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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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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ꎬ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染病防制与卫生应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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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ꎬ常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以下简称“疾控中心”)接到某幼儿园校医电话报告ꎬ
该园部分班级数十名学生出现腹痛、腹泻等症状ꎮ 为

明确感染原因ꎬ确定影响范围ꎬ防止事件扩大并制定

有效控制措施ꎬ疾控中心立即组织专业人员前往调查

处理ꎬ同时根据事件性质、病例特征及波及范围ꎬ及时

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Ⅳ级响应ꎮ 在市、镇两级人民

政府以及卫生、教育等部门单位的共同努力下ꎬ积极

采取综合防控措施ꎬ有效控制了本次事件ꎮ 现将有关

情况报道如下ꎮ

１　 基本情况

常熟市某幼儿园共有小班、中班、大班共 ３ 个年级

１６ 个班级ꎬ其中小班 ５ 个班级ꎬ中班 ６ 个班级ꎬ大班 ５
个班级ꎮ 该园共有人员 ６６７ 名ꎬ其中幼儿 ６０６ 名ꎬ教师

３６ 名ꎬ保育员 １６ 名ꎬ食堂工作人员 ６ 名ꎬ门卫 ３ 名ꎮ
每班配备 ２ 名教师和 １ 名保育员ꎮ

该园幼儿午餐、上下午点心为统一供应ꎬ仅 １１ 月

２２ 日下午供应的水果不一样ꎬ小班为苹果ꎬ中班和大

班为梨ꎮ 教职工午餐除汤之外不同于幼儿ꎮ 幼儿饮

水由电热水器加热后分发至各班级保温桶ꎬ其中小班

和中班共用 １ 个热水器ꎬ大班单独用 １ 个热水器ꎮ
学校有南北 ２ 栋教学楼ꎬ南栋教学楼一楼为小班ꎬ

二楼为中班ꎬ北栋教学楼一楼为大班ꎮ 教室均为南北

向门窗ꎬ通风情况良好ꎮ 每个班级设学习区、午休区ꎬ
并自带 １ 个蹲式卫生间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病例搜索　 １１ 月 ２３ 日ꎬ调查组通过调查校医

就诊记录、学校因病缺课登记、附近医院门诊日志等

方式展开病例搜索ꎮ 疑似病例为自 １１ 月 ２１—２３ 日ꎬ

３３４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第 ３９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ꎬＶｏｌ.３９ꎬＮｏ.９



该幼儿园全体师生中出现腹痛、腹泻(水样便)者ꎻ临
床诊断病例为同时期该幼儿园全体师生中出现腹泻

(≥３ 次 / ２４ ｈꎬ水样便)伴腹痛者ꎮ 共搜索到 ６８ 名幼

儿及 ７ 名教职工出现相关症状ꎬ其中符合临床诊断病

例定义的患者共 ３６ 例ꎬ包括 ４ 名教师、１ 名保育员和

３１ 名幼儿ꎬ罹患率为 ５.４０％(３６ / ６６７)ꎮ
１.２.２　 实验室检测　 １１ 月 ２３ 日ꎬ现场采集幼儿园 １１
月 ２１—２２ 日留样食品 １２ 份、病例肛拭子标本 １４ 份

(幼儿 １１ 份、教师 ３ 份)ꎬ全部食堂工作人员 ６ 份肛拭

子以及食堂刀具、砧板外环境涂抹样本进行病毒 ＲＴ－
ＰＣＲ 核酸检测ꎮ １１ 月 ２４ 日采集 ２２ 日幼儿园剩余的

梨和供货单位的梨进行化学成分检测ꎮ 同时对留样

食品、病例和食堂工作人员肛拭子及外环境涂抹样品

进行致病菌检测ꎮ
１.２.３　 流行病学调查 　 依据原卫生部办公厅下发的

«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技术指南(２０１２ 年版)»
规范要求ꎬ制定病例访谈提纲和个案调查表ꎬ收集病

