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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宁波市２００８－－２０ １ １年手足口病

流行病学及病原学特征分析
许国章倪红霞
【摘要】

易波贺天锋董红军

方挺顾文珍谢蕾

目的分析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宁波市手足口病流行特征。方法从疾病监测信息报告

管理系统获取宁波市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手足口病资料，运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进行分析。对粪便标
本采用ＲＴ－ＰＣＲ扩增基因序列测定，并利用生物学软件分析。结果２００８－－２０１ １年宁波市共报告
手足口病病例３７ ５２４例，其中重症１９６例，死亡１２例，年均发病率为１４５．２６／１０万，病死率为
０．０３％。＜５岁儿童占报告病例的９５．８９％，散居儿童占６４．１０％；各地区发病均处于较高水平，其中

宁海、象山县为发病率最高的地区，发病高峰在４—７月，男性多于女性。实验室确诊２３９４例，肠道
病毒（ＥＶ）７１型是主要的病毒株，进化树分析表明宁波市手足口病ＥＶ７１分离株属于Ｃ４ａ进化分
支，其流行和传播存在多个传播链。ＣｏｘＡｌ６株同时包含Ｂ１ａ和Ｂｉｂ两条进化分支共同流行。健
康儿童ＥＶ７１中和抗体阳性率为５３．４８％，ＧＭＴ为１１．２３（８．３３～１４．９８）；ＣｏｘＡｌ６中和抗体阳性率为
６３．１８％，ＧＭＴ为１２．６ｌ（６．７０～１６．５２）。结论宁波市手足口病疫情处于高流行态势，＜５岁散居儿
童是主要发病人群，ＥＶ７ｌ为优势株；ＥＶ７ｌ毒株为Ｃ４ａ亚群，ＣｏｘＡｌ６毒株为Ｂｌ基因亚型，与中国
大陆优势株流行趋势一致。

【关键词】手足口病；流行特征；肠道病毒７１型；柯萨奇病毒Ａ１６型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ｅ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ｉｏｌｏＩ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ａｎｄ—ｆｏｏｔ—ｍｏｕｔ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ｘＵ Ｇｎｏ—ｚｈａｎｇ，Ｎｌ ＨｏＴ喀一ｘｉａ，ＹＩ Ｂｏ，ＨＥ

Ｔ讥ｇ．ＧＵ Ｗｅｎ－ｚｈｅｎ，ＸＩＥ Ｌｉｅ．Ｎｉｎｇｂｏ

Ｎｉｎｇｂｏ，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Ｔｉａｎ－ｆｅｎｇ，ＤＯＮＧ Ｈｏｎｇ七ｍｌ，ＦＡ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Ｎｉｎｇｂｏ ３、５０１０．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ＸＵＧｕｏ唁ｈａｎｇ，Ｅｍａｉｌ：ｘｕｇｚ＠ｎｂｃｄｃ．ｏｒｇ．ｃａ
Ｔ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ｗａ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ｇｒ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Ｈｅａｈ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Ｎｏ．２００９Ａ１９０）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Ｎｉｎｇｂ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Ｂｕｒｅａｕ（Ｎｏ．２００９Ｃ５０００８）．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ａｎｄ ｆｏｏｔ ａｎｄ ｍｏｕｔ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ＨＦＭＤ）ｉｎ Ｎｉｎｇｂｏ．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ＨＦＭＤ ｉｎ Ｎｉｎｇｂｏ．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 ｔｏ ２０１１．Ｇｅｎｅｓ ｏｎ
ＥＶ７１ ａｎｄ Ｃｏｘ Ａ１６
ｗｅｒｅ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ｒｒ．ＰＣ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ｏｏ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ＨＦＭ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ｂｙ
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ｓｏｆｈｖａｒ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３７ ５２４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ＨＦＭＤ ｗｅｒｅ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 ｔｏ ２０ １１．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ｎｄ １２ ｄｅａｔｈｓ．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ｗａｓ １４５．２６ ｐｅｒ １００ ０００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ｆａｔａｌｉｔｙ
ｗａｓ ０．０３％．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ｇｅｄ ５ ｏｒ ｙｏｕｎｇｅｒ 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 ｆｏｒ ９５．８９％．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 ｃａｓｅｓ
１９６

