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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疟疾宣传活动在江苏省消除疟疾中的作用

王伟明，曹园园，周华云，杨蒙蒙，朱国鼎，曹俊

［摘要］目的 评价2011-2017年江苏省疟疾宣传日活动效果，进一步提高社会和公众的疟疾防控意识，促进全省消除疟

疾工作。方法 收集2011-2017年江苏省疟疾宣传日各类活动统计报表，并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

结果 2011-2017年江苏省7个“全国疟疾宣传日”宣传活动期间，全省通过播放DVD、展出展板、宣传栏、印发传单、发放

宣传小册子、进行疟防知识咨询和开展培训班等形式，共有4 924万人受益。2016年以来，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利

用微信、微博、公众号等新媒体开展疟疾防治知识宣传，有效受众达到近300万，起到了广泛的宣传效果。2011-2017年江

苏省共报告疟疾病例2 220例；全省重症疟疾从2011年的195例下降至2017年的6例；自2015年起全省无疟疾引起的死

亡病例发生。江苏省2011年患者发病后当天就诊占全部病例的16.58%（62/374）；2017年患者发病后当天就诊占全部病

例的 30.13%（72/239）；2017年患者发病后当天就诊比例高于 2011年患者发病后当天就诊比例（χ2＝15.67，P＜0.01）。结

论 疟疾宣传日活动在江苏省消除疟疾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利用新媒体开展疟疾防治知识宣传在消除疟疾工作中将

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疟疾；宣传；消除；新媒体

［中图分类号］R193；R5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116（2019）02-071-05

The Role of Malaria Propaganda in Eliminating

Malaria in Jiangsu Province

WANG Weiming，CAO Yuanyuan，ZHOU Huayun，YANG Mengmeng，ZHU Guoding，CAO Jun

Key Laboratory of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on Parasitic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Jiangsu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n Parasite and Vector Control Technology，Jiangsu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Schistosomiasis Control，Wuxi 214064，Jiangsu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malaria propaganda effect on the elimination of malaria in

··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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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su province from 2011 to 2017，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awareness of malaria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society and the public，and to promote the eliminating of malaria in the

whole of Jiangsu province. Methods The reports of various activities during the“Malaria Awareness

Day” in Jiangshu province from 2011 to 2017 were collected and made statistical analysis. chi-

square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rates. Results From 2011 to 2017， during the seven

propagandas of“National Malaria Awareness Day”in Jiangsu Province，various activities were took

in the whole province，such as played DVDs，used display boards and publicity columns，sent out

brochures， malaria prevention knowledge consulting and training courses were carried out too. A

total of 49.24 million populations were benefited. Since 2016， Jiangsu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Schistosomiasis Control used Wechat， Microblog， Wechat Public Account and so on those new

media methods to broadcast the knowledge on malaria control， reached effectively about three

million people， it was widespread. A total of 2 220 malaria cases were reported in Jiangsu

province from 2011 to 2017. The number of severe malaria cases dropped from 195 in 2011 to 6

in 2017. Since 2015， there’s no death case caused by malaria in Jiangsu province. About 16.58%

（62/374） patients of malaria went to see the doctors at the same day when ill in 2011， and

30.13% （72/239） of that in 2017，the proportion in 2017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2011，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xisted between （χ2＝15.67， P＜0.01）. Conclusion The propaganda of

“Malaria Awareness Day”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the process of malaria eliminating in Jiangsu

Province. Broadcast the knowledge of malaria control and prevention through new medias will b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on help eliminate malaria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malaria；publicity；elimination；new media

疟 疾 被 世 界 卫 生 组 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列为全球三大公共卫生问题

之一。2016年全球 91个国家新发疟疾病例数约为

2.16亿，每年全球约有 44.5万人死于疟疾［1］。为提

升世界各国对疟疾防治的重视，2007-05 第六十届

世界卫生大会决定从2008年起，将每年4月25日定

为“世界疟疾日”。我国将每年4月26日定为“全国

疟疾日”，并要求各地组织开展疟疾防治宣传活

动。建国前，我国疟疾流行时间长，范围广，危害

重，特别是南方地区有间日疟和恶性疟并存，造成

暴发流行，恶性疟因为无特效药物导致死亡率极

高。建国后，国家把疟疾防治纳入全国发展纲要，

全国相继建立了各级卫生防疫机构，通过多年的大

力防治，疟疾发病率和死亡率均有显著下降。但全

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曾有两次暴发

流行，发病人数分别为 1 023 万和 2 411 万，全国平

均发病率分别高达 155.4/万和 296.1/万。通过因地

制宜，实施多种综合措施，至 2000年全国疟疾发病

率下降至 1.867/10 万。为了解江苏省“4.26 疟疾宣

传日”在消除疟疾行动以来的开展情况，为疟疾消

除后阶段更好地开展疟疾宣传活动，宣教目标人群

更有针对性，本文对江苏省2011年以来围绕疟疾消

除开展的主要宣传活动进行了总结分析。

1 材料与方法

1.1 疟疾宣传日活动情况统计 江苏省各级卫生

行政和业务部门在疟疾宣传日前后与宣传、广播电

视和新闻媒体等部门的合作，组织疟防专业技术人

员，以报告、专题讲座、科普知识问答、街头义诊或

咨询、散发宣传材料、展示宣传画板、张贴宣传标语

等群众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形式进行宣传。收集

整理2011-2017年江苏省疟疾宣传日各类活动统计

报表。

1.2 开发健康教育宣传用品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

治研究所设计和开发了针对不同健康教育对象的

疟防知识健康教育宣传用品，并在疟疾宣传日之前

分发至全省各地，用于针对不同人群开展有效的疟

防知识健康教育和宣传。

1.3 开展多部门联防联控 全省各级卫生行政部

门积极与商务、外经贸、出入境检验检疫等相关部

门开展联防联控，做好输入性疟疾病例管理和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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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并和劳务输出机构一起做好出入境人员疟防知

识健康教育和高疟区回国人员的管理监测。

1.4 新媒体宣传 收集 2016 年以来依托“微信”、

“微博”等新媒体开展4.26“全国疟疾日”相关宣传活

动的资料，统计参与新媒体宣传等线上活动的访问

量以及传播数量等数据资料。

1.5 统计分析 采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对疟疾发

病情况进行分析，采用SPSS 16.0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全省“4.26疟疾宣传日”开展活动情况 2011-

2017 年江苏省 7 个“全国疟疾宣传日”宣传活动期

间，全省共播放疟疾防治知识相关的DVD 4 560场

次，广播/电视 8 202次；在报纸专栏中发表 2 858篇

文章、展出展板17 797版、宣传栏张贴44 562张、印

发传单7 050 620份、宣传小册子发放887 915份；疟

防知识咨询27 523场次、疟疾培训班开展4 979个，

全省共有4 924万人受益（表1）。

2.2 各区市“4.26 疟疾宣传日”活动情况 各区市

开展“4.26 疟疾宣传日”的受益人数存在较大差

异。受益人数占全省总人口数的 66.88%（以 2011

年人口数为基准），南京市受益人数占当地总人口

数的 10.87%；而泰州市受益人数占当地总人口数

的 177.16%（8 957 765/5 056 434），南京和泰州两市

受益人数占当地人口数的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3，P＜0.01）（表2）。

表1 2011-2017年江苏省“4.26全国疟疾宣传日”活动情况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合计

活动形式

播放DVD
/场次

343

457

1 023

910

761

743

323

4 560

广播电视
/次

1 415

1 107

1 585

1 315

1 054

939

787

8 202

报纸专栏
/篇

928

812

619

133

128

145

93

2 858

展板/版

2 401

2 635

2 827

2 542

2 020

2 785

2 587

17 797

宣传栏/张

6 679

11 048

10 122

6 240

3 994

2 996

3 453

44 532

印发传单
/份

1 364 441

1 410 304

1 187 993

785 751

652 274

830 869

818 988

7 050 620

小册子/份

100 203

113 778

135 358

77 591

121 004

141 055

198 926

887 915

疟防知识咨询
/场次

8 234

3 050

3 591

2 400

3 350

3 860

3 038

27 523

培训班
/个

569

600

616

1 052

771

740

631

4 979

受益人数

8 942 538

9 037 045

7 820 518

6 417 112

5 952 338

5 063 566

6 010 751

49 243 868

区市

南京

无锡

徐州

常州

苏州

南通

连云港

淮安

盐城

扬州

镇江

泰州

宿迁

合计

活动形式

播放DVD
/场次

94

111

541

23

385

811

400

252

511

318

173

591

350

4 560

广播电视
/次

109

84

711

4

50

733

946

572

3 889

180

135

548

241

8 202

报纸专栏
/篇

2 053

15

98

0

34

215

11

146

126

42

38

26

54

2 858

展板/版

1 634

1 289

3 890

604

711

410

567

1 358

3 392

1 143

628

1 097

1 074

17 797

宣传栏/张

9 457

642

5 678

875

820

1 994

1 219

3 646

2 983

2 256

1 186

6 718

7 058

44 532

印发传单
/份

27 500

136 263

1 277 132

110 070

137 550

50 514

222 437

457 340

623 698

427 874

651 845

421 851

2 506 546

7 050 620

小册子/份

16 000

60 999

188 434

107 311

30 664

10 950

32 300

58 231

47 769

23 075

110 842

59 651

141 689

887 915

疟防知识咨询
/场次

88

1 396

10 093

1 190

673

286

732

9 119

1 795

421

315

617

798

27 523

培训班
/个

79

251

700

34

169

274

336

1 122

626

215

216

389

568

4 979

受益人数

655 000

1 133 875

4 186 020

689 674

2 121 617

9 639 920

2 212 362

6 403 324

2 077 395

2 541 250

3 389 187

8 957 765

5 236 479

49 243 868

表2 2011-2017年江苏省各区市“4.26”全国疟疾宣传日活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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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健康教育宣传用品开发和利用 2011年以来，

