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年１２月第３３卷第１２期Ｃｈｉｎ

·１２６１·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１２

．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热点报告·

一起有毒牛肝菌引起食物中毒的调查
孙亚军袁伟

刘伦光张丽杰施国庆王启兴

主要发现：２０１２年３月四川省某乡发生一起婚宴食物中毒事件，罹患率为６１％，病例主要症状为
呕吐和腹泻。流行病学调查提示食用牛肝菌是该次中毒的危险因素。菌类形态学鉴定结果显示
该次进食的蘑菇中含有３种有毒牛肝菌：中华牛肝菌、Ｂｏｌｅｔｕｓ ｖｅｎｅｎａｔａｓ和华丽牛肝菌。

公共卫生意义：食用牛肝菌一旦混入有毒菌将会发生中毒事件，销售有毒蘑菇属于违法行为。在
蘑菇采摘地区针对村民要加强有毒蘑菇的科普宣传，杜绝其采摘和销售；另外工商部门要严管
蘑菇的销售流通环节，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摘要】

目的调查一起婚宴聚餐后胃肠炎暴发的原因及危险因素，提出预防或干预措

施。方法该次胃肠炎暴发病例的定义为２０１２年３月５日婚宴参加者中，出现恶心、呕吐、腹痛或
腹泻症状者。从４７０名参加宴席者中随机选取１４０名，通过电话访谈，询问发病情况及食物暴露

情况。对参加晚宴的１４０人开展回顾性队列研究，计算各种食物的危险性。采集剩余食物检测沙
门菌、志贺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采集剩余未烹调的牛肝菌送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做形态
学鉴定。结果１４０人中有８５人患病（罹患率６１％）。主要临床表现为恶心（８９％）、呕吐（９４％）、腹

痛（５３％）和腹泻（５１％）。参加３月５日晚宴者中，食用牛肝菌的罹患率（６９％）高于不食用者的罹患
率（１８％）（ＲＲ＝３．８，９５％ＣＩ：１．５～９．２）。其余各种食物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剩余菜品沙门菌、志
贺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检测均阴性。菌类形态学鉴定显示共有７种牛肝菌，其中３种有毒。牛肝
菌购自某商店门市部，而后者收购于周边县村民手中。结论该次中毒系由于混入有毒牛肝菌
所致。建议在蘑菇采摘地区加强针对相关人员的科普宣传及提高收购部门识别毒蘑菇的能力，
避免中毒事件发生。

【关键词】蘑菇中毒；食源性疾病；队列研究
Ａｎ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ｉｔｉ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ｐｏｉｓｏｎｏｕｓ Ｂｏｌｅｔｕｓ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 ｉ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２
ｓＵＮ

Ｙ口４ｕｎ。２。ＹＵＡＮ Ｗｅ｝１ ３，ｕＵ

Ｆｉｅｌｄ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城嚷１０００５０，Ｃｈｉｎａ；２

Ｌｕｎ－ｇｕａｎｇｓ，ｚＨＡＮＧ

ｕ－ｊｉｅ、，ｓＨ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Ｃ阳７ＴＰ），Ｃｈｉｎｅｓｅ

Ｚｈｕｈａｉ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Ｇｕｏ－ｑｉｎｇｉ，ＷＡ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

ｒ

Ｑｉ－ｘ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３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Ｚ

Ｃｅｎｔｅｒ

南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４ Ｌｉａｎｇｓｈ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黝ⅣＧ Ｑｉ－ｘｉｎｇ，Ｅｍａｉｌ：ｑｘ ｗ２００８＠ｓｉｎａ．ｃｏｒｎ
ｌ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ａｎ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ｉｔｉｓ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３０ ｖｉｌｌａｇｅｒｓ．Ｗ１１０ ａｔｔｅ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ｗｅｄｄｉｎｇ ｐａｒｔｙ ｈｅｌｄ
ａｓ

ｏｎ

Ｍａｒｃｈ ５。。２０１２，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ｗ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ｈａｖｉｎｇ ｏｎｓｅｔ ｏｆｖｏｍｉｔｉｎｇ，ｎａｕｓｅａ，ｓｔｏｍａｃｈａｃｈｅ

ｏｒ

Ｃａｓｅ ｗａｓ ｄｅｆｒｅｅｄ

ｄｉａｒｒｈｅａ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ａＲｅｎｄｅｅｓ ｏｆａ ｗｅｄｄｉｎｇ ｐａｒｔｙ．

