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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2012年5月3日，湖南省安仁县发生一起聚餐引起霍乱疫情，共发病10人，检出带菌者5人。

为查清本次霍乱暴发的原因，寻找食物污染的危险环节，为采取科学防控措施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

究确定可疑餐次，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查找可疑食物。数据分析采用Epi Info 3.5软件，计算RR、OR值。结果 本

次疫情的罹患率为2.8%（10/362），病原检出率为2.8%（7/248）。回顾性队列研究显示，4月29日晚餐为可疑餐次；

病例对照研究显示，4月29日晚餐中“头碗”菜是霍乱发病的可疑危险食物。通过现场调查和厨师访谈发现，“头

碗”菜中的“虎皮蛋”曾使用盛装过生甲鱼的筛子盛放过一段时间。结论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和厨师访谈发

现，使用盛装过生甲鱼的容器装“虎皮蛋”可能是导致疫情发生的原因。生熟不分可能导致多种疾病的传播，由

“游厨”操办的农村聚餐应该得到有效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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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农村聚餐引起的霍乱疫情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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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an outbreak of cholera O139 caused by a village dinner party XIAO Jie-hua, LIU Xiao-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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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 outbreak of cholera in May of 2012 in Hunan Province to find the

suspected foods, the pathogenic agent, and defects in food handling, and recommend prevention measures. Methods

We defined a case as any attendee to the village dinner party with diarrhea (≥3 times/ 24h) or positive cholera

culture after the first meal from April 29th to 30th. In a case-control study, we compared exposures to each dish

between 15 case-guests and 40 asymptomatic control-guests. We collected the suspected leftover foods and tested

them for cholera. Results The attack rate was 2.8 %( 10/362), and positive rate of cholera O139 was 2.8 %( 7/248).

All of these attacked and infected cases attended the dinner party on April 29th. The relative risks of participants

were not higher than those of nonparticipants among the other five feasts. Thus we regarded the dinner on April 29th

as the suspected meal, 93%(14/15) case-guests and 63%(25/40) control-guests had taken the first dish（OR =8.4,

95% CI: 1.03-378.42）. The leftover foods had been heated repeatedly when we took samples for culture. All

suspected leftover foods cultures were negative. On the basis of cholera agent surveillance result, we regard the

soft-shelled turtles which was the only one seafood dish provided during the dinner as the suspected source of

cholera. The deep-fried boiled eggs in the first dish were laid in the container which stored the raw pieces of

soft-shelled turtles before. Conclusions The deep-fried boiled eggs in the first dish contaminated by the raw pieces

of soft-shelled turtles was probably responsible for this outbreak of cholera. We recommend enhancing cholera agent

surveillance and taking supervision on large-scale dinner parties in this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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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3日，湖南省安仁县人民医院报告 1例霍乱病例，5月4日上午该市、县疾控中心在

辖区内医疗机构主动搜索时又发现1例，患者均参

加了该县村民伍某母亲的丧宴。为查明本次霍乱

暴发的原因，明确疫情范围和采取快速有效的控

制手段，开展了本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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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病例定义[1] 可能病例：2012年4月29日—5

月7日，参加伍某家丧宴的人员中出现腹泻（不少

于3次/24小时）者；确诊病例定义为：疑似病例

类便或肛拭子培养霍乱弧菌阳性者；带菌者定

义：4月29日—5月7日，参加伍某家丧宴的人员

中，未出现腹泻症状但肛拭子培养霍乱弧菌阳性

者。

1.2 病例搜索 主要通过丧宴礼单记录和回忆确

定聚餐人员，然后入户对聚餐人员的基本情况、

症状和聚餐史进行个案调查和采样；重点乡镇通

过村干部入村挨户询问；已回外地的就餐人员通

过协查函请求外省市疾控中心核查。按照当地习

俗，丧宴设于4月29日晚及30日早两餐。但由于

宴请宾客较多，4月29日早上和中午已有部分人员

在伍某家聚餐，30日中午和下午也有部分人员仍

然留下用餐。因此，就餐人员指参加过4月29日

至4月30日任何一次聚餐的人员。对可能病例的

密切接触者同时进行采样和给予预防服药。

1.3 队列研究确定可疑餐次 对本村参加聚餐的

人员参加的餐次数进行面对面询问，已回外地的

则进行电话调查。对所有聚餐人员参加的餐次进

行统计，结合发病情况进行每餐就餐人员RR值计

算，推断可疑餐次。

1.4 病例对照研究确定可疑食物 以可能病例、

确诊病例和带菌者共15人为病例组，4月29日未

出现腹泻症状的聚餐者中随机抽取40例为对照

组，对2组人员的进餐食物种类进行面对面问卷调

查，分析探索可疑食物。

1.5 统计学分析 使用Epi Info 3.5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计算RR、OR值，并进行χ2检验、logistic多

因素分析，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流行特征 共涉及到4省7市9县12乡的362

名聚餐人员，采集到粪便和肛拭子248人。其中，

可能病例8例，确诊病例2例，带菌者5例。本次

疫情的罹患率为 2.8%（10/362），病原检出率为

2.8%（7/248）。男性罹患率2.9%（6/205），女性罹

患率2.5%（4/157），男女罹患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10例病例的主要临床表现为无痛性腹泻（10/

