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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浙江省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流行病学特征ꎬ为有效防控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提供依据ꎮ
方法　 对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系统报告的浙江省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进行描述性分析ꎮ 结果　 １０ 年

间共报告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 ８６ 起ꎬ累计发病人数 １ ７５５ 例ꎬ住院 ２４０ 例ꎬ无死亡病例ꎮ 致病菌及其毒素是引起学校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主要病原因子ꎬ占原因查明总事件数的 ８３.０％(４４ / ５３)ꎮ 前 ４ 种致病菌依次为金黄色葡萄球菌、沙
门菌、致泻大肠埃希菌、蜡样芽孢杆菌ꎮ 肉制品及混合食品是引起暴发事件的主要食品ꎬ分别均占总事件数的 １６.３％(１４ /
８６)ꎮ 中学食堂是高发场所ꎬ占总事件数的 ３８.４％(３３ / ８６)ꎮ 学校小卖部导致的住院人数最多ꎬ占总住院数的 ３７.１％(８９ /
２４０)ꎮ 学校食源性疾病事件高发月份依次为 ９ꎬ６ꎬ５ꎬ１０ 月ꎮ 交叉污染及储存不当是引起校园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主要

环节ꎮ 结论　 细菌性食源性疾病是浙江省学校主要的食品安全问题ꎮ 在夏秋季学校食堂及食品店应采取有效措施ꎬ预防

肉类食品、冷加工糕点等高风险食品因交叉污染、储存不当而导致的细菌性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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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源性疾病是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ꎬ也是中 国最大的食品安全问题[１] ꎮ 由于学校(含幼儿园)人

群特殊ꎬ社会关注度高ꎬ人员密集、就餐集中ꎬ一旦发

生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ꎬ危害性及影响面更大ꎮ 本文

对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浙江省辖区内报告的在校学生中发

生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进行流行病学特征分析ꎬ为
政府提出有效预防控制措施提供依据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的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数据来自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上报至食源性疾病暴发网

１０９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第 ４１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６



络监测系统ꎮ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指两人或多人共

同进餐或食用同一食物后出现相似发病症状的一类

事件[２] ꎮ
应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分析流行病学特征ꎮ 所

有数据均采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建立数据库并进行分析ꎮ

２　 结果

２.１　 基本情况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共报告学校食源性疾

病暴发事件 ８６ 起ꎬ累计发病 １ ７５５ 例ꎬ住院 ２４０ 例ꎬ无
死亡病例ꎮ 学校报告事件数、发病数及住院数分别占

同期全省报告总数的 ８.７％ (８６ / ９８７)、１８.０％ (１ ７５５ /
９ ７４６)、１６.９％(２４０ / １ ４２２)ꎮ 年均报告 ８.６ 起ꎬ平均每

起发病 ２０.４１ 例ꎮ ２０１２ 年以来ꎬ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

事件显上升趋势ꎮ ２０１８ 年事件数最多ꎬ占总事件数的

１７.４％(１５ / ８６)ꎮ ２０１９ 年病例数最多ꎬ占总病例数的

２２.９％(４０１ / １ ７５５)ꎮ ２０１２ 年事件数、病例数均最少ꎬ
分别占总数的 ３.５％(３ / ８６)及 ３.７％(６５ / １ ７５５)ꎮ
２.２　 地区分布　 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数依次为

温州( ３０ 起)、杭州 ( １５ 起)、金华 ( １０ 起)、宁波 ( ９
起)、舟山(６ 起)、台州( ５ 起)、湖州( ５ 起)、衢州( ３
起)、丽水(２ 起)、绍兴(１ 起)、嘉兴(０ 起)ꎮ 病例数排

前 ４ 位的依次是杭州、温州、舟山、金华ꎬ分别占总病例

数的 ２７.６％(４８４ 例)、２５.４％(４４５ 例)、１０.５％(１８４ 例)
及 １０.２％(１７９ 例)ꎮ
２.３　 月份分布　 学校食源性疾病事件高发月份依次

为 ９ꎬ６ꎬ５ꎬ１０ 月ꎬ其中 ９ 月的事件数及病例数最多ꎬ分
别占总数的 １９.８％ꎬ１９.０％ꎮ １０ 月住院人数最多ꎬ占
３７.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浙江省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时间分布