Ｗｅ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ｅｄ １４０ ｆｒｏｍ ４７０ ａｔｔｅｎｄｅｅｓ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ｗｅｄｄｉｎｇ．Ｗｊ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ｆｏｏ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ｔｔａｃｋ ｒａｔｅｓ（Ａｒｔ）ｆｏｒ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ｉｔｉｓ ｉｎ 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Ｔｈｅ ｌｅｆｔｏｖｅｒ ｆｏｏｄｓ ｗｅｒｅ ｔｅｓｔｅｄ ｆｏｒ 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Ｓｈｉｇｅｌｌａ，ａｎｄ 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 ａｕｒｅｕｓ．Ｔｈｅ
ｌｅｆｔｏｖｅｒ ＢｏＩｅｔｕｓ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ｓ ｗｅｒ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Ｂｏｔａｎ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Ｏｆ ｔｈｅ

１４０

ａＲｅｎｄｅｅｓ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６１％（８５）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ｉｔｉｓ．Ｃａｓｅ．ａＲｅｎｄｅｅｓ ｈａｄｖｏｍｉｔｉｎｇ（９４％），ｎａｕｓｅａ（８９％），ｓｔｏｍａｃｈａｃｈｅ（５３％），ａｎｄ ｄｉａｒｒｈｅａ
（５１％）．Ｔｈｅ ＡＲ ａｍｏｎｇ ａｔｔｅｎｄｅｅｓ ｗｈｏ ａｔｅ Ｂｏｌｅｔｕｓ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 ｗａｓ ６９％（８１／１１８），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１８％
（４／２２）ｏｆ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ｄｉｄ

ｎｏｔ（艘＝３．８，９５％ＣＩ：１．５—９．２）．Ｗｈｅ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２．１２．０１４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５０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孙亚军、袁伟、张丽杰、施国庆）；广东省珠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孙亚军）；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袁伟、刘伦光）；Ｉ四／ｌｌ省凉山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王启兴）
孙亚军、袁伟同为第一作者
通信作者：王启兴，Ｅｍａｉｌ：ｑｘ＿ｗ２００８＠ｓｉｎａ．ｔｏｍ

·１２６２－

ａｔＩｅｎｄｅｅｓ

主生煎壹宣堂垄查！！坚年】２ｆｌ第３３卷第１２期Ｃｈｉｎ
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ｆｏｏｄｓ，ｄａｔａ ｄｉｄ ｎｏｔ ｓｈｏｗ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 １２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Ｂｏｌｅｔ螂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ｅｆｔｏｖｅｒ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ｓ，３（Ｂ．＂ｅｎｅｎａｔｕｓ，Ｂ．ｓｉｎｉｃｕｓ ａｎｄ

Ｂ．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ｕｓ）ｗｅｒｅ

ｔｏｘｉｃ．Ｓｔｏｒｅ ｋｅｅｐｅｒｓ ｂｏｕｇｈｔ ｄｒｉｅｄ ｏｒ ｆｌｅｓｈ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ｓ ｆｒｏｍ ｌｏｃａｌ ｖｉｌｌａｇｅｒｓ ｗｈｏ
ｈａｄ ｐｉｃｋｅｄ ｕｐ ｔｈｅ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Ｓａｌｒｎ０１圯ｌｌａ，Ｓｈｉ孵ｆｌａ，ａｎｄ
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Ⅱｕｒｅｕｓ ｔｅｓｔｓ ｏｎ ｔｈｏｓｅ
ｌｅｆｔｏｖｅｒ ｆｏｏｄ ｓｈｏｗｅ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ｏｉｓｏｎｏｕｓ Ｂｏｌｅｔｕｓ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ｉｓ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Ｗ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ｏｎ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ｐｉｃｋｅｒ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ｈｏｗ ｔｏ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ｔｈｅ ｐｏｉｓｏｎｏｕｓ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ｌａｗ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ｂ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 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Ｆｏｏｄｂｏｒｎ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２年３月５日２１时四川省某市人民医院报

样便和稀便。病程４～８５（Ｍ＝９）ｈ。７例住院病例

告，从１７时起该医院陆续接诊３０余名因呕吐、恶

中，３例粪便隐血试验阳性，１例谷氨酰胺转氨酶升

心、腹痛和腹泻症状就诊患者，患者均为同乡村民，

高。临床采取一般对症治疗。

且当天均参加同起婚宴。为查明疫情原因和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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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提出针对性防控措施和建议，开展本次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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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婚宴主人访谈，获得参加婚宴者名单（以户为单
位）。在１６０户（４７０人）婚宴者中，随机选择６５户参
宴者（共１４０人）进行电话调查，了解发病情况。为