ｓｅｖｅｒｅ ｃａｓｅ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 ｆｏｒ ６４．１０％．Ｘｉａｎｇｓｈａｎ ａｎｄ Ｎｉｎｇｈａｉ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ｈａ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ｓ ｉｎ Ｎｉｎｇｂｏ．Ｔｈｅ
ｐｅａｋ ｏｆ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ｆｒｏｍ Ａｐｒｉｌ ｔｏ Ｊｕｌｙ．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ａｌ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ａ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ＨＦＭＤ ｗｅｒｅ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ａｎｄ ＥＶ７ １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ｓｔｒａｉｎ．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ｔｈａｔ ＥＶ７ １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ＦＭ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Ｎｉｎｇｂｏ

ｆｅｍａｌｅｓ．２３９４

ｂｅｌｏｎｇｅｄ ｔｏ Ｃ４ａ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Ｃ４ ｓｕｂ—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ｗｉｔｈ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ｈａｉｎｓ．Ｃｏｘ Ａ１６
ｂｅｌｏｎｇｅｄ ｔｏ Ｂ１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ｂｒａｎｃｈ．５３．４８％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Ｎｉｎｇｂｏ ｓｈｏｗｅｄ ＥＶ７ｌ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Ｔｈｅ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ｅ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ｔｉｔｅｒ（ＧＭＴ）ｗａｓ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１１．２３（８．３３一１４．９８）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Ｃｏｘ Ａ１６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ｗａｓ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ａｔ ６３．１８％ｏｆ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Ｎｉｎｇｂｏ．ＧＭＴ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ａｓ １ ２．６ １（６．７０—ｌ ６．５２）．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５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ｗｅｒｅ ａｔ ｈｉｇｈ－ｆｉｓｋ．Ｔｈｅ
Ｃ４ ｓｕｂ－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Ｃｏｘ Ａ １ ６ ｂｅｌｏｎｇｅｄ

ＨＦＭＤ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ｌｙ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ｉｎ Ｎｉｎｇｂｏ．ｗｉｔｈ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ｅｔｉｏｌｏｇｉｃ ａｇｅｎｔ ｗａｓ ＥＶ７ １ ｗｈｉｃｈ ｂｅｌｏｎｇｅｄ ｔｏ Ｃ４ａ ｉｎ ｔｈｅ
ｔｏ ｔｈｅ Ｂ １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ｂｒａｎｃｈ．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ｖｉｒｕｓ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ａｎｄ—ｆｏｏｔ—ｍｏｕｔ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Ｅｎｔｅｒｏｖｉｒｕｓ ７ １；

Ｃｏｘｓａｃｋｉｅｖｉｒｕｓ Ａ １ ６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３．０４．０１２
基金项目：浙江省医药卫生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０９Ａ１９０）；宁波市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０９Ｃ５０００８）
作者单位：３１５０１０浙江省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通信作者：许国章，Ｅｍａｉｌ：ｘｕｇｚ＠ｎｂｃｄｃ．ｏｒｇ．ｃｎ