月份 事件数(ｎ ＝ ８６) 病例数(ｎ ＝ １ ７５５) 住院数(ｎ ＝ ２４０)
１ ３(３.５) ３４(１.９) ０
２ ２(２.３) ８４(４.８) ０
３ ８(９.３) ２０７(１１.８) １２(５.０)
４ ８(９.３) １１４(６.５) １(０.４)
５ １０(１１.６) ２２６(１２.９) ３３(１３.８)
６ １３(１５.１) １９４(１１.１) ８(３.３)
７ ２(２.３) ３４(１.９) ２８(１１.７)
８ ３(３.５) ３５(２.０) ６(２.５)
９ １７(１９.８) ３３４(１９.０) ５５(２２.９)
１０ ９(１０.５) ２５８(１４.７) ９０(３７.５)
１１ ６(７.０) １６１(９.２) ７(２.９)
１２ ５(５.８) ７４(４.２) ０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４　 致病因素分布　 主要致病因素是致病菌及其毒

素ꎬ分别占总事件数、 病例数及住院数的 ５１. ２％ꎬ
６３.２％及 ９２.５％ꎮ 占原因查明事件数的 ８３.０％ꎮ 引起

学校暴发事件前 ４ 种致病菌分别是金黄色葡萄球菌、
沙门菌、致泻大肠埃希菌、蜡样芽孢杆菌ꎬ分别占 １７.
４％ꎬ９.３％ꎬ８.１％及 ７.０％ꎮ 病例数、住院人数最多的致

病因素是沙门菌ꎬ分别占 ２０.８％及 ３７.９％ꎮ 无化学性

中毒事件ꎮ 有毒动植物中毒仅 １ 起ꎬ为四季豆皂甙引

起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浙江省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致病因素分布

致病因素
事件数

(ｎ ＝ ８６)
病例数

(ｎ ＝ １ ７５５)
住院数

(ｎ ＝ ２４０)
致病菌及其毒素 ４４(５１.２) １１０８(６３.２) ２２２(９２.５)
　 金黄色葡萄球菌毒素 １５(１７.４) ２３６(１３.５) ７５(３１.３)
　 沙门菌 ８(９.３) ３６５(２０.８) ９１(３７.９)
　 致泻大肠埃希菌 ７(８.１) １８７(１０.７) ４(１.７)
　 蜡样芽孢杆菌毒素 ６(７.０) １０６(６.０) ２８(１１.７)
　 副溶血性弧菌 ４(４.７) ７９(４.５) １７(７.１)
　 气单胞菌 ２(２.３) ９０(５.１) ６(２.５)
　 空肠弯曲菌 １(１.２) ４１(２.３) １(０.４)
　 产气荚膜梭菌 １(１.２) ４(０.２) ０
诺如病毒 ６(７.０) １３７(７.８) ３(１.３)
四季豆皂甙 １(１.２) ２３(１.３) ０
油脂酸败 １(１.２) １８(１.０) ０
毒蘑菇 １(１.２) １２(０.７) ６(２.５)
不明原因 ３３(３８.４) ４５７(２６.０) ９(３.８)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５　 原因食品分布　 对原因食品进行归类ꎬ分为肉制

品、粮食制品等 １３ 类ꎮ 除不明原因食品外ꎬ以肉制品

及混合食品为主ꎬ分别占总事件数的 １６.３％ꎮ 糕点面

制品引起的住院人数最多ꎬ占总住院数的 ３９.６％ꎮ 糕

点面制品均为冷加工即食食品ꎬ其中以学校小卖部供

应的三明治、面饼卷鸡肉为主ꎬ１ 起为学生外带裱花蛋

糕ꎮ 见表 ３ꎮ
２.６　 食物来源分布　 见表 ４ꎮ

表 ３　 浙江省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原因食品分布

食物类别 事件数(ｎ ＝ ８６) 病例数(ｎ ＝ １ ７５５) 住院数(ｎ ＝ ２４０)
肉制品 １４(１６.３) ２２９(１３.１) １３(５.４)
粮食制品 ８(９.３) １６７(９.５) ３４(１４.２)
糕点面制品 ６(７.０) ２５９(１４.８) ９５(３９.６)
蔬菜制品 ３(３.５) ４７(２.７) ０
软饮料 ３(３.５) ９５(５.４) ４(１.７)
水产品制品 ３(３.５) ５１(２.９) ０
蛋制品 ２(２.３) ３６(２.１) ８(３.３)
其他食物 ４(４.７) ５０(２.９) ６(２.５)
混合食物 １４(１６.３) ３４５(１９.７) ７０(２９.２)
不明 ２９(３３.７) ４７６(２７.１) １０(４.２)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ꎬ其他食物指植物油、蘑菇、豆浆、水果各