针对疟疾健康宣教目标人群，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

研究所和部分市、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设计和下

发了印有疟疾防治知识的宣传折页、宣传画以及马

克杯等共计 27种主要宣传用品。2014年发放了宣

传袋、拉画笔、鼠标垫、手电筒、餐巾纸；2015年发放

了哈尔斯双层茶杯、洗碗巾、不锈钢盆、洁婷菜罩、

手电筒、天堂伞和卡片式U盘；2016年发放了牙签

瓶、鼠标垫、调味盒、马克杯、宣传折页、多功能药

盒、便携式餐盒、漱口杯；2017 年发放了一次性纸

杯、无纺布袋、指甲钳、抽纸、透明护照套、防蚊手

环、水笔、USB分线器。2015年以后，在所有宣传用

品上增加了含有疟疾防治知识宣传信息的江苏省

血防所公众微信号二维码标记。

2.4 新媒体宣传活动情况

2.4.1 微视频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开发

制作一期“疟疾防治宣传”微视频，微视频从中青年

等输入性疟疾易感人群的视角出发，以悬疑式问题

开头，紧接着通过疟疾疫情的黑镜头，最后再通过

疟疾防治专业人士的答疑解惑，向受众讲述疟疾的

科普知识，于4.26当天在新浪门户和微博等平台播

出，被国内多家国家网站、自媒体平台转载，一周形

成145次二次传播和扩散。

2.4.2 微访谈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携手

新浪，由@新浪无锡发出微访谈预告，面向网友征集

问题，疟疾宣传日前后由新浪无锡直发微访谈主

题，网友进行在线提问，并由相关领域专家在新浪

无锡直播间进行在线解答。

2.4.3 多平台互动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

利用微信、微博和专题聚合页开展疟防宣传活动。

利用“江苏寄生虫病防治”微信公众号推送疟疾相

关知识和健康宣教游戏内容，并联合“无锡 24小时

微信公众号”开展疟疾知识有奖答题，共有203 377

人次参与有奖问答活动。在新浪微博客户端围绕

“消除疟疾，谨防境外输入”主题，利用开机画面页

投放开机报头，通过强曝光的方式宣传全国疟疾日

信息；通过账号@江苏疟疾和账号@新浪无锡，在疟

疾宣传活动日期间围绕消除疟疾主题，开展互动及

评论转发，形成热度话题，微博话题阅读量达 195.7

万，讨论数量为4 572人次。通过采访稿件、疟疾信

息、疟疾游戏画面展示、疟疾知识、微博热议等板

块，对疟疾宣传活动进行线上宣传与报道，门户阅

读量达84.6万人次。

2.5 江苏省疟疾疫情及诊治情况

2.5.1 疟疾疫情 2011-2017年，江苏省共报告疟疾

病例 2 220例，其逐年疟疾病例数分别为 374、198、

341、355、405、308和239例。

2.5.2 重症及死亡病例 2011-2017年江苏省共报

告重症疟疾病例 265例，分别为 195、16、9、20、14、5

和6例。2011-2017年，江苏省共报告疟疾死亡病例

6 例，分别为 2011 年 3 例、2012 年 1 例和 2014 年 2

例。

2.5.3 患者发病后主动就医时间 江苏省 2011年

共报告疟疾病例 374例，患者发病后当天就诊的有

62人，发病后1～3 d间就诊的有187人，发病后大于

3d就诊的有 125人，2011年患者发病后当天就诊占

全部病例的16.58%（62/374）。江苏省2017年共报告

疟疾病例 239例，患者发病后当天就诊的有 72人，

发病后1～3 d间就诊的有125人，发病后大于3 d就

诊的有42人，2017年患者发病后当天就诊占全部病

例的 30.13%（72/239）。2017 年患者发病后当天就

诊比例高于2011年患者发病后当天就诊比例，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χ2＝15.67，P＜0.01）。

3 讨论

健康教育是通过传播信息和行为干预来改

变个体或群体行为，树立健康理念，预防控制疾

病的发生、减少可能的危险性，通过干预措施养

成良好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提高保健和防范风险

的意识［2-3］。健康教育在控制疟疾和消除疟疾等阶

段中均起到重要作用，开展健康教育宣教地区的目

标人群在相关疟疾防治知识、态度和行为等方面均

有提高［4-6］。在尼日利亚，通过对5岁以下儿童的家

庭采取健康教育干预措施，护理人员在其家中通过

有效的疟疾管理，能够早诊断、适当治疗和及时转

诊［7］。通过新媒体微信公众号对在尼日尔务工的中

国人健康宣教育发现，该措施是一种可持续、可行

的、可接受的，并能改善其疟疾健康知识的策略措

施［8］。

中国计划于2020年实现消除疟疾，要如期实现

该目标，就必须客观认识疟疾消除每阶段的特点，

制订科学合理的防控策略和技术措施，其中健康教

育的作用不可或缺［9-10］。“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通

过跨部门合作，以政府为主导，卫生部门联合出入

境检验检疫、商务和外经贸等劳务输出有关部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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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协作［11-12］，建立信息互通机制，利用大数据分析对

赴非洲、东南亚等高疟区出国人员开展精准疟疾防

控［13-14］。

江苏省结合每年的“全国疟疾日”开展了大量

的宣传活动，针对赴非洲、东南亚疟疾高发地区人

群开展健康干预措施，通过多种形式做好疟疾防治

知识宣传教育，提高出国人员的自我防范能力，增

强其患病后及时就诊的意识［15-16］。疟疾宣传日活动

在江苏省消除疟疾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江苏省受

益人数众多，量大面广。

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利用数字网络

和移动通讯技术，通过互联网向移动终端发送信息

的一种新的媒体形式［17-18］。新媒体已经成为健康传

播的重要途径之一，可以通过各大门户网站、社交

网络、自媒体平台，提供针对性强、吸引力广、受众

乐于接受的疟疾健康知识信息，并形成快速二次传

播，进行大范围的健康教育［19-20］。从2016年起，江苏

省充分运用新媒体如新浪微博、腾讯微信、H5（海报

与游戏）、专题聚合页等形式，在 4.26“全国疟疾日”

前后集中开展疟疾宣传活动，传播方式丰富多样；

受众在疟疾知识掌握过程中有较强的参与性，交流

畅通，互动性强，起到了广泛的宣传效果。江苏省

计划在消除疟疾后阶段，利用新媒体开展疟疾防治

知识宣传将成为健康教育的重要途径，在巩固江苏

省消除疟疾成果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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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8年自贡市丙型肝炎感染者基因型分布

袁宗智，李科，陈燕梅，周敏，宋阳菊，万晓宇

［摘要］目的 调查自贡市丙肝病毒基因型分布状况，为不同人群丙肝防治提供数据参考。方法 对2016-2018年自贡市

医院及美沙酮门诊HCV初筛为阳性的186份标本通过HCV-RNA检测，其结果大于1.0×103 IU/ml的阳性138例标本再进

行基因分型试验。结果 186份抗-HCV阳性的标本中，HCV-RNA＞1.0×103 IU/ml核酸阳性标本为138份，共发现5种基

因亚型，占比最多的为1b型（50例，36.23%），其次为6a型（41例，29.71%）和3b型（19.57%）。普通人群HCV感染以1b型

（55.26%）为主，其次为6a型（23.68%），吸毒人群HCV感染以6a型（38.71%）为主，其次为3b型（25.81%）。结论 自贡地

区丙肝病毒基因型流行株普通人群为1b、6a型，尤以1b为主，吸毒人群为6a、3b型，尤以6a为主。

［关键词］丙型肝炎病毒（HCV）；基因型；基因亚型；普通人群；吸毒人群；

［中图分类号］R373.2；R5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116（2019）02-076-04

Genotype Distribution of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C

in Zigong City From 2016 to 2018

YUAN Zongzhi，LI Ke，CHEN Yanmei，ZHOU Min，SONG Yangju，WAN Xiaoyu

Zigong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Zigong 643000，Sichu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genotype distribution of hepatitis C in Zigong City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hepatitis in different populations.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eighty six HCV- positive specimens found in preliminary screening in Zigong Hospital

and Methadone Clinic in 2016 to 2018 were assayed for HCV- RNA，and 138 positive specimens

with results greater than 1.0×103 IU/ ml were further genotyped. Results Among the 186 anti-HCV-

positive specimens，138 specimens with HCV-RNA＞1.0×103 IU/ml nucleic acid were found. A total

of five genotypes were discovered. Type 1b accounted for the largest proportion （n＝50，36.23%），

followed by type 6a （n＝41，29.71%） and type 3b （19.57%）.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type 1b

was the predominant HCV genotype （55.26%）， followed by type 6a（23.68%）. In drug addicts，

type 6a was the predominant HCV genotype （38.71%），followed by type 3b （25.81%）. Conclusion

Prevalent strains of hepatitis C virus are types

1b and 6a， the former in particular，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nd types 6a and 3b， the

former in particular，in drug addicts in Zigong.