例临床信息、食品暴露信息等相关内容ꎮ 同时ꎬ在病

例较多的 ４ 个班级中选取 １７ 例病例ꎬ在同班级随机选

择 ３２ 名健康幼儿作为对照ꎬ开展病例对照研究ꎮ 通过

调查问卷ꎬ以当面询问的方式进行个案调查ꎮ
本次调查使用的调查表内容及调查过程充分考

虑伦理学要求ꎮ 调查开始前对调查人员进行统一培

训ꎬ得到学生、家长、学校等方面的知情同意后方开始

实施ꎬ对被调查对象严格遵守知情认可、平等和尊重

原则ꎬ每个调查对象 ( 幼儿) 均有其监护人及教师

陪同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分析病例

三间分布特征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对资料进行统计

描述与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临床表现 　 ３６ 例病例的主要症状为轻度腹痛、
腹泻( 水样便)ꎬ 其中 ２４ 例腹泻 ３ 次的 １７ 例ꎬ 占

４７.２％ꎻ腹泻>３ 次的 １９ 例ꎬ占 ５２.８％ꎮ ４ 例发病幼儿

前往当地医疗机构就诊ꎬ无住院和重症病例ꎮ
２.２　 三间分布

２.２.１　 时间分布　 ３６ 例病例发病时间集中分布在 １１
月 ２２ 日 ２０:００ 至 ２３ 日 ２:００ꎬ首发病例发病时间为 １１
日 ２２ 日 １６:００ 左右ꎬ末例病例发病时间为 ２３ 日 ３:００
左右ꎬ发病高峰为 ２２ 日 ２２:００ 至 ２３ 日 ０:００ꎬ病例数为

２４ 例ꎬ占 ６６.７％(２４ / ３６)ꎮ 整个发病时间持续 ９ ｈꎬ发
病时间流行曲线显示为点源暴露ꎬ中位数为 １１ 月 ２２
日 ２３:００ꎮ ２３ 日 ４:００ 起未有新发病例ꎮ 见图 １ꎮ

图 １　 某幼儿园 ３６ 名急性胃肠炎病例发病时间分布

２.２.２　 人群分布　 ３６ 例病例中ꎬ幼儿 ３１ 例ꎬ罹患率为

５.１％(３１ / ６０６)ꎻ教师 ４ 例ꎬ罹患率为 １１.１％(４ / ３６)ꎻ保
育员 １ 例ꎬ罹患率为 ６.３％(１ / １６)ꎮ 年龄最小 ４ 岁ꎬ最
大 ７０ 岁ꎬ平均 ８.５ 岁ꎮ 幼儿病例中男生 １２ 例ꎬ女生 １９
例ꎬ男、女比为 １ ∶ １.５８ꎮ 教职工病例均为女性ꎮ
２.２.３　 空间分布　 ３１ 例幼儿病例共涉及大班 ５ 个班

(１２ 例)ꎬ中班 ６ 个班(１９ 例)ꎬ小班未有发病ꎮ ５ 例教

职工病例分别为中(３)班和大(３)班各 ２ 例、大(２)班

１ 例ꎮ
２.３　 卫生学调查　 该园 ６ 名食堂工作人员近 ２ 周未

有发病ꎬ均有健康合格证明ꎮ 食堂环境卫生状况较

好ꎬ生熟区分开ꎬ有餐具的专用消毒设施ꎬ幼儿园每天

的食材都由配送公司当天上午配送ꎬ并由幼儿园制

作ꎮ 近期无停水、停电等异常状况发生ꎮ
幼儿每日上午点心牛奶为光明奶粉冲泡ꎬ２１ 日下

午点心肉饺为当地点心店提供ꎮ ２２ 日下午水果苹果

和梨都是洗净后切分小块ꎬ装盘后分发到各班级ꎮ ２２
日 １４:２０ 左右ꎬ２ 位食堂工作人员先切苹果ꎬ后切梨ꎬ
刀、砧板等用具都是水果专用ꎬ访谈中 ２ 名工作人员反