１ 起ꎮ

表 ４　 浙江省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学校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致病食物来源分布

致病食物来源
事件数

(ｎ ＝ ８６)
病例数

(ｎ ＝ １ ７５５)
住院数

(ｎ ＝ ２４０)
中学食堂 ３３９(３８.４) ６８３(３８.９) ５４(２２.５)
小学食堂 １２(１４.０) １９７(１１.２) ３７(１５.４)
九年制学校食堂 ４(４.７) ８１(４.６) １(０.４)
幼儿园食堂 １６(１８.６) ２９０(１６.５) ３７(１５.４)
大中专食堂 ６(７.０) ９６(５.５) １２(５.０)
社会办学食堂 ３(３.５) ６６(３.８) ６(２.５)
集体配送餐 １(１.２) ５(０.３) ０
桶装水 ２(２.３) ８９(５.１) ４(１.７)
学校小卖部 ５(５.８) ２３０(１３.１) ８９(３７.１)
学生外购 ４(４.７) １８(１.０) ０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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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食堂导致的事件数及发病人数最多ꎬ分别占

总数的 ３８.４％ꎬ３８.９％ꎮ 其次为幼儿园食堂和小学食

堂ꎬ分别占 １８.６％及 １４.０％ꎮ 学校小卖部导致的住院

人数最多ꎬ占总数的 ３７.１％ꎮ
２.７　 引发环节分布　 加工过程交叉污染是导致学校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主要原因ꎬ 占事件总数的

５８.１％(５０ 起)ꎮ 其次是储存不当ꎬ即在危险温度带(８
~ ６０ ℃ )中存放时间超过 ２ ｈꎬ占 ５３.５％(４６ 起)ꎮ 厨师

带菌污染 ６ 起ꎬ主要是诺如病毒及金黄色葡萄球菌ꎮ
加工不当 ７ 起ꎬ其中 ２ 起为桶装水生产企业水源不符

合卫生标准ꎬ加之生产过程消毒未按规范操作ꎬ其余 ５
起为食物未烧熟煮透及剩饭菜回烧不彻底ꎮ

３　 讨论

从事件的年度分布来看ꎬ２０１２—２０１８ 年浙江省报

告事件数呈上升趋势ꎬ可能与 ２０１２ 年之后卫生系统食

源性疾病报告制度逐步完善ꎬ漏报率有所下降有关ꎮ
尤其 ２０１４ 年起ꎬ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事件报告