Key words HCV genotype；gene subtype；general

population；drug add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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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型肝炎是由于人感染HCV（丙型肝炎病毒）

而引起的一种肝脏疾病，属慢性化程度高、危害极

为严重的传染病，感染后极易演变成为慢性肝炎［1］。

大多数人急性感染HCV后并无明显临床表现或仅

有轻微的临床表现（疲乏、恶心、黄疸），之后50%～

80%的患者可发展成慢性丙型肝炎。部分患者不出

现症状，发病时已呈慢性感染，慢性丙型肝炎的表

现轻重不等。约 20%的慢性丙型肝炎患者可在 20

年内发展为肝硬化，一旦进入肝硬化阶段，每年约

有1%～7%可进展为原发性肝细胞癌。我国约10%

肝癌患者血中存在抗-HCV［2］。丙型肝炎对患者的

健康和生命危害极大。据报道，我国人群的HCV感

染率为 3.2%，感染人数约为 3 700多万［3］。由于丙

肝无疫苗预防和明确的控制规划［4］，近年来丙肝

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已成为严重的社会和公共卫

生问题。丙肝的基因分型鉴定与治疗有着密切的

关联［5］，已有多个研究表明，根据HCV基因型来判

断病情、评估丙肝患者预后，确定抗病毒治疗的方

案和疗程意义重大［6-7］。因此，研究本地区丙肝的基

因型分布对于该疾病的预防、控制和治疗有着十分

重要的意义。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收集2016-01/2018-06自贡市各医院（部

分在医院初筛结果为抗-HCV阳性，来自贡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进行确认检测的感染者）及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美沙酮门诊（部分保存较完好采样量达到

4 ml的未发生溶血标本）的丙肝抗体呈阳性的标本

共 186 例。对 186 份抗 - HCV 阳性标本中 HCV-

RNA＞1.0×103 IU/ml的138份标本进行丙肝分型。

1.2 仪器与试剂

1.2.1 仪器 雷杜RT-6100酶标分析仪用于抗体检

测，伯乐CFX-96实时荧光PCR仪用于HCV-RNA定

量检测和基因分型检测。仪器设备定期进行维护、

校验，所有设备运行状况良好。

1.2.2 试剂 抗体检测试剂来源于珠海丽珠（酶

法）批号：2018030512。HCV-RNA定量检测和基因

分型检测采用丙肝病毒核酸定量检测试剂盒（上海

之江生物）批号：251809和丙肝基因分型检测试剂

盒（PCR-荧光探针法）（泰普生物）批号：281811。所

有试剂均在有效期内使用，每批次的质控和阴阳性

对照均在可信范围。

1.3 检测方法 将 186份初筛检测结果为抗-HCV

阳性的标本，进一步做HCV-RNA实验，再将HCV-

RNA＞1.0×103 IU/ml的138份核酸阳性标本进行丙

肝分型实验。

本次试验所运用的丙肝基因分型检测试剂盒

（PCR-荧光探针法）适用于检测临床样本中的

HCV1b、2a、3a、3b、和 6a亚型及混合亚型核酸。该

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①分别取各亚型HCV RT-PCR反应液38×（n＋

2）μl和酶系2×（n＋2）μl，（n＝受检样本数），混匀后

各管分别按 40 μl/管分装到 PCR反应管中，再往各

亚型反应管中分别加入HCV-RNA或质控品提取产

物10 μl。

②混匀，放入荧光 PCR仪，按下列扩增条件扩

增：1 阶段 42 ℃，30 min；2 阶段 95 ℃，3 min；3 阶段

（94 ℃，20 s；55 ℃，20 s；72 ℃，30 s）10个循环；4阶

段（94 ℃，15 s；60 ℃，45 s）30个循环。荧光素设置：

所有检测孔均设置为FAM和HEX。荧光信号收集

于4阶段：60 ℃，45 s。反应体积为50 μl。

③结果分析：反应结束后，根据分析图像调节

Baseline 的 Start 值、End 值以及 Threshold 值，在

Report界面观察结果。

④质量控制：a.阴性质控品：各反应管均无典型

S 型扩增曲线或 Ct 值＞26.5。b. 阳性质控品：HCV

1b RT-PCR 反应管中 FAM 标记曲线呈典型 S 型扩

增曲线且 Ct 值≤25.1；其余反应管中均无典型 S 型

扩增曲线或Ct值＞26.5。c.以上要求需要在同一次

实验中同时满足，否则本次实验无效，需重新进行。

⑤试验结果判定：a.如果检测标本无典型 S型

扩增曲线或Ct值＞26.5，则判定为阴性。b.如果检

测样本呈典型 S 型扩增曲线且 Ct 值≤25.1，则为阳

性。c.上述扩增曲线有两个或以上呈典型S型扩增

曲线且Ct值≤25.1，表示相对应的HCV混合亚型阳

性。d.25.1＜Ct≤26.5 为检测灰区，建议复查，如复

查结果任为 25.1＜Ct≤26.5，则参照Ct值≤25.1进行

判定。

1.4 统计分析 应用SPSS 18.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以询问无吸毒史的体检门诊收集到的标

本分为普通人群，将美沙酮门诊采集的标本分为

吸毒人群。比较普通人群和吸毒人群 HCV 基因

型分布差异以及 HCV 基因型与性别和感染途径

的分布差异均采用χ2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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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人口学特征 186份抗-HCV为阳性的标本中，

HCV-RNA＞1.0×103 IU/ml的标本有138份。138份

HCV-RNA 阳性标本中，吸毒人群 62 例，普通人群

76例。其中吸毒人群男性 60例，女性 2例，男女性

别比为30∶1。普通人群男性30例，女性46例，男女

性别比为 1∶1.5。138人中，年龄最小的为 20岁，最

大的为76岁。其中20～29岁8人，30～39岁52人，

40～49岁65人，50岁以上有13人。

2.2 基因分型 138份核酸阳性标本中，占比最多

的为 1b 型（50 例，36.23%），其次为 6a 型（41 例，

29.71%），混合型均为1b/6a型（3例，2.17%）。

其中 1b型在两组人群中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2＝26.52，P＜0.05），其余各亚型在不同人群间

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1）。

表1 2016-2018年自贡市138例HCV-RNA阳性样本的人群特征与基因分型

人群

普通人群

吸毒人群

合计

χ2值

P值

基因型

1b

42（55.26）

8（12.90）

50（36.23）

26.52

＜0.01

2a

0（0.00）

4（6.45）

4（2.90）

3.02

0.08

3a

4（5.26）

8（12.90）

12（8.70）

2.51

0.11

3b

11（14.47）

16（25.81）

27（19.57）

2.79

0.10

6a

18（23.68）

24（38.71）

42（30.43）

3.64

0.06

1b/6a

1（1.33）

2（3.23）

3（2.17）

0.58

0.45

合计

76

62

138

注：括号内为构成比/%。

2.3 基因分型性别特征 HCV 基因型 1b 与 6a 在

男女性别中的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8.14和

χ2＝13.93，P均＜0.05），其余各基因亚型在男女性别

人群中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2）。

表2 2016-2018年自贡市138例HCV-RNA阳性样本

HCV基因分型性别特征

性别

男

女

χ2值

P值

基因型

1b

16

34

38.14

＜0.01

2a

4

0

0.90

0.34

3a

8

4

0.01

0.91

3b

23

4

5.90

0.02

6a

37

5

13.93

＜0.01

1b/6a

2

1

0.003

0.96

3 讨论

研究表明 HCV 全球分布有 6 个主要基因型及

80个以上不同的亚型，其主要流行的基因型为1、2、

3型，流行的主要地区各不相同。我国主要流行有

1、2、3、6型，且以1b和2a亚型为主［8］，地区间有着较

大差异［9］。

自贡市138例HCV感染者标本中，普通人群基

因 分 型 以 1b 型 为 主（55.26%），其 次 为 6a 型

（29.71%）和 3b（19.57%）等；吸毒人群则以 6a 型为

主（38.71%），其次为3b（25.81%）。此次调查自贡市

一般人群主要流行的基因型分布同江西［10］、广州和

重庆［11］、陕西［12］的相关调查结果基本相近，和川南

周边城市（泸州、宜宾及内江）［13］的调查结果较一

致。在基因型的分布频率上，广州、重庆、江西的感

染人群病毒基因1b型均占70%以上，高于此次分析

结果；陕西［12］的 1b基因型分布则与本次结果接近。

其余各病毒基因亚型除与川南地区周边城市（泸

州、宜宾及内江）相关研究结果接近外，地区间均存

在较大差异。此现象与此前较多研究发现的HCV

地区间有着较大分布差异［7，12］相印证。此外，其它

地区有报道占比较多的 2a型病毒分型在本次试验

的一般人群中未检测出，可能与样本量尚不足，存

在抽样误差有关，需后续研究进行证实。

吸毒人群主要流行的病毒基因型和一般人群

不同，以6a和3b型为主。对照各省同类调查结果发

现，此次研究结果与贵州［14］、湖南［15］及云南省红河

州［16］地区报道的吸毒人群主要流行基因型相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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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基因型分布频率上，贵州和云南以 3b型为主，