·３６２‘

主堡煎鱼疸堂苤查垫！！堡！旦箜丝鲞箜兰塑ｇ塾尘！旦巳ｉ！！塑ｉ！！！垒￡型垫！！，塑！．！尘旦ｏ．４

３．统计学分析：疫情资料分析采用描述性流行

手足口病近年来在我国呈高发态势，因重症及

死亡病例Ｅｔ益增多，已成为影响公众健康的重大公

病学方法。数据分析采用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Ｏｆｆｉｃｅ

共卫生问题。宁波市是浙江省的手足口病高发地区

Ｍａｐｉｎｆｏ及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亲缘进化树分析采用

之一…，为了解宁波市近年来手足口病的流行特征，

Ｍｅｇａ ４．０．２软件。

探讨其防控策略和措施，现将宁波市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

结

手足口病的发病情况分析如下。

Ｅｘｃｅｌ、

果

１．发病概况：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宁波市累计报告手
资料与方法

１．资料来源：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宁波市手足口病发

足口病病例３７ ５２４例，年发病率为１４５．２６／１０万，发
病人数呈增长趋势。其中重症病例报告１９６例，占

病资料均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人口

报告总病例数的０．５２％，死亡病例报告１２例，病死率

数据来源于宁波市统计局。

为０．０３％，重症病例报告数显著增ａｎ（表１）。

２．实验室检测：

表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

１年宁波市手足口病疫情概况

（１）病毒测序：将手足口病患者粪便标本用含
１０％氯仿的ＰＢＳ液处理，振荡、离心后，取上清液
２００

ｕｌ直接提取ＲＮＡ；采用ＱＩＡＧＥＮ

Ｒｅａｎｓｙ Ｍｉｎｉ

Ｋｉｔ试剂盒（Ｃａｔ Ｎｏ．７４１０４）提取核酸。病原分型均
采用ＲＴ－ＰＣＲ方法，肠道病毒（ＥＶ）通用、ＥＶ７１、
Ｃｏｘ

Ａ１６分型引物探针由浙江省肠道病毒网络实验

室下发，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及其网络
实验室完成标本检测工作。ＶＰｌ序列测定选择不同