建立了考核机制ꎬ对报告率、调查报告的质量作为对

基层疾控机构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考核指标ꎬ该项制

度也在不断完善中ꎬ故提高了暴发监测数据的准确

性ꎬ监测结果也更具有代表性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学校事

件数 占 全 省 同 期 报 告 总 数 的 ８. ７２％ꎬ 低 于 河 南

(１４.４９％) [３] ꎬ高于贵州(５.６９％) [４] 、云南(６.６７％) [５] ꎮ
提示学校食品安全工作仍需进一步加强ꎮ 从各地市

事件分布来看ꎬ温州地区报告的事件数及病例数最

多ꎬ可能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上报意识强ꎬ学生基数

相对较大有关ꎮ 另外ꎬ也反映了该地区学校食堂硬件

和管理均有待提高ꎮ
学校食源性疾病事件高发月份依次为 ９ꎬ６ꎬ５ꎬ１０

月ꎬ与有关研究相似[６－７] ꎮ 因浙江省学校食源性疾病

病原体主要为致病菌及其毒素ꎬ以上 ４ 个月份为夏秋

季ꎬ是细菌性食源性疾病的高发季节ꎮ １ꎬ２ꎬ７ꎬ８ 月发

病事件数最少与寒、暑假有关ꎬ１ꎬ２ 月事件数较少也与

季节有关ꎮ 建议学校食品安全管理相关部门在食源

性疾病的高发时节ꎬ加强对学校食堂及小卖部的食品

安全指导及监督管理ꎮ
肉制品及混合食物引起的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

事件数及病例数最多ꎬ与其他省份以粮食类、蔬菜

类[４－７]为主不同ꎮ 致病菌及其毒素是主要的致病因

素ꎬ占原因查明事件数的 ８３.０％ꎬ远高于其他省份的研

究结果[４－５ꎬ７] ꎬ也高于浙江省 ２０１０ 前的数据[８] ꎮ 主要

原因无化学性食物中毒事件ꎬ有毒动植物也仅占总事

件数的 １.１６％ꎬ远低于全国情况[６－７] ꎮ 提示近年来浙

江省学校食堂加强预防未烧熟四季豆等有毒动植物

中毒的宣传教育成绩显著ꎮ 无化学性中毒事件ꎬ说明

浙江省近年来打击滥用农、兽药和非法添加非食用物

质的行为取得了良好成效[９] ꎮ 细菌性食源性疾病致

病因子排前 ４ 位的分别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其毒素、
沙门菌、致泻大肠埃希菌、蜡样芽孢杆菌ꎮ 而浙江省

其他场所暴发的食源性疾病事件细菌种类排首位的

是副溶血性弧菌[１０] ꎬ原因是海水产品是副溶血性弧菌

的主要污染来源ꎬ而学校食用海水产品较少ꎮ 沙门菌

事件数虽低于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其毒素ꎬ但导致的病

例数、住院人数最多ꎬ主要原因是相对于常见的细菌

性食源性疾病ꎬ沙门菌病症状较重[１１] ꎬ提示应重视学

生沙门菌食源性疾病的防控工作ꎮ 加工过程交叉污

染是导致学校食源性疾病事件的主要原因ꎬ其次是储

存不当ꎮ 建议食品安全监管及学校主管部门应强化

预防细菌性食源性疾病暴发意识ꎬ学校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人员应提升识别食源性疾病暴发风险的能力ꎬ从
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的角度ꎬ加强对容易引起细菌性食

源性疾病的关键食物、关键环节进行监督、指导ꎮ
致病食物来源以中学食堂最多ꎬ其次为幼儿园食

堂ꎮ 可能由于相对于小学和幼儿园ꎬ中学生住校比例

高ꎬ在学校就餐机会多ꎮ 幼儿园事件数多与幼儿抵抗

力有关ꎬ也与民办幼儿园食堂食品安全相对薄弱有

关ꎮ 大中专食堂引起的事件数占 ７.０％ꎬ与该省 ２０１０
年之前[８]相比有明显下降ꎮ 与近年来大中专院校尤

其是大学食堂食品安全硬件设施及软件管理均有较

大的提升有关ꎮ 学校小卖部引起的暴发事件虽然只

有 ５ 起ꎬ但症状较重ꎬ住院病例数最多ꎮ 尤其是 ２０１９
年ꎬ３ 起事件病例涉及多所中学及大学学生共 １８６ 名ꎬ
均因食用学校小卖部供应的污染了沙门菌的三明治ꎮ
三明治等冷加工糕点导致的沙门菌事件已有多起报

道[１２－１４] ꎬ暴发原因主要为面包加工厂(含前店后场)存
在生熟交叉污染ꎬ生鸡蛋外壳中沙门菌污染了冷加工

面包、蛋糕等ꎬ且在配送运输及学校小卖部销售过程

均无冷藏设施使沙门菌增殖ꎬ故从学校食品安全风险

管理的角度ꎬ建议对确有需要在中小学校设小卖部

的ꎬ应明确禁止销售冷加工即食食品ꎮ
致病因子、原因食品未查明的事件比例均较高ꎮ

经过近年来的培训、演练及实践ꎬ基层疾控中心现场

流行病学调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ꎬ基本上能应对一

般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调查ꎬ实验室检测技术也能

检测本辖区常见食源性疾病致病因子ꎮ 目前存在的

主要问题是现场卫生学调查工作较薄弱ꎮ 从食品安

全事故处置职责上来看ꎬ现场卫生学调查的工作职责

与监管部门和疾控机构均有关ꎬ在事件的现场卫生学

调查过程中ꎬ存在 ２ 个部门各自为阵、互不沟通的现

象 ꎮ故建议以政府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形式明
(下转第 ９０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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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监管部门与疾控机构应在第一时间同时赶赴现场ꎬ
现场卫生学调查以监管部门为主ꎬ疾控机构配合ꎮ 监

管部门会同疾控机构确定卫生学调查涉及的生物样

品、可疑污染食品及环境样品ꎬ并委托疾控机构采集、
检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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