其次为 6a型。一般人群与吸毒人群的流行基因型

差异可能与吸毒人群中绝大多数人有感染前共用

注射器、剃须刀、吸毒容器和不安全性行为等与丙

肝感染相关的高危行为等有关［15-16］。本次调查中，

发现自贡市吸毒人群和一般人群的基因型分布也

有较大差异。

HCV基因型1b和6a在男女性别人群的分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造成不同性别人群间

基因型分布的差异可能是由于吸毒人群HCV感染

中 1b基因分布占比低于一般人群和 6a高于一般人

群，且此次研究包含了较多吸毒人群，其中男性远

远多于女性所致。另外也可能与此次调查中普通

人群女性人数偏多等抽样误差因素有关。该结论

尚需后续增加标本数量，减少抽样误差来进一步验

证。

丙肝患者不同基因型对抗病毒治疗的应答不

同，采取的治疗方案也不同［2］，根据 HCV 基因型

来评估丙肝患者预后，确定抗病毒治疗的方案和

疗程［6-7］意义重大。本次通过对 138例HCV感染者

基因型的调查研究，初步探明自贡地区丙肝病毒基

因型流行株普通人群为1b、6a型，其中以1b为主，吸

毒人群为6a、3b型，其中以6a为主，针对本地区丙肝

基因型分布制定相关的防治策略和教育宣传，对于

该疾病的预防、控制和治疗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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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6年合江县土源性线虫监测结果分析

汪健 1，张成全 1，底兴元 1，李佳伶 2，汤艳 3

［摘要］目的 了解合江县土源性线虫感染状况和流行规律，为制定土源性线虫感染防制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

用改良加藤厚涂片法，一粪三检，查钩虫、蛔虫、鞭虫卵和透明胶纸肛试子法查蛲虫卵对监测点的常住居民进行土源性线

虫感染情况进行监测。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结果 2013-2016 年间，合江县土源性线虫平均感染率为 11.41%，其中

蛲虫的平均感染率最高（χ2＝634.67，P＜0.05）；土源性线虫感染总感染率分别为13.80%、10.80%、9.15%和11.90%，整体

未呈现显著趋势（χ2
趋势＝2.69，P＞0.05）。女性的鞭虫感染率（0.78%）高于男性（0.26%）（χ2＝5.17，P＜0.05）；土源性线虫总

感染率随着年龄增加呈增长趋势（χ2
趋势＝127.97，P＜0.05）；非学龄儿童和农民的土源性线虫、钩虫感染率较高，学生较低

（P＜0.05），非学龄儿童和学生蛔虫感染率较高，农民较低（P＜0.05）；土源性线虫的总感染率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总体

呈下降趋势（P＜0.05）。结论 2013-2016年合江县土源性线虫感染率总体无下降趋势，不同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土源性

线虫感染率不同。

［关键词］土源性线虫；感染率；监测

［中图分类号］R5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116（2019）02-080-06

Analysis on the Result of Soil-transmitted Helminths Surveillance

in Hejiang County From 2013 to 2016

WANG Jian 1，ZHANG Chengquan 1，DI Xingyuan 1，LI Jialing 2，TANG Yan 3

1 Hejiang County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Luzhou 646200，Sichuan Province，China.

2 Department of Preventive Medicine，School of Public Health，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Luzhou 646000，Sichuan Province，China.

3 School of Public Health，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Luzhou 646000，Sichu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infection

status and prevalence of soil- transmitted

helminths in Hejiang county of Sichuan province

so as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proposing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Method We

adopted the modified Kato’ s thick smear

method to conduct the tests 3 times on one

fecal sample to check the eggs of ancylostome，

ascaris lumbricoides，trichuris trichiura（whipworm）.

We also used cellophane anal swab techniqu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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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源性线虫病主要流行于热带、亚热带及温带

地区的发展中国家，WHO 将其定义为一种被忽视

的热带病，是最常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1］。全国

人体重要寄生虫病现状调查显示，我国的土源性线

虫感染率为 19.56%［2］。四川省土源性线虫平均感

染率为 40.86％，居全国第 3位，在全国范围内属高

感染地区［3］。土源性线虫病对人体的伤害极大，人

群普遍易感，其流行主要受自然、社会和个人卫生

习惯等因素的影响［4］。合江县处于四川省东南部，

属长江与赤水河交汇地带，气候较为温和、湿润，冬

天暖，开春早，农业人口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二以

上，是一个农业大县，当地群众有着其特有的生活

习惯和农耕方式，适于土源性线虫的生长和繁殖，

使得合江县具备了土源性线虫病流行的自然条

件。为了解合江县土源性线虫病流行动态及影响

因素，掌握流行规律，预测流行趋势，2013-2016 年

对合江县土源性线虫感染状况进行了监测。

1 对象和方法

1.1 监测对象 监测对象为合江县非学龄儿童

（3～6周岁）、学生和农民，在当地居住满1年。

1.2 监测点与监测人数 将合江县按地理方位划

分为东、南、西、北、中5个片区。2013年在北片区中

随机抽取榕山镇，再在榕山镇中随机抽取小羊洞村

作为监测点；2014年在北片区中随机抽取佛荫镇，

再在佛荫镇中随机抽取算刀村作为监测点；2015年

在北片区中随机抽取合江镇，再在合江镇中随机抽

取山顶上村作为监测点；2016 年每个片区随机抽

取 1个乡镇（街道）的 1个行政村（社区）开展监测，

抽取乡镇有先滩镇显云寺村、凤鸣镇九层村、九支

镇夹子口村、参宝镇森华村、合江镇柿子田村。除

2015 年监测人数是 1 006外，其他年份监测人数均

为1 000人。

1.2 监测时间 监测时间分别为 2013-09；2014-

09；2015-09；2016-09。

1.3 监测方法 采集监测对象粪便样本（＞30 g），

采用改良加藤厚涂片法，一粪三检，查钩虫、蛔虫、

鞭虫卵。3～12周岁儿童加做透明胶纸肛拭法检测

蛲虫卵。

1.4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17.0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土源性线虫总体感染情况 2013-2016年监测

人数共计 4 006 人，其中土源性线虫感染者共 457

人，平均感染率为11.41%；其中蛲虫、钩虫的感染率

较高，蛔虫、鞭虫较低，各线虫类别感染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2＝634.67，P＜0.05）（表1）。

2.2 时间分布 2013-2016年期间，土源性线虫感

survey the prevalence of enterobius vermicularis in local inhabitant at monitoring sites. Chi- square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ratio. Results The average infection rate in Hejiang from 2013 to

2016 was 11.41%， the infection rate of enterobius vermicularis was the highest （χ2＝634.67，P＜

0.05）， the overall infection rate of soil- transmitted helminths was 13.80% ， 10.80% ， 9.15% and

11.90%， respectively. The rate of overall infection did not show a prominent downtrend （χ2
trend＝

2.69，P＞0.05）. The infection rate of trichuris trichiura in female （0.78%）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male （0.26%）（χ2＝5.17，P＜0.05）. The overall infection rate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with the age growing （χ2
trend＝127.97， P＜0.05）. The infection rates of soil-

transmitted helminths and ancylostome in children and farmers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students（P＜

0.05），whereas the infection rate of ascaris lumbricoides in children and stude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farmers （P＜0.05）. Soil- transmitted helminths infection rate tended to decrease in

residents with higher educational level. Conclusion The infection rate of soil-transmitted helminths

has not showed a decrease continuously in Hejiang county from 2013 to 2016， the infection rate

varies in residents with age，gender and educational level.

