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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热。点于艮告·

一起蓄意投放亚硝酸盐引发中毒事件的
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李刚

李斌林琳张茂棠
【摘要】

刘渠黄薇谢显清

陈林张顺祥

目的通过对一起蓄意投放亚硝酸盐引起食物中毒的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和刑事侦查

比较，加强流行病学方法的应用。方法按照定义进行病例搜索，完成所有病例或知情者基本信息、
发病情况和饮食史等面对面调查，获取食品原料、加工和销售等情况；采集样本检测亚硝酸盐。查阅
有关资料和知情访谈，了解刑侦和司法调查结果。结果

中毒总罹患率为５６．２５％（６３／１ １２），其中疑

似和确证病例罹患率分别为４１．９６％和１４．２８％，病死率为３．１７％（２／６３）。临床表现和疗效符合亚硝酸
盐急性食物中毒特征；发病时间集中，与年龄、性别和职业无关。病例呕吐物、食物和环境样品共７批
次１９１份，亚硝酸盐检测阳性率为１８．８４％。现场环境、食品经销和加工流程调查结果，支持亚硝酸盐
经蓄意性投放的结论。刑事侦查结果表明，疑犯意图源于市场经营之争，购买亚硝酸盐在饮食摊档
投放。结论该起蓄意投放亚硝酸盐引起食物中毒的事件，经由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和刑事侦查密切
配合，获得充分的证据。刑事侦察与现场流行病学的配合在此类事件中的应用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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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冲突的变

发公共卫生事件之一。而将流行病学方法应用到可

化，蓄意造成食物中毒案例时有发生，成为重要的突

疑犯罪的现场侦破，同时将刑事侦查中证据链等理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３．０４．０１４

论和方法应用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现场调查，以确

作者单位：５１８１７２深圳市龙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李刚、李斌、林

定事件原因及其意图，可丰富现场流行病学方法的

琳、张茂棠、刘渠）；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黄薇、张顺祥）；龙岗

应用。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３日深圳市龙岗区某公司附近

区龙岗街道预防保健所（谢显清）；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陈林）
李刚、李斌同为第一作者
通信作者：李刚，Ｅｍａｉｌ：ｌｉｇａｎ９１２２３＠ｖｉｐ．ｓｉｎａ．ｃｏｎｌ

饮食摊档发生食物中毒，造成２人死亡，卫生和公安
系统先后介入调查。本文通过该起案例分析，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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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流行病学工作者与刑侦机构间的配合，为现场

岗区某公司员工。该公司内除设有食堂外，附近还

流行病学应用提供借鉴。

有临时市场提供的１９个饮食摊点。摊档均为铁框

资料与方法

架、帆布遮顶结构，无任何安全防范措施；档主不在

１．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现场居住，所用食品加工原料及调味品均裸露摆

（１）病例定义：①可能病例：调查人群出现头晕、

放。整个市场由一名保安员负责管理。

头痛、乏力、心跳加速等症状并伴有紫绀者；②疑似病

２．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例：可能病例并符合２月２３日晨进食该饮食摊档食品

（１）病例分布：２月２３日共有１１２名员工在此市

者；③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并符合两项之一者：接受药

场用早餐，其中６３人发病，罹患率为５６．２５％。经排

物（亚甲蓝）、吸氧等治疗后紫绀明显改善；呕吐物亚硝

查，共搜索到６３例，其中疑似４７例，确诊１６例。其

酸盐检测阳性；确诊病例分为轻症（出现明显紫绀）和

中６例病情较重，２例死亡。所有患者均符合亚硝酸

重症病例（出现严重症状如呼吸困难、剧烈恶心和呕
吐、嗜睡或烦躁、昏迷、惊厥及呼吸衰竭）。

盐中毒的临床表现，主要包括紫绀（６３例）、恶心（６３

（２）调查方法：按三种方式开展病例搜索。即通

患者经亚甲蓝治疗症状缓解，其中７例呕吐物亚硝

过涉事公司对所有在外就餐员工登记就餐地点及发

酸盐检测阳性，定量值为１２．２—２８９０ ｍｅＣｋｇ，其他毒

病情况；查阅该公司周边７家医疗机构就诊日志和医

物（毒鼠强、氟乙酰胺、敌鼠钠、安妥、氰化物、砷、汞）

疗记录；组织社区管理机构开展周边出租屋人户调

检测均呈阴性。６３例分布于该公司３个车间，其中

查。按国家食源性疾病个案调查表对所有病例或病

男性２６例，女性３７例；年龄１７～３６岁；有３９例居住

例的知情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对简易饮食摊档开
展卫生学调查，访谈从业人员，了解食品原辅料来源、

在厂区宿舍，另２４例居住厂外。由图ｌ可见，６３例
呈急性发病经过，病例集中在２１日０８：３０—１０：００，

加工、贮存过程和销售等情况。采用描述流行病学分

此期间发病数占总病例的７７．７７％（４９／６３）。流行曲

析方法，描述病例发病和三间分布特征并绘制流行曲
线。采用病例对照方法，以可能病例作为病例组，同车

线为点源模式，结合亚硝酸盐中毒潜伏期主要暴露

例）、呕吐（４ｌ例）、呼吸困难（２６例）和昏迷（６例）。

时间为０７：３０—０９：００，与就餐时间调查一致。

间或宿舍未发病者作为对照组，按食源性疾病个案调
查表相关内容，对可疑餐次及其危险因素进行分析。
（３）实验室检测：采集病例呕吐物、剩余食品及
食品原辅料等作为样本。现场快速检测项目包括硝
酸盐或亚硝酸盐（Ｗａｔｅｒ Ｗｏｒｋｓ公司试剂），氰化物、

