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９月第３４卷第９期Ｃｈｉｎ

·８９７·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９

·监钡Ⅱ·

上海市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克雅氏病病例监测
黄埔

朱奕奕胡家瑜姜晨彦
【摘要】

陈波张宏

陈健

目的了解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上海市克雅氏病（ｃＪＤ）监测病例的检测结果及流行病学

特征。方法分析上海市ＣＪＤ监测网络中可疑ＣＪＤ病例的临床和流行病学资料，采集病例脑脊
液及血液标本检测１４—３—３蛋白和１２９位氨基酸多态性及ＰＲＮＰ基因突变。应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软件
建立数据库，使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软件分析。结果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上海市发现散发型ＣＪＤ确诊病例１
例，临床诊断病例５６例，疑似病例１７例；家族遗传型ＣＪＤ确诊病例ｌ例，临床诊断１例，均为Ｅ２００Ｋ
突变。病例分布无季节聚集性，历年报告病例数保持稳定。ＣＪＤ病例居住地散在分布，但２例家

族遗传型ＣＪＤ患者住址相近。确诊和临床诊断病例的平均年龄为６２岁，大于疑似病例的年龄（５６
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上海市ＣＪＤ历年发病例数稳定，均以散发型为主，
职业分布广泛，确诊和临床诊断病例的平均年龄大于疑似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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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雅氏病（ＣＪＤ）是一种人类中枢神经系统退

枢神经系统神经元缺失、海绵样退行性变和胶质增

行性疾病，其感染因子——朊病毒为一种不含核酸

生等。该病与其他哺乳动物中的疾病如疯牛病、羊

的蛋白粒子ＰｒＰ＆（是正常细胞朊蛋白ＰｒＰ６的异常异
构体），该感染因子既有感染性，又有遗传性，并具

痒病、鹿慢性萎缩症等有本质联系，均属朊病毒病
（ｐｒｉｏ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或可传播型海绵状脑病

有与一切已知传统病原体不同的异常特性，其潜伏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ｂｌｅ ｓｐｏｎｇｉｆｏｒｍ 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ａｔｈｉｅｓ），其发病

期长、病死率高、愈后差。ＣＪＤ临床上主要表现为
进行性痴呆及其他神经系统症状，病理改变包括中

可能是散发、经遗传获得或者被感染所致…。根据
发病原因，ＣＪＤ可分为散发型（ｓＣＪＤ）、家族遗传型

（ｆＣＪＤ或ｇＣＪＤ）、医源型（ｉｃｍ）和变异型（ｖＣＪＤ）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３．０９．００９
作者单位：２００３３６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科（黄
埔、朱奕奕、胡家瑜、姜晨彦、陈健），科教科（张宏）；复旦大学公共

等陋，。近年来不论在人群中还是在动物中，朊病毒
引起的疾病不断被发现，已对公共卫生形成一定威

卫生学院（陈波）

胁，为此上海市在２００６年始开展了该病监测，本研

通信作者：陈健，Ｅｍａｉｌ：ｊｃｈｅｎ＠ｓｃｄｃ．ｓｈ．ｃｎ

究分析上海市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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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１．调查对象：按照《全国克雅氏病（ＣＪＤ）监测方
案（试行）》（《方案》）的要求，将上海市２００６－－２０１２
年监测的ＣＪＤ病例作为调查对象。人组标准：①出
现进行性痴呆、肌阵挛、锥体／锥体外系功能异常及
视觉障碍等临床症状和体征者；②年龄＜５０岁并出
现精神症状和进行性痴呆者。
２．标本采集和实验室检测：由监测点医院采
集患者脑组织０．５ ｇ，一２０℃或一７０℃保存；脑脊液
２

图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上海市ＣＪＤ病例发病报告时间分布

ｍｌ，一２０℃保存；ＥＤＴＡ抗凝血５ ｍ１，４℃保存。实

验室检测方法均按照《方案》，包括脑组织常规神经

主，病例地域分布广泛，呈高度散发。２例家族遗传

病理学检测（ＨＥ染色）、ＰｒＰ乳检测、脑脊液１４—３—３蛋

型患者均来自浙江省台州市，两者居住地相距约

白检测和血液ＰＲＮＰ基因检测等。

１５ ｋｍ。

３．统计学分析：调查数据录入ＥｐｉＤａｔａ数据库，
采用Ｅｘｃｅｌ和ＳＰＳＳ １ 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利用

其中离退休人员２０例（２６．３２％）、干部职员１３例

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分析其流行特征。

（１７．１１％）、家务及待业人员１２例（１５．７９％）、医务人

结

（３）人群分布：散发型ＣＪＤ患者职业分布广泛，

员３例。确诊和临床诊断病例中男性３ｌ例，女性２６

果

例，男女性别比为１．１９：１；疑似病例中男性１０例，女
１．病例概况：根据ＷＨＯ的诊断标准口］，结合实

性７例，男女性别比为１．４３：１；排除ＣＪＤ病例中男性

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及患者临床表现，

５２例，女性２０例，男女性别比为２．６０：１。确诊和临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上海市共报告ＣＪＤ可疑病例１４８例，