２．流行特征：一年四季均有发病，但有明显的季

年份的临床病例标本，参照文献报道的方法扩增

节性，３月开始上升，发病高峰出现在４—７月，呈单

ＥＶ７１和Ｃｏｘ Ａ１６病毒的ＶＰｌ区，扩增产物送上海

峰分布，７月后疫情明显下降。全市１ｌ县（市）发病

Ｉｎｖｉｔｒｇｅｎ生物公司测序。

均处于较高水平，年均发病率４２．９７／１０万至２５７．６４／

（２）中和抗体检测：２０１１年４—５月按设定的年

１０万，除余姚、慈溪及奉化市外，其他地区年均发病

龄组和样本数从宁波市健康社区人群中采集外周血

率均＞１００／１０万，地区间发病水平差异明显，以宁

标本，共采集到健康儿童和成人合格血清２５８份。

海、象山县为代表的南部农村沿海地区发病最高，其

同时采用统一调查表调查每名对象的一般情况（姓

次为以鄞州区为代表的中部城区，而慈溪、余姚、奉

名、性别、年龄等）、手足口病史、脊髓灰质炎疫苗接

化市及镇海区发病率较低（图１）。发病人群分布为

种史。采用固定病毒稀释血清法测定血清中ＥＶ７ｌ

男性多于女性（性别比为１．５９），病例以散居儿童和

和Ｃｏｘ Ａ１６中和抗体。中和用病毒按其滴度稀释至

幼托儿童为主，分别占总病例数的６４．１０％和

１００ ＣＣ ＩＤ，ｇＯ．０５

３３．５１％。＜５岁儿童病例占报告总病例的９５．８９％，
其中１～３岁年龄组发病最高（表２）。

ｍｌ，攻毒毒株（ＥＶ７１

Ｖ－０９０８０３，Ｃ４

亚型；ＣｏｘＡｌ６ Ｖ－２０１０１２２１，Ａ型）由北京科兴生物

制品有限公司提供。所有血清样品均经５６℃水浴
灭活３０ ｒａｉｎ，用细胞维持液１：８进行２倍系列稀释
至适宜稀释度。５０ ｕｌ不同稀释度血清分别与等体
积１００

ＣＣ ＩＤ，ｇＯ．０５

ｍｌ病毒液混匀后，置３７℃５％

ＣＯ：培养箱中孵育２ ｈ。每孑Ｌ加入ＲＤ细胞悬液（细

表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宁波市手足口病年龄构成

气爹尹ｚ。０８年

ｚ。。。年

２。１。年

２。１－年

合计

０～

６２８（１３．９０）９００（１４．９８）１５８４（１１．４６）１１７０（８．８８）４２８２（１１．４１）

１～

１４３３（３１．７２）１９１０（３１．８０）４１１８（２９．７９）３７２９（２８＿３０）１１ １９０（２９．８２）

２～

９９７（２２．０７）１５１６（２５．２４）３２３９（２３．４３）３２４２（２４．６１）８ ９９４（２３．９７）

胞浓度１×１０５ｃｅｌｌ／ｍ１）１００ ｕｌ，置３７℃５％ＣＯ：培养箱

３～

７０６ｒ１５．６３）９６１（１６．ｏｏ）２４５２（１７．７４）２６０８（１９．７９）６ ７２７（１７．９３）

中培养７ ｄ。同时设立阴性血清对照、阳性参考血清

４～

３６３（８．０４）４０１（６．６８）

对照、样品血清对照及正常细胞对照。培养７ ｄ后

５～

１９０（４．２１）

６～

观察细胞病变，根据病变观察结果确定待测血清样

１２０７（８．７３）１２７４（８．６７）

３

２４５（８．６５）

１４２（２．３６）

６２６（４．５３）５８４（４．４３）

１

５４２（４．１ １）

７６（１．６８）

７２（１．２０）

２６３（１．９０）２５９（１．９７）

６７０（１．７９）

７～４５（１．ｏｏ）

２４（ｏ．４０）

１０７（０．７７）１０１（Ｏ．７７）

２７７（０．７钔

品的中和抗体滴度。以不产生细胞病变的血清最

８～

１９（０．４２）

２１（０．３５）

７３（０．５３）

高稀释度的倒数为终点效价，抗体效价≥１：８判为

９～

６０（１．３３）

６０（１．００１

１５５（１．１２）

阳性。

５６（０．４３）

１６９（０．４５）

１５３（１．１６）４２８（１．１４）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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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宁波市手足口病地区分布

３．重症及死亡病例分析：重症病例共报告１９６

位于进化树的不同分支，提示宁波市ＥＶ７１流行和传

例。其中男性１２３例，女性７３例；散居儿童１６０例，

播存在多个传播链（图２）。对２５株ＣｏｘＡｌ６（包含

幼托儿童３５例，其他职业ｌ例；１。３岁年龄组重症

ＣｏｘＡｌ６核酸检测阳性的１４份重症病例和１ｌ份轻

病例较多（表３）。病原学检测显示ＥＶ７１阳性１５４

症病例）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并进行ＶＰｌ区亲缘进化
分析显示，ＣｏｘＡｌ６毒株的主要基因型为Ｂ１亚型，

例（包括１１例死亡病例），ＣｏｘＡｌ６阳性１４例，其他
ＥＶ阳性２８例（包括１例死亡病例）。死亡病例共报
告１２例，其中男性８例，女性４例；散居儿童９例，幼
托儿童３例；年龄均＜５岁，其中１～２岁年龄组４

同时包含Ｂｌａ和Ｂｌｂ两条进化分支共同流行（图３）。
表４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宁波市手足口病实验室诊断
病例病原学检测