砷、汞（ＳｅｎＳａｆｅ公司试剂）；毒鼠强、氟乙酰胺、敌鼠
钠、安妥（北京中卫公司试剂）。亚硝酸盐定量实验
采用盐酸萘乙二胺法，由深圳市龙岗区疾病预防控
图１深圳市一起亚硝酸盐投毒事件的病例时间分布

制中心完成检测。
２．刑事侦察：资料来自深圳市龙岗区公安和司

（２）实验室检测：经个案调查，６３例中毒者均在

法部门，并对案件承办者进行知情访谈。重点了解

该临时市场的饮食摊位Ｆ９和Ｆ１０进食早餐。其中

该起案件刑事侦查过程，即嫌犯初步认定和最后确

Ｆ９所用食品及原料均由供应商成袋送货至现场后
加工，Ｆ１０所用原料均由周边市场购买。累计检测７

定两个阶段中采用的方法。初步认定阶段的主要方
法：①现场保护与勘查；②录像调取与审查；③市场
相关人员的依法搜查；④中毒人员的访谈取证；⑤矛

批次１９１份样本，亚硝酸盐阳性３６份，总阳性率为

盾排查；⑥亚硝酸盐来源调查；⑦市场档位经营活动

未开封的辅料和粉类干货均未见亚硝酸盐污染，而档

调查；⑧发现中毒者的企业内部排查等。最后认定

位盖布和台面拭子、剩余食品及米粉类浸泡用水等样

阶段采用深入分析给予案件定性、通过排查确定重

本检出亚硝酸盐；在Ｆ１０开封的台面辣椒粉瓶内检出

要关系人、明确毒物来源及犯罪手段、确定毒物去向

高浓度的亚硝酸盐，台面下剩余的辣椒粉袋内未检

以及犯罪动机确认等。

出，符合外来投放性化学物的污染特征。另１７间食

结

果

１．基本情况：此次事件中毒人员均为深圳市龙

１８．８４％。由表１可见，Ｆ９档位成品原料包括调味品、

品摊位７２份样本均未检出亚硝酸盐。

（３）发病因素：病例组与对照组相关因素调查表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４ＹＪ第３４卷第ａｎ

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４

程和社会影响又具有刑事案件的属性［７１。

表１深圳市一起投毒事件中Ｆ９、Ｆ１０摊位抽检样品巾
亚硝酸盐检测结果
样品

样品

Ｆ１０

盐０／５

０１２

粉类干货０／５

一

调味品０／７

２／４

档位盖布分段拭子

１０１１２

一

Ｏ／１

档位台面拭子

５／２４

一

０／１３

未开封的食品及辅料０／１ ０

一

剩余食品

ｌ／２

浸泡过原料的水１ １／２７

Ｆ９

本研究结果发现，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和刑事侦查

Ｆ９

Ｆ１０

具有相似的流程，良好地配合可相互受益。例如初期

介入的卫生部门需要法律强制机构现场控制的合作，
所获得现场样本和检测结果又可以作为法律强制机

构的证据。刑事侦查中，对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确认的

注：米样，阳性份数

Ｆ９、Ｆ１０摊位，采取进一步现场勘查和人员问询等方

明（表２），２３日晨在临时市场摊档就餐与发病有统

法，为案件侦破提供了重要判断。公共卫生机构与司

计学意义，而是否居住在公司宿舍、２２日晚是否在

摊档就餐与发病没有联系。进一步调查发现，Ｆ９和

法部门间的合作，对整合公共资源、提升调查效率、促
进事态控制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还发现，现场流行

Ｆ１０摊档０８：００—０９：００为就餐高峰时段。

病学调查与刑事侦察过程及思路有所不同。如现场
流行病学调查由卫生部门主导，治病救人容易得到社

表２深圳一起亚硝酸盐投毒事件发病因素对比调查结果

２３日在摊档早餐

莩 ５；舄产‘ｏ’ ５１２８（１（８２７安
萎否 ３９（６６．．９１｛３３（０２０（４８．０）０．）ｏ．０８（６５
善 ５９（０（８１５４未 ５１６４但（７２７蓦
否

居住公司宿舍
２２日在摊档晚餐

会的尊重；而司法机构主导的刑事侦察，动员了较多

鬻鬻伽卸ｓ％叨

因素

０（０）

．９）

２４（２０．Ｏ）

．８）

．２）

否

．９）

的人力和资源，重视真相还原和完整的证据链生成，

５．８３（３．４８～９．７６）
’……

重视作案动机分析，整个物证采集检测和鉴定过程严

．４１～１．７２）

谨，控制力度和社会公众警示效果明显。事发之初，
社会对该事件的关注度极高，人群恐慌心理明显，印

７

ｏ．６１（ｏ．２５～１．５０）
……
７

证了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本身也可保护公众健康，解除

（４）综合分析：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表明，所

社会的疑虑睛１。卫生、公安和政府等多层面及时发布

有病例的临床表现和治疗效果均符合亚硝酸盐急性

调查结果，有效地避免了该起中毒事件演变成危机事

食物中毒的特征；病例时间分布高度集中，而发病与

件。目前除生物生化恐怖袭击事件外，国外学者也已

年龄、性别和职业无关，符合食物中毒暴发的属性；

将流行病学应用到非处方药物急性中毒的监测和控

该起事件的现场卫生学、食品经销和加工制作流程

制阿；而我国虽有学者注意到了对医疗机构中毒事件

等，所形成的中毒成因假设与进一步调查结果相一
致；从病例呕吐物、现场采集到的食物和环境样品

的分析“…，但其深度和方法仍有待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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