映梨清洗过程中感觉表面较粘ꎬ不容易清洗干净ꎮ 对

１１ 月 ２２ 日未食用的梨进行溯源调查ꎬ梨为当日上午

配送公司配送ꎬ该公司为全市教育系统中小学食材配

送定点单位之一ꎬ主要对配送的水果进行分拣、装箱

后配送至各单位ꎬ中间未有任何加工过程ꎮ ２２ 日梨除

了配送给事发幼儿园外ꎬ还配送给其他 ５ 所幼儿园ꎬ５
所幼儿园均为削皮煮梨粥或梨汤食用ꎬ未发现近期有

腹泻幼儿增多的情况ꎮ
２.４　 危险因素调查　 在病例较多的班级开展病例对

照研究ꎬ结果显示ꎬ是否吃梨皮的幼儿发病率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ＯＲ ＝ １６. ５０ꎬ９５％ ＣＩ ＝ ３. １６ ~ ８６. ２６ꎬＰ <
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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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对符合临床诊断病例的 ４ 名教师、１ 名保育员

询问调查发现ꎬ有 ３ 人当日吃过未吃完的剩梨ꎬ都仅是

洗净未削皮吃ꎮ
２.５　 实验室检测　 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对全部肛拭子

进行 ＲＴ－ＰＣＲ 检测ꎬ结果为诺如病毒Ⅰ型 / Ⅱ型、札如

病毒、星状病毒、轮状病毒 Ａ / Ｂ / Ｃꎬ肠道腺病毒均未检

出ꎮ 对留样食品、病例和食堂工作人员肛拭子及外环

境涂抹样品进行致病菌(沙门菌、副溶血性弧菌、金黄

色葡萄球菌、致泻性大肠杆菌、变形杆菌、致贺菌、小
肠结肠炎耶尔森菌等)检测ꎬ结果均未检出ꎮ 对幼儿

园剩余的梨进行石蜡快速检测ꎬ显示弱阳性ꎬ气相色

谱检测结果烷烃类图谱有峰值存在ꎬ但具体是何有机

物未能确认ꎮ 配送公司的其余批次梨经石蜡快速检

测ꎬ结果为阴性ꎮ

表 １　 某幼儿园急性胃肠炎暴发病例对照研究分析

日期 餐次 食物 病例组(ｎ＝ １７) 对照组(ｎ＝ ３２) ＯＲ 值 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１１ 月 ２１ 日 上午点心 牛奶及饼干 １６(９４.１) ３２(１００.０) ０.９４ ０.８４ ~ １.０６ ０.３５

午餐 鸡翅根 １７(１００.０) ３１(９６.９) １.０３ ０.９７ ~ １.１０ ０.６５
绿豆芽 １７(１００.０) ３２(１００.０) － －
萝卜咸肉汤 １７(１００.０) ３０(９３.８) １.０７ ０.９８ ~ １.１７ ０.４２

下午点心 肉饺 １６(９４.１) ３０(９３.８) １.０７ ０.０９ ~ １２.６９ ０.７３
水果 苹果 １７(１００.０) ３２(１００.０) － －

１１ 月 ２２ 日 上午点心 牛奶及饼干 １６(９４.１) ３２(１００.０) ０.９４ ０.８４ ~ １.０６ ０.３５
午餐 卤猪心 １７(１００.０) ２８(８７.５) １.１４ １.００ ~ １.３０ ０.１７

炒粉丝 １７(１００.０) ３２(１００.０) － －
番茄金针菇肉丝汤 １７(１００.０) ３１(９６.９) １.０３ ０.９７ ~ １.１０ ０.６５

下午点心 山芋汤 １７(１００.０) ３２(１００.０) － －
水果 梨 １７(１００.０) ３２(１００.０) － －

梨皮 １５(８８.２) １０(３１.３) １６.５０ ３.１６ ~ ８６.２６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食用率 / ％ꎮ