床诊断病例年龄为３３～８４岁，平均６２岁；疑似病例

其中确诊散发型１例，临床诊断散发型５６例，疑似散

年龄为３２～７５岁，平均５６岁。确诊和临床诊断病例

发型１７例；确诊和临床诊断家族遗传型各１例，均

的平均年龄大于疑似病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仁

为Ｅ２００Ｋ突变（表１）。

２．０３０，Ｐ＝０．０４６＜０．０５）。家族型ＣＪＤ确诊和临床诊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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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病例各ｌ例（均为女性，年龄分别为５０岁和４５

一一
黝

岁），其直系亲属中有疑似ＣＪＤ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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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Ｏ研究显示，全球ＣＪＤ的年发病率为１／１００
万至２／１００万，且＞８０％的病例为散发型，而家族型、
医源型和变异型ＣＪＤ的发病率在不同国家间差异很
大，大多数的变异型ＣＪＤ均发生在英国¨］。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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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流行病学特征：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ＣＪＤ监测结果表明，上海市散发型
ＣＪＤ年发病率约为０．２／１００万，远低于全球水平。目
前上海市还未发现变异型ＣＪＤ病例。
本研究中散发型ＣＪＤ的发病年龄多集中在

（１）时间分布：监测期间于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５日报

５０—７５岁，且临床诊断病例的平均年龄大于疑似病

告上海市首例怀疑病例，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 Ｅｔ报告最后

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如果患者年龄较轻，

１例，病例分布无明显季节性特征，历年报告病例数

即使已有散发型ＣＪＤ临床表现，在病程中也可能不

稳定（图１）。

出现典型的脑电图改变或脑脊液１４—３—３蛋白阳性，

（２）地区分布：散发型确诊和临床诊断病例及

由于临床诊断基于疑似诊断，因此目前的实验室检

疑似病例长久居住地以上海（５６．７６％）、江苏

测方法对于老龄患者可能具有更好的敏感性，建议

（２０．２７％）、浙江（８．１ｌ％）、安徽（６．７６％）省（市）为

临床诊断应综合考虑实验室检查结果及患者的年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９月第３４卷第９期Ｃｈｉｎ

Ｊ

·８９９·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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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因素。

［３ ｊ ＷＨＯ．Ｍａｎｕ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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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对统计学方法的要求
统计学符号按ＧＢ ３３５８—１９８２（（统计学名词及符号》的有关规定一律采用斜体排印，常用：①样本的算术平均数用英文小写
ｉ（中位数用肘）；②标准差用英文小写ｓ；③标准误用英文小写ｓｉ；④￡检验用英文小写ｔ；⑤Ｆ检验用英文大写Ｆ；⑥卡方检验用希

文小写ｆ；⑦相关系数用英文小写ｒ；⑧自由度用希文小写ｖ；⑨概率用英文大写Ｐ（Ｐ值前应给出具体检验值，如￡值、ｆ值、ｇ值
等），Ｐ值应给出实际数值，不宜用大于或小于表示，而用等号表示，小数点后保留３位数。
研究设计：应告知研究设计的名称和主要方法。如调查设计（分为前瞻性、回顾性还是横断面调查研究），实验设计（应告

知具体的设计类型，如自身配对设计、成组设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正交设计等），临床试验设计（应告知属于第几期临床试
验，采用了何种盲法措施等）；主要做法应围绕４个基本原则（重复、随机、对照、均衡）概要说明，尤其要告知如何控制重要非试
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资料的表达与描述：用孑±ｓ表达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Ｍ（Ｑ。）表达呈偏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统计表时，要合
理安排纵横标目，并将数据的含义表达清楚；用统计图时，所用统计图的类型应与资料性质相匹配，并使数轴上刻度值的标法
符合数学原则；用相对数时，分母不宜小于２０，要注意区分百分率与百分比。
统计学分析方法的选择：对于定量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资料具备的条件和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
方法，不应盲目套用ｆ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于定性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定性变量的性质和频数所具备的条件

及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ｆ检验。对于回归分析，应结合专业知识和散布图，选用合适的回归
类型，不应盲目套用直线回归分析；对具有重复实验数据检验回归分析资料，不应简单化处理；对于多因素、多指标资料，要在
一元分析的基础上，尽可能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以便对因素之问的交互作用和多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做出全面、合理的解
释和评价。
统计结果的解释和表达：当Ｐ＜Ｏ．０５（或Ｐ＜Ｏ．０１）时，应说对比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不应说对比组之间具有显
著性（或非常显著性）差异；应写明所用统计分析方法的具体名称（如：成组设计资料的ｆ检验、两因素析因设计资料的方差分

析、多个均数之间两两比较的ｑ检验等），统计量的具体值（如：ｔ＝３．４５，ｆ＝４．６８，Ｆ＝６．７９等）；在用不等式表示Ｐ值的情况下，一
般情况下选用Ｐ＞Ｏ．０５、Ｐ＜Ｏ．０５和Ｐ＜０．０１三种表达方式即可满足需要，无须再细分为Ｐ＜Ｏ．００１或Ｐ＜Ｏ．０００１。当涉及总体参
数（如总体均数、总体率等）时，在给出显著性检验结果的同时，再给出９５％可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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