10），恶心（4/10）、呕吐（4/10）、腓肠肌疼痛（3/

10）。腹泻主要为水样便（9/10）。确诊病例和可能

病例的发病时间分布在5天内，首例前6天（2个

平均潜伏期）和末例后6天均无病例发生，10例病

例发病时间基本呈正态分布，故认为该次疫情为

点源暴露的可能性大。

2.2 可疑餐次 本次丧宴从4月29日至30日共有

6次聚餐。面对面访谈或电话调查有聚餐史的人员

的具体餐次，将所有人员看作一个队列，计算暴

露于各餐次的RR值，见表1。调查发现所有确诊

病例、疑似病例和带菌者均参与了4月29日晚的

聚餐，并且其中4例只参与了4月29日晚餐而发

病。 另外，表1显示仅4月29日晚餐的RR值大于

1且95%的可信区间未包括1。因此推测4月29日

晚餐是导致这次疫情的可疑餐次

2.3 可疑食物 4月29日晚餐与4月30日早餐菜

谱完全相同：“头碗”（猪脚、炸肉、虎皮蛋）、

干笋炒瘦肉、炒猪肚、红烧甲鱼（先炸后蒸再

炒）、红烧肉、炒羊肉、炒无骨鸭脚板、炒白菜、

蒸鸡肉、瘦肉墨鱼玉米汤。聚餐使用的饮水为瓶

装、桶装纯净水、开水和多种瓶装饮料。以病例

（可能+确诊）及带菌者为病例组，并随机选取参

加4月29日晚餐的人员中没有腹泻症状的40人为

对照组，对29日聚餐的食物分别开展病例对照研

究。病例对照研究结果显示：“头碗”、炒猪肚和

炒白菜的比值比（OR值）分别为8.4（P =0.03）、

0.27（P =0.04）和0.17（P =0.01），其它菜品的OR

值均无统计学意义。考虑到可疑食物间可能存在

交互作用，将该3种可疑食物进行logistic多因素分

析，结果显示“头碗”是发病的可疑危险食物。

见表2。

图1 安仁县霍乱疫情病例发病时间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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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餐次就餐人员患病的相对危险度

食用者  未食用者 
餐次 

发病数
（1）
 总人数 罹患率(%)  发病数

（1）
 总人数 罹患率(%) 

RR 95%CI 

4月29日早餐 2 104 2.0   13 258 5.3 0.38 0.09～1.66 

4月29日中餐 2 134 1.5   13 228 6.0 0.26 0.06～1.14 

4月29日晚餐 15 342 4.6   00 020 0.0 1.05 1.02～1.07 

4月30日早餐 11 216 5.4   04 146 2.8 1.86 0.06～5.73 

4月30日中餐 04 096 4.3   11 266 4.3 1.01 0.33～3.09 

4月30日晚餐 01 042 2.4    14 320 4.6 0.54 0.07～4.03 

�
注：（1）此处的发病数包括了带菌者

表2 可疑食物间的logistic多因素分析结果

食物名称 β 标准误 Wald�2 P Exp(β) 

“头碗” 3.218 1.235 6.789 0.009 24.989 

炒猪肚 -0.745 0.928 0.644 0.422 00.475 

炒白菜 -1.905 0.980 3.780 0.052 00.149 

�

2.4 可疑食物的制作过程 甲鱼由事主通过当地

一冰冻食品店订购，28日下午将甲鱼取回家。29

日上午10点和下午8点由一名专门制作甲鱼的厨

师分2批宰杀和制作。过程为：开水烫去角质→剖

杀去内脏→剁块→沥水→油炸→蒸30～40分钟→

加调料炒→装盘上桌。在宰杀甲鱼的过程中，厨

师发现有3只甲鱼死亡并将其丢弃。当地称为“头

碗”的菜是由猪脚、炸肉、辣椒和“虎皮蛋”