例；病原学检测显示１ｌ例为ＥＶ７１阳性，１例为其他
ＥＶ阳性。
表３

２００８－－２０ １ １年宁波市手足口病重症病例年龄构成

注：ｌ司表２

４．病原学检测：２００８—２０１ １年宁波市实验室诊
断病例２３９４例，其中ＥＶ７１阳性１５１０例（６３．０７％），
ＣｏｘＡｌ６阳性５８６例（２４．４８％），其他ＥＶ阳性２９８例
（１２．４５％）。不同年份ＥＶ７１、Ｃｏｘ Ａ１６和其他ＥＶ阳
性构成比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Ｃ２＝１８０．２６，Ｐ＜
Ｏ．０５）；不同病例类型、不同年龄组及不同检测月份
ＥＶ阳性率的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不
同性别间ＥＶ阳性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３．３５，
Ｐ＞０．０５），见表４。

５．基因遗传进化分析：对２００９－－２０１ １年重症及
死亡病例分离的４０株ＥＶ７１（均为ＥＶ７１核酸检测阳

注：同表２

６．不同年龄组ＥＶ７１和Ｃｏｘ Ａ１６中和抗体检测：

性的重症病例）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并进行ＶＰｌ区亲

２５８例≥１岁健康人群ＥＶ７１抗体总阳性率为

缘进化分析，结果显示４０株ＥＶ７１与近年中国大陆

５３．４８％，平均ＧＭＴ为ｌ：１１．２３；ＣｏｘＡｌ６中和抗体总

流行的Ｃ４ａ基因亚型比较接近。进化树分析４０株

阳性率为６３．１８％，平均ＧＭＴ为ｌ：１２．６１。１岁组的

ＥＶ７１均与Ｃ４ａ基因亚型的代表株聚成一簇，但分别

ＥＶ７１中和抗体阳性率最低，仅为１３．５１％，随年龄组每

生坐堕堡疸堂苤查！！！！至！旦笙！！鲞笙兰塑垦皇堡！里Ｐ！垒！竺！！！！垒２堕！！！！！，塑！！！！型！：！

水平及浙江省平均发病水平ｎ‘３一。
发病高峰出现在４—７月，与其他相
关研究报道基本一致，但高峰的持
续时间推迟约１个月［４］，疫情呈明显
的单峰分布。散居儿童是主要的发
病群体，特别是重症病例中散居儿
童的比例更高，其原因首先为散居
儿童年龄较小，本研究抗体检测也

表明，该年龄段儿童抗体水平较低，
易感染手足口病；其次散居儿童多
由老年人看管，缺乏防病知识；此外
与幼托儿童相比，散居儿童缺乏晨
检、校医等有效的疾病发现途径，易
造成疾病的传播。提示散居儿童是
手足口病防控重点人群，而加强其

监护人的健康宣教是重要手段ｂ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宁波市手足口病疫

情地区分布广、地区间发病差异较
大，疫情迁移变化特点为起始于东
南部沿海农村地区，逐步向中部城
区扩散，因此农村儿童患手足口病
的风险要高于城市；中部城区的鄞
州区是流动人口的聚集地，而流动
人口的生活习惯及卫生条件较差，

成为引起手足口病高发的主要原
因。＜５岁儿童是主要的发病群

体，特别是１～３岁组儿童发病水平

——面广
图２宁波市ＥＶ７１分离株与其他ＥＶ７１代表株ＶＰｌ区亲缘进化分析

更高，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２。。本
研究血清学抗体检测表明，儿童血

增加１岁，抗体阳性率逐年增加１０％～１５％，至５～１０

清ＥＶ７１及ＣｏｘＡｌ６中和抗体水平

岁，ＥＶ７１抗体阳性率达到６７．５７％，＞１０岁的ＥＶ７１抗
体维持在８０％以上。Ｃｏｘ Ａ１６中和抗体阳性率和

及阳性率与年龄的关系较为密切，１～３岁年龄段

ＧＭＴ同样是１岁组最低，人群抗体阳性率为４３．２４％，

阳性率及抗体水平均较高，提示低年龄组人群因抗

ＧＭＴ为ｌ：５．２４，当４岁时，抗体阳性率已达到

体水平较低而易感，大龄组个体对手足口病发病具

７０．２７％，此后均维持在较高水平（表５）。

有足够的抵抗力哺’。

讨

ＥＶ７１及Ｃｏｘ Ａ１６中和抗体水平最低，而成人中抗体

Ｍ一 秕一
～
～． 一雕微一Ｍ

论

２００９年宁波巾－手足口病防控进入
常态化管理，病例监测系统日趋稳定，
能真实的反映疫情变化规律及发病趋

势。本文分析表明，宁波市手足口病
疫情水平依然较高。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全市平均报告发
病率达到１４５．２６／１０万，高于全国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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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４

