足口病发病影响
在不同滞后期的单独效应

制信息系统”。采用ＤＬＮＭ估计气象因素对手足口病发病影
响的滞后效应。利用负二项分布的半参数广义相加模型
（ＧＡＭ）控制时间的长期趋势、星期效应影响后对气象因素
与居民每日手足口病发病人数关系进行拟合，基本模型：
１０９Ｅ（Ｋ）＝ａ＋∑卢。置＋∑ｓ，（五）＋ＤＯ形；在模型中，设定各气
象指标的中位数为参照水平，设定最大滞后期为２０ ｄ；计算
不同极端天气下［最大、最小值和第１（Ｐ。）、第９９百分位数
（Ｐ。）］在不同滞后期手足口病发病的风险（ＲＲ值９５％ＣＩ）。
经模型筛选，将每日最低气温和日照时间纳入模型。使用Ｒ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１１．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２．结果：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ｄ．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２．０２．０２７
基金项目：中国适应气候变化项目（Ａｃｃｃ／２０１００５２８）；广东省医学
科研指令性课题（Ｃ２０１００１６）
作者单位：５１０３００广州，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康敏、林锦炎、

注：参照温度２１．７℃，参照日照时长３．９

ｈ

３．讨论：气象与传染病关系的研究在不断发展，本研究
利用ＤＬＮＭ分析气象因素对手足口病非线性滞后的效应，发
现高温对手足口病发病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和阈值效应，手
足口病发病风险总体上呈逐渐上升趋势，但在１５～２０℃无
明显变化。本研究还发现手足口病发病风险随日照延长出
现短暂的升高。由于５岁以下儿童是主要发病人群，适宜的

孙立梅、邓爱萍、张永慧）；广东省公共卫生研究院（马文军）

日照时长可使儿童活动增加，接触传播更易实现。而在长日

通信作者：张永慧，Ｅｍａｉｌ：ｚｙｈ＠ｃｄｃｐ．ｏｒｇ．ｃｎ

照的气象条件下，手足口病发病风险保持在较低水平，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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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持续一周以上。这与日本的相关研究一致Ｈ１。可能的
原因是长Ｅｔ照使环境干燥，不适宜肠道病毒繁殖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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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因素对不同传染病的作用机制尚不完全清楚。有研究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８：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表明ＥＶ７１和ＣＡｌ６等肠道病毒在２２℃的污水环境中存活

ａｎｄ ｖｉｒｏｇｅｎｉｃ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Ｊｐｎ Ｊ Ｉｎｆｅｃｔ

ｄ，在干燥环境中的活力迅速下降【“。此外，气象变化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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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泻患者粪便中非脱羧莱克勒菌的分离和鉴定
姜玉芳

刘宗东

陈晓君

王多春

刁保卫

阚飙

【关键词】非脱羧莱克勒菌；腹泻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ＵＵ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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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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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ＩＡ）斜面和动力、靛基质、尿素（ＭＩＵ）培养基，３７℃培养
２４

ｈ，菌株经革兰染色和氧化酶试验后，使用ＡＰＩ ２０Ｅ生化鉴

定系统（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进行生化鉴定。
（３）１６Ｓ ｒＤＮＡ基因鉴定：ＤＮＡ的制备使用天根生化科技
（北京）有限公司细菌基因组提取试剂盒，按说明书操作。
１６Ｓ

ａｕｔｈｏｒ：ＪＩＡＮＧ砘扣ｎｇ，Ｅｍａｉｌ：ｊｉａｎｇｙｕｆａｎ９２０１１＠

１２６．ｔｏ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ｅｃｌｅｒｃｉａ

溶血性弧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转种克氏双糖铁琼脂

ｆｏｒ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挑可疑菌落（霍乱弧菌、志贺菌、沙门菌、致病性大肠杆菌、副

ｒＤＮＡ的扩增采用肠杆菌科１６Ｓ ｒＤＮＡ通用引物，ＦＰ：

５’一ＡＧＡＧＴＴＴＧＡＴＣＣＴＧＧＣＴＣＡＧ一３’，ＲＰ：５’一ＡＣＧＧＣＴ
ＡＣＣ ＴＴＧ ＴＴＡ ＣＧＡ ＣＴＴ－３

ａｄｅ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ａｔａ；Ｄｉａｒｒｈｅａ

７，扩增长度约１５１５ ｂｐ；序列扩增

在美国ＭＪ公司ＰＣＴ－１００型扩增仪上进行。ＰＣＲ和电泳使用
的组分购自大连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ＰＣＲ产物送公司测

非脱羧莱克勒菌（Ｌｅｃｌｅｒｃｉａ ａｄｅ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ａｔａ）可见于由多病
原引起的伤口感染“１；而该菌单独感染则见于血液感染标本

序。将分离株与ＧｅｎＢａｎｋ中非脱羧莱克勒菌种代表性１６Ｓ
ｒＤＮＡ序列进行比对，用Ｍｅｇａ４．０软件构建进化树。

以及免疫低下患者陉ｊ。目前，粪便标本中有关非脱羧莱克勒

（４）ＰＦＧＥ：方法参照文献［３］。脉冲场电泳仪为ＣＨＥＦ

菌的研究报道较少。本研究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自２例腹泻患者

ＤＲｉｌｌ（美国Ｂｉｏ．Ｒａｄ公司），电泳图谱分析软件为

粪便中分离到非脱羧莱克勒菌，现就其特性进行分析鉴定。

Ｂｉ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ｓ，分子量参考菌株为沙门菌Ｂｒｅａｎｄｅｒｕｐ

１．对象与方法：

Ｈ９８１２。

（５）抗菌药物耐药实验：按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

（１）病例和标本：２例腹泻病例均为女性，８２岁，分别于

（ＣＬＳＩ）标准，采用琼脂稀释法。抗菌药物包括氨苄西林、头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６和１８日就诊，就诊前均腹痛、腹泻（水样便），

孢噻吩、链霉素、庆大霉素、卡那霉素、四环素、诺氟沙星、氯

粪便标本在服药前采集。

霉素、红霉素和多粘菌素Ｂ。结果判断以抑制细菌生长的最

（２）病原分离培养和生化检测：粪便标本直接划沙门志
贺属琼脂（ｓｓ）、麦康凯（ＭＡＣ）、硫代硫酸盐柠檬酸盐胆盐蔗

低药物浓度为ＭＩＣ。药敏质控菌株为Ｅ ｃｏｌｉ（ＡＴＣＣ ２５９２２）
和金黄色葡萄球菌（ＡＴｃｃ ２９２１３）。
２．结果：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２．０２．０２８
作者单位：２６１４００莱州，山东省莱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室
（姜玉芳、刘宗东、陈晓君）；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

（１）菌株形态和培养特征：从２例患者粪便标本中分离
到２株形态和培养特征一样的菌，分别命名为ＬＺｌｌ－３和

所（王多春、刁保卫、阚飙）

ＬＺｌ６—７。２株菌均为革兰染色阴性、无芽孢、两端钝圆、细小

通信作者：姜玉芳，Ｅｍａｉｌ：ｊｉａｎｇｙｕｆａｎ９２０１ １＠１２６．ｃｏｍ

短状杆菌。在ｓｓ平板上菌落粉红色、圆形、凸起；在ＭＡＣ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