（油炸鸡蛋）等组成，为聚餐首道菜。猪脚剁成块

后经油炸、屉蒸（时间不详），之后再与辣椒及炸

过的五花肉一同翻炒，分装到大碗中，周围放上

10个“虎皮蛋”，即为“头碗”。其中的“虎皮

蛋”和五花肉于28日下午炸好放置，29日下午蒸

热后与猪脚炒炸肉装盘。29日下午又油炸了部分

猪脚和鸡蛋，先在盆子中放置1～2小时后直接装

盘。厨师在宰杀甲鱼和制备其他食物时未严格生

熟分开，将盛装过生甲鱼的筛子用来盛装制备好

的“虎皮蛋”。

2.5 甲鱼溯源 甲鱼由该县一冰冻食品店代购，

该店购进甲鱼后直接交事主，未在店内停留，可

以排除该批甲鱼在当地被污染。该批甲鱼由江西

省新余市某水产批发部从浙江省购进，经过3次零

售商转卖。经各相关省、市疾控中心协同调查均

未能采集到同批次甲鱼样本，在多家销售商及市

场抽检也未发现带菌的甲鱼及水产品。

2.6 标本检测 从确诊病例和带菌者中分离的霍

乱菌株经血清学鉴定为霍乱O139群，所有分离到

的菌株经脉冲场凝胶电泳（PFGE）图谱分析均为

同源菌株。由于指示病例发病和确诊时间较晚， 5

月 4 日仅采集到外环境标本 12 份（水井、污水

塘、污水沟、自来水、装甲鱼的泡沫箱、砧板），

剩余食物标本（猪肉、羊肉、猪肚、猪肉、干鱿

鱼和甲鱼）6份，剩余垃圾标本1份，均未检出霍

乱弧菌。

2.7 其他流行病学资料 安仁县龙市乡田心村共

17个组，常住人口2 100人。该县多年来未有霍乱

病例报告。本次疫情涉及到该村6个组的村民。当

地村民家中备有自来水，水源为山泉水。大部分

村民无喝生水习惯。聚餐时主人提供桶装水、瓶

装水、开水和饮料。使用的杯子、筷子为一次性

用具。除甲鱼外，其他食物原料购自县城农贸市

场。而全县范围内主动搜索未发现有其他病例，

排除水、饮料等其他食品污染的可能。4名厨师的

肛拭子培养均为阴性，有2名厨师曾出现过轻微腹

泻症状，发病时间与此次暴发时间一致，考虑为

可能同源暴露。伍某母亲的死因为心血管疾病，

排除与此次霍乱疫情相关。

3 讨论

1992 年开始在孟加拉湾出现的O139 霍乱弧

菌，迄今为止仅在东南亚地区发现[2]。而在2012

年，只有中国报道发生O139霍乱弧菌的感染。中

国在2012年分离到69株菌株中，有52株为O139血

清群[3]。文献资料显示，我国有多起O139霍乱暴发

疫情由农村聚餐引起，且多与食用甲鱼有关[4-7]。根

据国内多个省市的霍乱监测结果显示，甲鱼携带

霍乱弧菌的比例较高[8]。湖南省2002—2009年常规

水体和食品监测显示[9]，阳性标本主要为甲鱼和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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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鱼容器样本，有176 份，占83.4%，其次为虾和

牛蛙及其盛装容器。水体中未检出霍乱弧菌。浙

江省在对沿海海产品及水产品霍乱弧菌污染状况

调查发现，甲鱼带菌率最高，达8.9%，主要携带

的菌型为O 139 群[10]。

此次调查发现，厨师在宰杀甲鱼时曾发现有3

只甲鱼死亡并将其丢弃。厨师在宰杀甲鱼和制备

其他食物时未能严格执行生熟分开，将盛装过生

甲鱼的筛子用来盛装制备好的“虎皮蛋”，可能导

致交叉污染。此次疫情的可疑传染源甲鱼经过了

多次加热烹调，且加工完成后直接上桌，因此，

甲鱼这道菜携带霍乱弧菌使人感染发病的可能性

不大。而鸡蛋虽然也经过了多次加热，但最终放

在盛装过生甲鱼的筛子中，被污染的可能性很

大。结合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可以得出，食物制备

过程中生甲鱼污染熟的虎皮蛋可能是导致此次霍

乱暴发的原因。但是由于指示病例发病较晚，只

采到经多次加热后的剩余食物样本，加工工具也

已经过了多次清洗，未能在盛装过甲鱼的器具分

离到霍乱弧菌。因此，霍乱弧菌的来源和污染环

节只能是推测。聚餐引起的霍乱暴发多发生在一

些卫生条件较差的农村地区，农村“游厨”没有

相应的监管机制。加之农村地区经济水平提高，

多喜欢将甲鱼作为宴请宾客的上等菜。随着农村

对甲鱼消耗量的上升，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监管，

聚餐引起霍乱暴发可能会在部分农村地区不断增

多。湖南省衡阳县曾经连续多年发生食源性O139

霍乱疫情，2006年该县采取了以农村集体聚餐卫

生指导和管理为主的预防控制措施：对农村聚餐

采取了监管措施，对农村厨师进行免费培训，对

就餐人员进行卫生宣教。实施一年后未再发生霍

乱疫情[9]。因此，加强农村集体聚餐卫生指导和管

理，改变不良的食品制作方式，严格实行生熟分

开的烹饪原则是降低农村食源性传染病暴发的根

本措施。

此次疫情虽然发生在农村，但由于指示病例

发现较晚，待病例确诊时，参与聚餐的人员都已

回到常住地。而本次聚餐涉及的人员范围较广，

共涉及到周边4个省的7个市，在追溯传染源时又

涉及到了3个省多个市。随着现代交通便捷性的不

断提高，使得一些潜伏期较长的传染病暴发后迅

速扩散至多个地区，需要多地疾病预防控制部门

共同协作，才能迅速将疫情控制。虽然本次调查

未能找到传染来源，但给多省多地区疾病控制部

门提供了好的协作机会。建议各地从不同层面举

行跨地区疫情协同处置演练，逐步建立跨省跨地

区疫情处理规范，提高疫情发生时的协同控制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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