Key words soil-transmitted helminths；infection rate；surveil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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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总感染率分别为 13.80%、10.8%、9.15%和 11.9%，

总体未呈现显著趋势（χ2
趋势＝2.69，P＞0.05）；蛔虫感

染率分别为 0.70%、0.20%、0.09%和 1.90%，整体呈

下降趋势（χ2
趋势＝8.50，P＜0.05），但 2016 年出现骤

然上升现象；鞭虫感染率分别为 0.70%、0.40%、

0.60%、0.40%，随时间改变无趋势性改变（χ2
趋势＝

0.47，P＞0.05）；钩虫感染率分别为 10.80%、8.80%、

8.15%和 8.8%，总体未呈现显著趋势（χ2
趋势＝2.67，

P＞0.05）；蛲虫感染率分别为 20.25% 、22.95% 、

5.26%和 9.20%，随时间整体呈下降趋势（χ2
趋 势＝

7.19，P＜0.05）（表2，图1）。

图1 2013-2016年合江县人群土源性线虫感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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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3-2016年合江县人群土源性线虫总体感染情况

土源性线虫种类

蛔虫

鞭虫

钩虫

蛲虫

χ2值

P值

检查人数

4 006

4 006

4 006

284

感染人数

29

21

366

41

感染率/%

0.72

0.52

9.14

14.44

634.67

＜0.05

表2 2013-2016年合江县不同年份土源性线虫感染情况

年份/年

2013

2014

2015

2016

χ2值

P值

检查人数

1 000

1 000

1 006

1 000

感染人数

138

108

92

119

感染率/%

13.80

10.80

9.15

11.90

2.69

0.101

蛔虫

感染人数

7

2

1

19

感染率/%

0.70

0.20

0.09

1.90

8.50

0.004

鞭虫

感染人数

7

4

6

4

感染率/%

0.70

0.40

0.60

0.40

0.47

0.491

钩虫

感染人数

108

88

82

88

感染率/%

10.80

8.80

8.15

8.80

2.67

0.103

蛲虫

感染人数

16

14

3

8

感染率/%

20.25

22.95

5.26

9.20

7.19

0.007

性别

男

女

χ2值

P值

检查人数

1 945

2 061

感染人数

234

223

感染率/%

11.470

10.820

1.450

0.228

蛔虫

感染人数

17

12

感染率/%

0.870

0.580

1.190

0.276

鞭虫

感染人数

5

16

感染率/%

0.260

0.780

5.170

0.023

钩虫

感染人数

192

178

感染率/%

9.880

9.070

1.820

0.177

蛲虫

感染人数

20

21

感染率/%

13.16

15.91

0.430

0.511

表3 2013-2016年合江县人群不同性别土源性线虫感染情况

2.3 人群分布

2.3.1 性别分布 2013-2016年期间，男、女土源性

线虫感染率分别为11.47%和10.82%，差异无统计学

意 义（χ2＝1.45，P＞0.05）；女 性 的 鞭 虫 感 染 率

（0.78%）高于男性的鞭虫感染率（0.26%）（χ2＝5.17，

P＜0.05）；不同性别间蛔虫、钩虫和蛲虫的感染率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表3）。

2.3.2 年龄分布 2013-2016 年间，合江县人群土

源性线虫总感染率呈现随着年龄增加而增长趋势

（χ2
趋势＝127.97，P＝0.013）；钩虫的感染率随着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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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呈现上升趋势（χ2
趋势＝163.64，P＝0.001）；蛔

虫的感染率随着年龄的增高无明显的趋势性改变

（χ2
趋势＝15.83，P＝0.146）；鞭虫感染率在10岁到20岁

年龄段陡然上升，20岁到30岁又陡然下降，10岁以前

和30岁以后人群的感染率都比较低，且随年龄的增高

无明显改变趋势（χ2
趋势＝6.22，P＝0.364）（图2）。

图2 2013-2016年合江县土源性线虫感染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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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职业 2013-2016 年期间，合江县非学龄儿

童和农民的土源性线虫感染率较高，学生较低，不

同职业的土源性线虫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非学龄儿童蛔虫感染率较高，农民较低，

不同职业的蛔虫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不同职业的鞭虫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非学龄儿童和农民的钩虫感染率较高，

学生较低，不同职业钩虫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学生蛲虫感染率比非学龄儿童的高，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4）。

2.3.4 文化程度 2013-2016 年期间，土源性线虫

的感染率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总体呈下降趋势

（P＜0.05）；蛔虫感染率无随文化程度升高而增高

的趋势（P＞0.05）；鞭虫感染率无随文化程度升高

而降低的趋势（P＞0.05）；钩虫的感染率随着文化

程度的提高总体上呈下降趋势（P＜0.05）；蛲虫的

感染率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总体呈下降趋势（P＜

0.05）（表5）。

表4 2013-2016年合江县不同职业土源性线虫感染情况

职业

非学龄儿童

学生

农民

χ2值

P值

检查人数

125

736

3 145

感染人数

13

22

386

感染率/%

10.40

2.99

12.27

54.67

＜0.001

蛔虫

感染人数

4

9

16

感染率/%

3.20

1.22

0.51

11.84

0.002

鞭虫

感染人数

1

6

14

感染率/%

0.80

0.82

0.45

2.47

0.305

钩虫

感染人数

8

7

356

感染率/%

6.40

0.95

11.32

77.56

＜0.001

蛲虫

感染人数

8

33

0

感染率/%

6.40

24.63

0.00

10.57

0.001

表5 2013-2016年合江县不同文化程度土源性线虫感染情况

文化程度

文盲或半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及以上

χ2
趋势值

P值

检查人数

603

2 241

997

165

感染人数

89

275

79

10

感染率/%

14.75

12.27

7.92

6.06

24.18

<0.001

蛔虫

感染人数

5

10

6

5

感染率/%

0.830

0.450

0.600

3.030

2.890

0.089

鞭虫

感染人数

3

14

4

0

感染率/%

0.500

0.620

0.400

0.000

0.700

0.453

钩虫

感染人数

71

221

69

5

感染率/%

11.77

9.86

6.92

5.03

19.12

<0.001

蛲虫

感染人数

8

33

0

0

感染率/%

6.40

24.63

0.00

0.00

81.19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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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土源性线虫感染的总体情况 四川省属气候

温暖，雨水充沛，人口稠密，经济基础却较差，一直

属于寄生虫高感染率地区，因此从2005年起四川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始开展了土源性线虫的监测

工作［5］。相关研究表明，2005-2009年合江县土源性

线虫平均感染率为 42.59%［6］，仍属于高感染地区。

合江县处于四川的东南部，属于亚热带湿润地区，

是肠道寄生虫病感染重点县，也是国家监测县之

一。作为土源性线虫病示范区，合江县从2012年开

始对土源性线虫进行监测。从2013-2016年监测结

果看，土源性线虫的感染率整体并未呈现下降趋

势，很可能由于 2016年感染率骤然升高所致，这与

青海省平安县调查结果不一致［7］。以蛲虫和钩虫居

高，蛔虫和钩虫较低。蛲虫感染率居高的原因可能

是由于本次监测主要对 12岁以下儿童进行蛲虫检

测，研究表明，蛲虫虽然为全人群易感，但是幼童感

染率较高［8］，本文检测人数少，且高危人群较多，可

能是引起感染率偏高的主要原因。儿童感染率较

高也可能与蛲虫虫卵发育和传播速度快，防治效果

难以巩固有关［9］，提示应加强对儿童蛲虫感染的关

注，做好相关防治和卫生知识的宣传工作。蛔虫、

鞭虫平均感染率虽然已被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但钩

虫的感染率仍然较高，已成为当地人群感染的线虫

中的优势虫种。

3.2 时间分布 2013-2016年合江县的土源性线虫

感染率总体呈现出逐年降低的趋势。提示在国家

对寄生虫病的防治工作的大力投入、驱虫药物的规

范化使用、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社会环境

的不断优化的共同作用下，土源性线虫的感染得到

了一定的控制，并趋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3.3 人群分布

3.3.1 不同性别人群土源性线虫感染情况 2013-

2016年合江县 4年以来的监测数据显示，土源性线

虫的总感染率与性别无关，这与四川省什邡市2017

年的调查结果一致［10］。但鞭虫的感染率女性稍高

于男性，这可能与在寄生虫感染率相对高的农村人

口中，男性职业变化与受教育程度均高于女性有

关，也可能与女性喜食零食，经口感染的机会增多

有关［11］。也有研究表明，生吃瓜果蔬菜和施肥方式

是鞭虫感染的主要影响因素，与性别无关［8］。这与

本文研究结果不符，有待进一步研究。

3.3.2 不同年龄人群土源性线虫感染情况 2013-

2016年合江县 4年以来的监测数据显示，土源性线

虫的总感染率随着年龄的增加呈上升趋势，其中鞭

虫、蛔虫的感染率与年龄的增加无关，但钩虫的感

染率却随着年龄的增加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分

析主要原因与钩虫的感染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钩

虫主要通过皮肤传播，偶有经口感染的可能性。合

江位于赤水河与长江交汇处，农民占人口总数居

多，青年人外出打工，留在家中进行农田劳作的主

要是中老年人群体，增加了该年龄层感染钩虫的风

险；并且中老年人群长期以往养成的不健康劳作习

惯和生产方式不容易被卫生知识宣传教育而改变，

因此中老年人的土源性线虫感染率更高。钩虫感

染对人体伤害极大，可使被感染者长期慢性失血，

导致贫血以及贫血相关的症状［12］。感染土源性线

虫病影响群众的生活质量和生存质量，对于患者需

要进行有效的驱虫治疗，减少因感染钩虫而引发的

并发症等，因此需加大对生活环境的优化，加强健

康教育，提高人群的卫生知识水平和自我防病意

识，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和劳作方式。

3.3.3 不同职业人群土源性线虫感染情况 2013-

2016年合江县四年以来监测数据结果显示，不同职

业的土源性线虫感染率不同，并且以农民和非学龄

儿童的感染率偏高，学生的感染率最低。其中农民

的钩虫感染率为 11.32%，这与农民的职业特性有

关，农民在农田劳作时与土源性线虫的接触几率最

高，属于感染的高风险人群。合江县大部分地区位

于农村，农民在合江县是一个较大的群体，要控制

农民的土源性线虫感染率，需要长期对农民群体进

行知识宣讲教育，通过逐步改变他们的劳作习惯和

生活方式，以期达到降低农民的土源性线虫感染

率。其次，非学龄儿童也是土源性线虫病的高感染

率人群，尤其是蛔虫的感染率高达 3.2%，蛔虫感染

的粪-口传播途径导致了非学龄儿童的易感性。一

方面通过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来控制非学龄

儿童的感染人数，另一方面，有研究表明，母亲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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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程度能影响孩子的行为习惯和健康状况，具有较