图１

２０１２年四川省某乡婚宴食物中毒流行曲线（间隔３ ｈ）

查找危险食物，调查组对参加３月５日晚餐的１４０人

２．可疑餐次及食物分析：

开展回顾性队列研究，通过电话访谈询问其食用菜

（１）可疑餐次：婚宴共有三餐。３月４日晚餐、５

品和米饭的情况，计算各类食物的相对危险度（ＲＲ
值）及其９５％ＣＩ。现场采集剩余食物进行沙门菌、志

日早和晚餐（后者为婚宴正餐）。被调查的１４０人均

贺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检测；剩余未烹调的牛肝菌

参加了３月５日晚餐，其中仅有２８人同时还参加过３

送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做形态学鉴定。通过

月４日晚餐或次日早餐。因所有病例均参加过５目
的晚餐，且流行曲线提示为一次点源暴露，因此３月

与有关人员访谈，了解危险食物的加工制作过程、来

５日晚餐可能为危险餐次。以病例开始食用晚餐的

源以及去向．

时间作为暴露点，计算发病的最短潜伏期为０．５
结

果

最长１２．５ ｈ，Ｍ＝４．５

ｈ，

ｈ。

（２）可疑食物：参加３月５ Ｅｔ婚宴晚餐者的队列
１．流行病学及临床特征：１４０名参宴者中发病

研究分析结果显示，食用牛肝菌者的罹患率（６９％）远

８５例，罹患率为６１％，其中６８例门诊治疗，７例住院

远高于未食用者的罹患率（１ ８％）（ＲＲ＝３．８，９５％ＣＩ：

治疗。首例发病时间为３月５日１６时，末例发病时

１．５～９．２），而其他１６种菜品和米饭在两者中的罹患

间为６日４时，发病高峰时间１９：３０至２２：３０，流行
曲线提示为点源暴露（图１）。参宴者中，女性罹患

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表１）。食用牛肝菌者中，

率（７０％）略高于男性（５３％）（Ｚ２＿－－４．２２，Ｐ＜Ｏ．０５）。各

随食用量增加，罹患率呈现上升趋势（趋势Ｘ２＝４．１，
Ｐ＜Ｏ．０５）。因病例仅发生在参宴人群，故酒和饮料

年龄组罹患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中１～２５岁组

导致中毒的可能低。

罹患率为４８．３％，２６～５０岁组为６４．２％，５１～８０岁组

３．可疑食物调查及实验室检测：本次婚宴为聘

为６２．５％（）［２＝２．３９，Ｐ＝０．３０）。临床表现为呕吐
（９４％）、恶心（８９％）、腹痛（５３％）、腹泻（５１％）、头晕

请厨师自行操办。牛肝菌为该厨师于１周前在当地
市场购买，共５ ｋｇ，均为干制品（种类杂），仅在３月５

（４８％）、畏寒（３５％）、头痛（３４％）、手发麻（８．２％）、发

日晚宴中食用。据调查，店家销售的牛肝菌为周边

热（３．５％）。呕吐每日１—３０（埘＝６）次；主要为上腹

县村民于山中采集或晒干后交固定收购点收购。

部和脐周绞痛；腹泻每日１～２０（Ｍ＝４）次，为黄色水

现场采集尚未烹调的牛肝菌样品１００ ｇ，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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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１４０名婚宴参加者食物中毒危险食品
回顾性队列研究
进食

未进食

·１２６３·

Ｊ Ｅｐｉｄｃｍｉｏｌ，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１２

罹患率（％）

讨

论

此次婚宴食物中毒事件罹患率为６１％（因调查

菜品人数絮人数鬻进食警咫卸５呦

时间短，未逐户调查，故在１６０户总人群中随机选择
６５户作为总人群样本估计总体罹患率，并用该样本
描述疾病及探索危险食品），病例主要症状为呕吐
和腹泻。流行病学调查提示食用牛肝菌是本次中
毒的危险因素，蘑菇形态学鉴定结果显示有３种有
毒牛肝菌。由于采取针对性应急防控措施，截至３
月１２日无新发病例报告。综合流行病学调查、病例
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测结果，依据《食物中毒诊断
标准及技术处理总则》（ＧＢ １４９３８—１９９４），判断本起
事件是由有毒牛肝菌混入食用牛肝菌导致的毒蕈
中毒事件。
我国牛肝菌科种类有３９７种和变种，其中有毒
牛肝菌３３种，约占牛肝菌种类总数的８．３％。有毒牛
肝菌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浙江、江苏等省…。由
于其种类多，且种间形态相似，形态学鉴定较困难，
而民间有“以貌择食”的习惯陋］，致使中毒事件时有