常昭瑞，张静，孙军玲，等．中国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年手足口病报告病例流行病学特征
分析．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１，３２（７）：
６７６—６８０．

１３ｊ Ｇｕｏ Ｑ，Ｚｈａｎｇ

ＣＸ，Ｗａｎｇ

ＸＦ，ｅｔ

ｉｎ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１．

ｄ二ｓｃａｓｃ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ｈａｎｄ ｆｏｏｔ ａｎｄ ｍｏｕｔｈ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Ｄｉｓ

Ｓｕｒｖｅｉｌ，２０１１，２６（１１）：８５２—８５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郭青，张春曦，王晓凤，等．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
中国大陆手足口病流行特征分析．疾病监
测，２０１１，２６（１１）：８５２—８５６．

１４ Ｊ ＬｉｕＷＤ，ＷｕＹ，ＬｉａｎｇＱ，ｅｔａｌ．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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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１

３３（８）：８１３—８１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文东，吴莹，梁祁，等．江苏省２００９—
２０１ｉ年手足口病流行特征及时空聚集性
分析．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３３（８）：
８１３—８１７．

［５］Ｑｉｎ ＳＷ，Ｌｖ ＨＫ，Ｍｉａｏ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ＺＰ，ｅｔ ａ１．Ｒｉｓｋ

ｈａｎｄ．．ｆｏｏｔ．．ｍｏｎｔ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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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 Ｐｒｅｖ

Ｍｅｄ．２０１０．１１（９）：

８７ｌ一８７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秦淑文，吕华坤，缪梓萍，等．浙江省社区
散居儿童手足口病危险因素调查．中国预
防医学杂志。２０１０，１１（９）：８７ｌ一８７４．
１６ｊ Ｚｈｏｕ ＳＬ，Ｌｉ ＬＬ，Ｈｅ ＹＱ，ｅｔ ａ１．Ｓｅ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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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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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ｙｐｅ ７１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Ｊ Ｔｒｏｐ

Ｍｅｄ，

２００７，７（１）：６６—６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世力，李琳琳，何雅青，等．深圳市倡导
病毒７１型血清流行病学初步调查．热带
医学杂志，２００７，７（１）：６６—６７．

图３宁波市ＣｏｘＡｌ６分离株与其他ＣｏｘＡｌ６代表株ＶＰｌ区亲缘进化分析

１７ｊＹａｎｇ

本研究病原学分析表明，ＥＶ７１是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年宁波市手足口病的主要流行型别，并导致重症病例
的出现ｎ４１，增加疫情的严重程度。研究中发现
２００９－－２０１ １年ＥＶ７１病毒株基因序列较为接近，均聚

ａｍｏｎｇ

结论ｎ０’川。２０００年后，Ｂ１亚型成为ＣｏｘＡｌ６毒株的主
要基因型，Ｂｌ又分为Ｂｌａ和Ｂｌｂ亚型。本研究进化
树分析表明，宁波市ＣｏｘＡｌ６毒株属于Ｂ１基因亚型，

同时包含Ｂ１ａ和Ｂｌｂ两条进化分支共同流行，虽然目
前我国对ＣｏｘＡｌ６分离株的进化研究资料有限，但本
研究结果与宁夏、河南地区的研究结果一致ｎ２·１３，。
（感谢慈溪、余姚市和鄞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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