高教育学历的母亲能够在其自身养成良好卫生行

为的同时引导孩子养成正确的卫生行为［5］。因此可

以通过加强对孩子母亲的健康教育，提高其自身卫

生行为来影响孩子的个人卫生行为，减少土源性线

虫感染儿童的几率，从而达到降低儿童的土源性线

虫感染率［5］。

3.3.4 不同文化程度人群土源性线虫感染情况 2013-

2016年合江县土源性线虫监测数据结果显示，文化

水平为文盲或半文盲的人群的土源性线虫的感染

率最高为14.76%，且土源性线虫的感染率随着人群

文化水平的提高而逐渐的降低。这一现象与人群

了解和接受的土源性线虫防治知识多少有关，也与

不同文化水平人群的生活水平和工作的环境密切

相关。文化较低的人群了解的土源性线虫防治的

卫生知识较少，获取途径也相对较少，卫生意识较

弱。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群获取土源性线虫防治知

识的途径相对较多，获取的卫生知识也更全面，健

康意识也强于文化较低的人群。因此加强对文化

稍低人群的卫生知识宣传和健康教育十分重要。

此外需提高居民总体文化的水平和文化素质，加大

土源性线虫防治知识卫生宣传力度，加强对居民的

健康教育，从而达到改善人群的卫生行为，有效控

制并降低土源性线虫感染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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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同伴教育对高中生艾滋病知识、态度影响的近期效果评估

周佳宇，张曦月，王更新，刘天军，王贺

［摘要］目的 探索有效的高中生健康教育方式，预防和控制艾滋病（AIDS）的传播。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抽取房

山区辖区内4所中学的4个班级，由同伴教育员对4个班级全体学生进行AIDS相关知识的培训，培训前后分别进行问卷

调查并对相关指标进行χ2检验。结果 AIDS相关知识培训前平均知晓率51.27%，培训后平均知晓率93.94%，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2＝46.37，P＜0.01）；对艾滋病人及其家属态度培训前平均有36.50%的人为积极态度，培训后平均有90.27%的人

为积极态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3.54，P＜0.01）。结论 同伴教育对提高中学生艾滋病相关知识水平、转变态度等

方面效果明显，应将此方法进行推广。

［关键词］中学生；同伴教育；艾滋病

［中图分类号］R512.91；R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116（2019）02-086-04

Effect of Peer Education on AIDS Knowledge and

Attitude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ZHOU Jiayu，ZHANG Xiyue，WANG Gengxin，LIU Tianjun，WANG He

Fangshan District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Beijing 10244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 way of health education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spread of HIV/AIDS. Methods Four classes in four high schools in

Fangshan District were selected by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and all of the students in the four

classes were trained about AIDS related knowledge through peer education；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s were carried out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 Results The average awareness rate of AIDS

related knowledge was 51.27% before training and 93.94% after training；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χ2＝46.37，P＜0.01）； 36.5% and 90.27% of the students held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AIDS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χ2＝63.54，P＜0.01）. Conclusion Peer education i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in improving high school students’HIV/AIDS related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and deserves popularization.

Key words high school students；peer education；HIV/AIDS

当前中国艾滋病（AIDS）疫情呈上升趋势，艾滋

病影响到各个年龄段的人群［1］。近年来，艾滋病

（AIDS）病例报告系统中每年报告的青年学生病例

数逐年增多，且以性传播为主［2］。从生理上来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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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年龄段的性发育正日趋成熟，在心理方面必然

会产生性的欲求，导致他们容易发生无保护性行

为等高危行为，从而成为容易感染艾滋病的弱势

群体［3］。处于青春期的高中生正直生理心理趋于成

熟的关键时期，对其开展科学有效的艾滋病相关知

识培训刻不容缓。为了解北京市房山区高中生艾

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探索高中生健康教育的有

效方式，预防和控制艾滋病（AIDS）的传播，于2018-

04/07对 137名高中生进行了艾滋病相关知识及态

度的调查调查，结果分析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 2018-04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抽取

房山区辖区内 4所中学的 4个班级，对抽取到班级

的全部学生进行调查，共计137人。

1.2 调查方法 研究项目从首都师范大学选定 25

人为同伴教育员，同伴教育员的选择包括老师推

荐、自愿报名、学校红十会推荐等方式。为了保证

同伴教育的质量，正式授课前，房山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性艾科系统的对同伴教育员进行了培训，培

训内容包括艾滋病防治知识、口头表达能力、问题

提问能力等，培训完成后由区卫计委、区教委、区防

艾委联合对同伴教育员以试讲的方式进行考核并

颁发上岗证。

由 25 名大学生志愿者组成的同伴教育员，利

用一节课的时间（约 40 min），分别在所抽取的班

级中进行艾滋病相关知识的同伴教育，采用匿名

自填式的方式课前课后填写问卷，并当场收回问

卷。

1.3 调查内容 本次调查研究的的内容是由艾滋

病基本知识及其对待艾滋病病人态度组成。问卷

基于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并结合中学生心理生

理特点所设计。问卷分为课前（干预前）和课后（干

预后）两种问卷，其中课前（干预前）问卷包括2部分

内容：基本信息和专业知识测试。专业知识测试方

面包括基本知识、传播途径、预防措施以及对待艾

滋病病人/家人态度等4部分内容共17道单选题，答

案分为是、否和不知道。课后（干预后）问卷与课前

（干预前）问卷比较省去了基本信息部分，专业知识

部分同课前（干预前）问卷。

1.4 统计分析 采用 EpiData 3.1 软件建立数据

库对数据进行双录入，运用 SPSS 18.0 及 Excel

2007 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并对相关指标

进行χ2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人口学特征 本次调查课前发放问卷137份，

收回 137 份，其中有效问卷 137 份，问卷有效率为

100%；课后发放问卷 137份，收回 137份，其中有效

问卷137份，问卷有效率100%。调查学生的年龄范

围在 15～21岁，平均年龄为（16.489±1.219）岁。其

中一年级学生 106 人（77.37%）；三年级学生 31 人

（22.63%）。其中男生 56 人（40.88%），女生 81 人

（59.12%）。

2.2 AIDS基本知识、传播途径和防控措施的掌握

情况 同伴教育前（培训前）培训对象对艾滋病相

关知识有一定的认识，但是在“是否已经研制出预

防艾滋病的疫苗？”“喷嚏、咳嗽、使用公共设施（马

桶、浴池、泳池等）是否会感染艾滋病”等知识方面

仍认识不足，知晓率（正确率）分别为 30.7%、27.7%

和 26.3%。同伴教育后（培训后）培训对象对艾滋

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除

HIV 病毒杀灭方法知晓率为 80.29%，其他相关知

识知晓率都在 90.00%以上，其中艾滋病传播途径

中“共用注射器吸毒或危险的性行为”以及艾滋病

防控措施中“不与别人共用注射器吸毒”干预后知

晓率都达到了 100%（表 1）。干预后，艾滋病相关

知识的正确率均高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2.3 对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人的态度 同伴教育

后（培训后）干预对象对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人

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好转，其中培训前有 35.8%培

训对象认为“不应该将艾滋病病人隔离”，培训后

此说法的认同率提高到 92.0%；对于“应该尊重艾

滋病人的隐私权不应歧视”干预前认同率 46.0%，

培训后此说法的认同率提高到 86.9%；“学校不应

拒绝病人及家人到校上课”这一说法培训前认同

率 27.7%，培训后此说法的认同率提高到 92.0%

（表 2）。干预后，学生对待艾滋病病人及家属态

度的正确率高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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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同伴教育是指具有相同背景、共同经历或由于

某些原因使其具有共同语言的人在一起分享信息、

观念或行为技能，以实现教育目标的一种教育形

式。同伴教育首先对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人群进

行有目的的培训，使其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巧，然

后再由他们向周围的人群传播知识和技能，以达到

教育的目的［4-5］。研究选取的同伴教育员均为首都

师范大学的大一学生，而被教育者为高中生，由于

教育者与被教育者有相似的经历、共同关心的问

题，被教育者就更容易听取和接受这些信息，从而

导致相关态度、信念及行为的改变。

调查结果显示，高中生对艾滋病相关知识有一

定的认知，在传播途径和预防措施方面知晓率较

高。但是在非传播途径和预防措施方面的认识却

不系统和全面，这与李学云等［6-7］的研究一致，如：使

调查项目

艾滋病目前是可以预防但无法治愈的传染病吗?

是否已经研制出预防艾滋病的疫苗?

HIV很脆弱，常见的酒精、84消毒液、紫外线杀菌法都可以杀死它吗?