３　 讨论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病例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测

结果ꎬ综合判断为一起因水果表面石蜡致急性胃肠炎

暴发事件ꎮ １１ 月 ２２ 日下午水果梨未能清洗干净为危

险因素ꎮ (１)从发病时间分布看ꎬ持续了 ９ ｈꎬ中位数

为 １１ 月 ２２ 日 ２３:００ꎬ从发病时间中位数往前推首末

病例发病时间差 ９ ｈꎬ推断可疑暴露时间为 １１ 月 ２２ 日

１４:００ 左右ꎬ梨的进餐时间在 １１ 月 ２２ 日 １４:４５ 左右ꎬ
该时间基本符合推断的可疑暴露时间ꎮ (２)从病例班

级分布看ꎬ该园小班无幼儿和教职工发病ꎬ中班和大

班所有班级都有病例出现ꎬ各班级有同样的饮食史ꎬ
唯一不同的是 ２２ 日下午点心中的水果不同ꎮ (３)病

例临床症状较轻ꎬ主要为腹痛、腹泻ꎬ且腹痛轻微ꎬ仅
有 ４ 名病例至医疗机构就诊ꎬ所有病例在 ２３ 日下午回

访调查时已述自愈ꎬ２３ 日 ４:００ 以后无新发病例ꎬ且所

有采集样品的实验室微生物检测结果显示肠道病毒、
致病菌均未检出ꎬ因此综合分析认为ꎬ致病菌或病毒

感染的可能性小ꎮ (４)现场卫生学调查结果显示ꎬ２２
日下午苹果和梨的洗、切及果盘的分装都是由 ２ 名固

定人员负责ꎬ用的刀具、砧板都是专用的ꎬ餐具等都经

过了清洗、消毒ꎬ可基本排除用具或餐具受污染的可

能ꎮ (５)梨表面石蜡快速检测弱阳性ꎬ但同一供货摊

位同期出售的梨检测显示阴性ꎮ 现场访谈中幼儿园

负责清洗水果的工作人员反映梨清洗过程中感觉表

面较粘ꎬ不容易清洗干净ꎬ与石蜡的特性较为一致ꎮ
(６)开展的病例对照研究结果显示ꎬ是否吃梨皮与发

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提示吃梨皮与发病有较大关

联ꎮ ３ 名教职工病例当日都吃过没有去皮的梨ꎮ (７)
对梨开展的溯源调查显示ꎬ配送至其他幼儿园的梨都

是去皮后煮熟食用ꎬ未发现有腹泻幼儿增多的情况ꎮ
截至 １１ 月 ３０ 日ꎬ所有 ３６ 例病例全部康复ꎬ连续

１ 周无新发病例ꎬ终止卫生应急响应ꎮ 本次调查存在

无法开展梨表面石蜡的定量分析以及表面石蜡种类

无法确定等局限性ꎮ
目前市场上的梨、苹果等水果ꎬ为改善外观、减少

损耗ꎬ普遍存在表面涂蜡处理ꎮ 由果蜡引发的食品安

全问题也一直引起人们的关注[１] ꎮ 非法添加工业石

蜡为水果打蜡现象也常有发生ꎮ 在本次事件中ꎬ由于

幼儿年龄较小ꎬ对幼儿园提供的食品缺少卫生鉴别能

力ꎬ因此幼儿园在幼儿食品安全方面承担着更重要的

责任ꎬ其提供的带皮水果ꎬ尤其是苹果、梨等水果ꎬ更
应注意清洗干净ꎬ且去皮后食用ꎮ 本次事件调查中也

暴露出在水果表面蜡样物快速检测方面的问题ꎬ无法

进一步快速鉴别石蜡成分及定量分析ꎬ建议应探索建

立快速、可靠、简便的水果表面石蜡的检测方法ꎬ并在

幼托机构中推广ꎬ以及时辨别蜡中有害烷烃类有机

物ꎬ保护广大儿童身体健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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