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进行形态学鉴定。结果显

发生㈦４｜。

示：送检样品中共有７种牛肝菌（图２），其中３种有

目前已有学者从有毒牛肝菌Ｂｏｌｅｔｕｓ

ｖｅｎｅｎａｔｕｓ

毒［中华牛肝菌（Ｂｏｌｅｔｕｓ ｓｉｎｉｃｕｓ）、Ｂｏｌｅｔｕｓ＂ｅｎｅ船￡淞、华

中分离出两种有毒因子ｂ·引。摄人Ｂｏｌｅｔｕｓ

ｖｅｎｅｎａｔｕｓ

丽牛肝菌（Ｂｏｌｅｔｕｓ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泌）］。而采集的剩余菜样
标本，检测沙门菌、志贺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结果

可引起严重的胃肠道症状，如恶心、反复呕吐、腹痛

均为阴性。

菌需要经过漂洗、煮熟（透）等处理才可食用【７］，如食

和腹泻，严重时可致脱水。中华牛肝菌和华丽牛肝

鼯？篡

ａ

曼

黛

“

Ｂｏｌｅｔｕｓ ｓｉｎｉｃｕｓ

耳ｚ，｝；二。㈠ｊ｛国：“。鬈

■墨囫
警ｔ

一‘，》 硪
Ｂｏｌｅｔｕｓ

Ｂｏｌｅｔｕｓ ｂｉｃ０１０ｒ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ｕｓ

‘Ｆ瓶‘川ｆ简：仃ｔ§

Ｂｏ胁榔ｇ—ｓＰ“ｓ

·１２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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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当或食用过量会引起巾毒，临床表现均为神经、
精神型…。由于Ｂｏｌｅｔｕｓ割ｅＭＭｆ酣易与其他牛肝菌混
淆¨１，采菌者误采和收购者错误辨别可能性大，因此

分析本次中毒的原因可能系Ｂｏｌｅｔｕｓ钾舱删瑚所致。
鉴于目前国内外尚无快速鉴定方法，一般判断
牛肝菌是否有毒主要依据文献或当地采菌者的经
验。２１。因此建议在采摘地区加强针对该类人员的科
普宣传，增强其辨别能力，避免误采，同时还应加强
收购人员识别毒蕈的知识技能培训，避免类似事件
发生。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１２

［３］Ｚｈｏｕ ＹＪ，Ｗｅｉ ＧＬ．Ｃｈｅｒｔ
ｃａｓｅ

ＧＨ．［ｒｗ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

ｆｏｏｄ 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Ｐｕｌｖｅｍｂｏｌｅｔｕｓ ｒａｖｅｎｅｌｉｉ．Ｊ Ｏｃｃｕｐ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ａｍａｇｅ．

２００８．２３【２）：１１５—１１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亚娟，魏桂兰。陈桂华．一起黄粉牛肝菌食物中毒事件调查．职
业卫生与病伤，２００８，２３（２）：１１５—１１６．
［４］Ｌｉｕ ＭＷ，ＺｈｏｕＨ，ＨａｏＬ，ｅｔａｌ．．ａｍａｌｙｓｉｓ
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Ｃｈｉｎ

ｏｎ

６１ ｃａｓｅｓｗｉｔｈ舶胁晰

ＪＭｉｓｄｉａｇ．２００８，８（１）：１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明伟，周惠，郝丽，等．牛肝菌中毒６１例分析．中国误诊学杂
志．２００８，８（１）：１１１．
［５］Ｍａｔｓｕｕｒａ Ｍ，Ｙａｍａｄａ Ｍ，Ｓａｉｋａｗａ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ｏｍ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Ｙ，ｅｔ

ｔｏａｄｓｔｏｏｌ

ａ１．Ｂｏｌｅｖｅｎｉｎｅ，ａ ｔｏｘｉｃ
Ｂｏｌｅｔｕｓ

ｔ℃，啦Ｍ￡哪

Ｐｈｙｔｏｅ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７，６８（６）：８９３－８９８．

（感谢四川省、凉山州和西吕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及中国科

【６ｊ Ｈｏｒｉｂｅ Ｍ，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 Ｙ，Ｄｏｈｍ

Ｈ，ｃｔ

ａ１．Ｔｏｘｉｃ ｉｓｏ｜ｅｃｔｉ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杨祝良老师对本次谓查的大力支持；感谢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 Ｂｏ胁ｔｕ。Ｅ，ｗＭ￡嘟．Ｐｈｙ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 １ ０．７ １（５—６）：

ＣＦＥＴＰ乌会来、Ｒｏｂｅｒｔ Ｅ．Ｆｏｎｔａｉｎｅ等老帅的悉心指导）

６４８—６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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