共用注射器吸毒或危险的性行为容易感染艾滋病吗？

使用未经检测或用未经严格消毒的器械治疗容易感染艾滋病吗？

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生育和哺乳的孩子容易感染吗？

与艾滋病感染者握手、拥抱共餐、共用碗筷、交谈会不会传染？

喷嚏、咳嗽会不会传染？

蚊虫叮咬会不会传染？

使用公共设施（马桶、浴池、泳池等）会不会传染？

保持单一的性伴侣可减少艾滋病的传播吗？

不与别人共用注射器吸毒可减少艾滋病的传播吗？

使用一次性或经过严格消毒的针头、注射器、牙科器械可减少艾滋病的传播吗？

使用经过严格检测的血液可减少艾滋病的传播吗？

干预前（n＝137）

正确人数

83

42

76

90

80

96

53

38

36

36

79

90

80

96

正确率/%

60.6

30.7

55.5

70.9

58.4

70.1

38.7

27.7

26.3

26.3

57.7

70.9

58.4

70.1

干预后（n＝137）

正确人数

124

125

110

137

136

130

130

126

119

119

130

137

133

127

正确率/%

90.5

91.2

80.3

100.0

99.3

94.9

94.9

92.0

93.7

93.7

94.9

100.0

97.1

92.7

χ2值

24.67

75.66

20.53

33.92

49.8

21.65

70.92

85.33

96.33

96.33

38.08

33.92

43.61

17.54

P值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表1 干预前后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

调查项目

应不应该将艾滋病人隔离？

应不应该尊重艾滋病人的隐私权，应不应该歧视病人呢？

学校应不应该拒绝病人及家人到校上课？

干预前（n＝137）

正确人数

49

63

38

正确率/%

35.8

46.0

27.7

干预后（n＝137）

正确人数

126

119

126

正确率/%

92.0

86.9

92.0

χ2值

68.06

37.73

85.33

P值

＜0.01

＜0.01

＜0.01

表2 干预前后对待艾滋病病人及家属态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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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共设施（马桶、浴池、泳池等）、交谈，喷嚏、咳嗽

以及蚊虫叮咬等问题知晓率不足30.0%。这种对艾

滋病认识的误区很可能会导致高中生的“恐艾”心

理和对艾滋病人的歧视态度，不利于高中生的心理

健康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同伴教育后高中生对艾

滋病的非传播途径和预防措施的知晓率有了很大

的提升，知晓率基本都在90.0%以上，可见同伴教育

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本次调查还显示，高中生在对待艾滋病病人的

态度处于偏消极的状态，同伴教育后态度有所好

转，但在“应该尊重艾滋病病人的隐私权不应歧视”

这一态度上仍有接近 15.0%的人呈消极态度，这与

艾滋病是一种传染病，没有特效的治疗药物，长期

以来社会上已经形成的对艾滋病病人及家属的歧

视有关，可能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去改变［8］。

健康教育是预防艾滋病传播最经济有效的方

式［9］。高中生正处于生理心理趋于成人的关键期，

鉴于艾滋病流行趋势，对高中生进行艾滋病的健康

教育刻不容缓。国外经验证明，同伴教育在提高人

们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疾病知识，以及转变态度、行

为方面发挥着十分有效的作用。此次调查也证实

同伴教育在高中生的艾滋病健康教育中效果显著，

这与孔文琦等［10］的研究一致。约束与改变高中生

的危险行为不是一朝一夕可达到的，需要大量的知

识积累和态度的转变，此后房山区将联合教委和各

中、高校，培养更多的同伴教育员，将艾滋病的同伴

教育推广到房山区各所中学的各个班级，让其成为

一个长远的教育方式，用最经济有效的方式控制艾

滋病的疫情的发展，向零艾滋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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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自贡市美沙酮维持治疗人员HCV、HIV与梅毒感染情况分析

张英，李明，何晓冬，万晓宇

［摘要］目的 分析自贡市美沙酮门诊新入组吸毒人员丙型肝炎病毒（HCV）、艾滋病病毒（HIV）和梅毒（TP）感染状况和

危险因素，为制定有效的防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取问卷调查方式收集自贡市美沙酮门诊1 108名新入组吸毒

人员人口学特征资料，并采集血样进行HCV抗体、HIV抗体和梅毒抗体检测。结果 1 108名吸毒人员HCV抗体阳性952

例（85.9%），HIV抗体阳性有156人（14.1%），TP抗体阳性有89人（8.0%），HIV＋HCV 合并感染151人（13.6%），HCV＋TP

合并感染85人（7.7%），HCV＋HIV＋TP合并感染80人（7.2%）。结论 自贡市美沙酮门诊吸毒人员HCV、HIV和梅毒感

染率较高，HCV感染率明显高于HIV和梅毒感染率，女性梅毒感染明显高于男性，二重及三重感染率也较高。应该加强吸

毒人群对HCV、HIV和梅毒等感染性疾病的宣传教育和社会干预以及大力推广使用安全套等措施来降低此类疾病在这类

人群中的传播风险。

［关键词］吸毒人员；HCV；HIV；梅毒

［中图分类号］R512.91；R373.2；R7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116（2019）02-090-05

Analysis of HCV，，HIV and Syphilis Infection in People

on Methadone Maintenance Therapy in Zigong

ZHANG Ying，LI Ming，HE Xiaodong，WAN Xiaoyu

Zigong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Zigong 643000，Sichu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status and risk factors of hepatitis C virus （HCV），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and syphilis （TP） infection among newly enrolled drug users at the

methadone clinic in Zigong City，and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effective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collect demographic data of 1 108 newly

enrolled drug users at the methadone outpatient clinic of Zigong City，and blood samples were also

collected to detect HCV antibody，HIV antibody and syphilis antibody. Results Among the 1 108

drug users，952 were positive with HCV antibody，accounting for 85.9%；156 were positive with

HIV antibody， accounting for 14.1%； 89 were positive with TP antibody， accounting for 8.0%；

151 presented HIV ＋ HCV co- infection，

accounting for 13.6% ； 85 presented HCV＋TP

co- infection， accounting for 7.7%； and 80

presen ted HCV＋HIV＋TP co- in fec t ion，

accounting for 7.2% . Conclusion The infection

rates of HCV， HIV and syphilis among d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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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市位于四川省西南部，约有人口327万，自

贡市美沙酮门诊自2006-09成立以来登记注册美沙

酮维持治疗人员 1 108 人，以静脉注射吸毒为主

（88.4%）。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

艾 滋 病 病 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梅毒（syphilis）这3种疾病具有相似的传播途

径，吸毒人员具有的聚集性，多性伴，滥交等生活方

式也可能加重这3种疾病的传播风险。为了解自贡

市美沙酮吸毒人群的人口学特征，HCV、HIV 以及

梅毒的感染状况及影响因素，对自贡市美沙酮门诊

治疗人员进行人口学调查和HCV抗体，HIV抗体和

梅毒抗体检测，现将结果分析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06-09/2017-12 期间自贡市 1 108 名

美沙酮门诊部新入组人员。

1.2 方法 对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并采血进行

HCV、HIV、梅毒检测。

1.2.1 质量控制 ①本次研究人员及检测人员均

经规范化培训，并严格按照标准及相关规定进行

操作和结果判定；②问卷调查由调查对象在经培

训工作人员指导下自行填写，完成并当场收回

存档；③所有资料和数据均及时检查和整理，录

入前工作人员进行查缺补漏、仔细核对，确保数据

真实可靠。

1.2.2 采血方式 由门诊护士抽取5 ml静脉血，送

实验室检测。

1.3 仪器与试剂

1.3.1 试剂 HCV抗体检测初筛使用华大吉比爱

试剂（ELISA）、复检使用珠海丽珠试剂（ELISA）；

HIV抗体初筛使用北京万泰ELISA试剂；HIV确证

试剂采用MP公司生产的HIV（1＋2型）抗体检测试

剂（WB法）、梅毒特异性抗体采用日本富士瑞必欧

株式会社试剂（TPPA），梅毒非特异性抗体采用上海

荣盛生物有限公司试剂（RPR）。所用试剂均已在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试剂均检验合

格，并在试剂有效期内使用。

1.3.2 仪器 使用 KHBST-360 全自动酶标仪，KJ-

201BD型振荡器，RT-3100洗板机，珠海丽珠蛋白印

迹仪。

1.3.3 样本检测 HIV初筛阳性使用WB法确证，

梅毒使用RPR初筛阳性后使用TPPA确认，HCV初

筛阳性使用另一厂家试剂，复检阳性可判定为HCV

抗体阳性。操作流程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并

严格按照试剂说明书判断结果。

1.4 统计分析 数据采用SPSS 18.0统计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组间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χ2检验不适用

情况下采用确切概率法计算 F 值，以 P＜0.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2006-2017年美沙酮维持治疗人员

共1 108例，男性965人（87.1%）；女性143人（12.9%）。

最小年龄 19岁，最大年龄 60岁；平均年龄 36.7±3.5

岁，年龄以 30～39 岁组为主（45.0%），职业以待业/

无业为主（65.1%），文化程度小学文化以下为主

（44.6%），婚姻状况以离异和未婚为主（78.4%），吸

毒方式以注射吸毒为主（88.4%），口吸方式吸毒

（11.6%）（表1）。

2.2 不同人口学特征人群HCV感染情况 不同性

别、职业、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年龄、吸毒方式和共

用注射器方式HCV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

＜0.05）（表1）。

2.3 不同人口学特征人群HIV感染情况 不同职

业、年龄、吸毒方式和共用注射器方式HIV感染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2）。

users in the Zigong methadone clinic are rather high. The HCV infection rat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HIV and syphilis infection rates. The syphilis infection rat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females than in males，and the double and triple infection rates are also high. Public education and

social intervention on infectious diseases such as HCV，HIV and syphili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drug users， to vigorously promote the use of condoms and other measures to reduce the risk of

spreading such diseases in this population.

Key words drug addict；HCV；HIV；Syphi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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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美沙酮门诊维持治疗人员HCV感染情况分析

变量特征

性别

男

女

职业

待业/无业

个体

驾驶员

工人

职员

文化程度

小学

初中

高中及以上

检测数

965

143

721

109

88

111

79

494

412

202

HCV

阳性数

851

101

625

86

80

93

68

446

357

149

阳性率/%

88.2

70.6

86.7

78.9

90.9

83.8

86.1

90.3

86.7

73.8

χ2值

31.7

6.19

32.6

P值

＜0.05

＜0.05

＜0.05

变量特征

婚姻状况

已婚

未婚或离异

年龄/岁

19～

30～

≥40

吸毒方式

静脉吸毒

口吸

共用针具

是

否

检测数

239

869

257

499

352

979

129

421

667

HCV

阳性数

176

776

192

471

289

939

13

413

539

阳性率/%

73.6

89.3

74.7

94.3

82.1

95.9

10.0

98.1

78.5

χ2值

38.0

60.5

694.2

36.2

P值

＜0.05

＜0.05

＜0.05

＜0.05

表2 美沙酮门诊维持治疗人员HIV感染情况分析

变量特征

性别

男

女

职业

待业/无业

个体

驾驶员

工人

职员

文化程度

小学

初中

高中及以上

检测数

965

143

721

109

88

111

79

494

412

202

HIV

阳性数

135

21

97

21

16

18

4

54

52

25

阳性率/%

14.0

14.7

13.5

19.3

18.2

16.2

5.1

10.9

12.6

12.4

χ2值

0.05

10.50

0.68

P值

0.823

＜0.05

0.709

变量特征

婚姻状况

已婚

未婚或离异

年龄/岁

19～

30～

≥40

吸毒方式

静脉吸毒

口吸

共用针具

是

否

检测数

239

869

257

499

352

979

129

421

667

HIV

阳性数

30

126

35

84

37

146

6

135

17

阳性率/%

12.6

14.5

13.6

16.8

10.5

14.9

4.7

29.9

2.5

χ2值

0.59

6.90

10.14

176.60

P值

0.443

＜0.05

＜0.05

＜0.05

2.4 不同人口学特征人群 TP 感染情况 不同性

别、年龄和共用注射器方式TP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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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吸毒人群是我国性病和艾滋病的高危人群，多

数有静脉注射吸毒史和性乱史［1］。由于这类人群文

化程度普遍偏低，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对疾病的

认知率较低，非常容易发生不安全的注射行为，导

致HCV，HIV等病毒在这类人群中传播。为了降低

相关性传播疾病和高危性行为的发生率，四川省从

1999年开始在艾滋病发现较多地区的监狱、社区和

戒毒所对吸毒人群进行干预，是我国最早实施吸毒

人群干预的省份之一。干预形式有宣传教育、同伴

教育、针具交换、外展活动、安全套的推广、美沙酮

药物维持治疗及其他延伸治疗服务等。自贡市响

应省上号召，自2006-09建立美沙酮门诊部至今，登

记注册美沙酮维持治疗人员1 108人。本次研究从

性别、年龄、职业、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以及吸毒方

式等方面进行分析美沙酮门诊新入组吸毒人员

HIV、HCV和梅毒感染情况。

此次HIV感染分析结果显示，美沙酮门诊部新

入组人员HIV抗体检测阳性率 14.1%，高于四川省

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新入组 HIV 感染率 13.0%［2］，

提示自贡市美沙酮治疗人员 HIV 感染水平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男女性别之间 HIV 感染率无明显差

异，HIV主要感染 30岁以上组，检出率为 16.4%，同

王俊等［3］研究相似，提示艾滋病防治应重点关注≥
30岁年龄段人群，这些人群容易受到毒品侵害，更

易感染 HIV 病毒［4］。静脉吸毒者和共用针具 HIV

感染率高于口吸和非共用针具人员。在我国，共用

针具及注射吸毒是吸毒人群感染艾滋病的主要危

险因素［5］，美沙酮门诊部工作人员在进行美沙酮治

疗时还需关注对治疗人员的宣传教育及行为干预

等工作，便捷地借助美沙酮门诊服务平台提供综合

干预服务，制定艾滋病长期防控计划从而降低治疗

人员高危行为后艾滋病感染率。

HCV感染分析结果显示，美沙酮门诊部新入组

人员HCV感染率为（952/1 108）85.9%，提示自贡市

吸毒人员HCV感染严重。高于柳州市和乌鲁木齐

市吸毒人员HCV感染率 69.0%和 67.5%［6-7］。说明

这类人群对HCV感染的相关知识知晓率不足，应加

大丙肝防治知识的宣传，有效遏制丙肝在这类人群

的蔓延。静脉注射吸毒者和共用针具者HCV感染

率均在 95.0%以上，说明有注射吸毒行为和共用针

具是吸毒人群感染HCV的主要途径，建议加大提供

干净针具交换的场所。按年龄分布HCV主要感染

在30岁以上组为检出率90.1%，提示防治HCV感染

表3 美沙酮门诊维持治疗人员TP感染情况分析

变量特征

性别

男

女

职业

待业/无业

个体

驾驶员

工人

职员

文化程度

小学

初中

高中及以上

检测数

965

143

721

109

88

111

79

494

412

202

TP

阳性数

42

47

60

9

7

8

5

47

31

11

阳性率/%

4.4

32.9

8.3

8.2

7.9

7.2

6.3

9.5

7.5

5.4

χ2值

137.100

0.502

3.400

P值

＜0.05

0.973

0.179

变量特征

婚姻状况

已婚

未婚或离异

年龄/岁

19～

30～

≥40

吸毒方式

静脉吸毒

口吸

共用针具

是

否

检测数

239

869

257

499

352

979

129

421

667

TP

阳性数

13

76

30

33

26

81

8

65

24

阳性率/%

5.4

8.7

11.7

6.6

7.4

8.3

6.2

15.4

3.5

χ2值

2.800

6.200

0.670

44.600

P值

0.096

＜0.05

0.416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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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重点关注≥30 岁人群，HCV 经感染后极易慢性

化，一部分HCV感染者还可能发展成肝硬化，HCV

感染与肝癌的发生还有密切关系［8］。

结果显示，美沙酮门诊部新入组人员梅毒感染

阳性率为 8.0%（89/1 108），高于绵阳市美沙酮门诊

吸毒人群（7.53%）［9］，女性梅毒感染阳性率高于男性

可能是因为大部分女性吸毒者一旦染上毒瘾后由

于生活拮据，只能靠卖淫的方式获取高额的毒资，

导致了“以淫养毒”的情况发生［10］，给社会带来一定

的危害。建议对女性吸毒者给予必要的关注关爱，

进行宣传教育和干预措施。HCV＋TP合并感染率

为 5.1%；HCV＋HIV＋TP 合并感染率为 2.6%。吸

毒者机体免疫力低下、生活方式不规律和多性伴的

高危行为增加了重叠感染的机会［11］。

此次共计检出HIV＋HCV合并感染 151人，感

染率 13.6%，高于 2006-2013 年佛山市顺德区年首

次接受美沙酮治疗人员 HIV/HCV 合并感染率

1.57%［12］。在 156 例 HIV 感染者中合并 HCV 感染

151 人，感染率高达 96.8%。由于 HIV 是侵犯人体

CD4＋T淋巴细胞，而HCV的免疫机制主要由细胞

免疫介导，合并感染导致感染者短时间发展成肝硬

化、肝癌。HIV/HCV 合并感染更加速了这一进程
［13］。最终导致肝脏失代偿提早6～10年。廖冰兰等
［14］研究显示：HIV 的感染可以增大 HCV 的感染机

率，加速 HCV 的致病进程，增加临床治疗的难度。

这也成为HIV感染者死因之一。临床医生在对HIV

合并 HCV 感染者进行抗病毒治疗时应同时进行

HCV治疗，促使严重肝病的发生率降到更低，以便

提高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今后工作中应采取多种防治措施，

重点宣传毒品危害，让治疗者充分认识到美沙酮治

疗的好处；加强对治疗者的心理干预，增强其对治

疗的信心；还应加强艾滋病防治的宣传、安全套使

用等知识的教育力度，进一步加强治疗者心理、行

为和社会等其他综合干预工作。另外，公安机关还

应该加大包括新型毒品在内的所有毒品的打击力

度，以最大程度减少因为吸食毒品传播艾滋病、丙

肝等感染性疾病带来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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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自贡市羊肉汤馆员工布鲁菌病感染情况调查

陈曦，张洁，邓思梦，范正轩，赵文菡，陈雪松，张正东

［摘要］目的 了解自贡市羊肉汤馆员工布鲁菌病（布病）感染率情况和危险因素，为采取防控措施提供参考。方法 选

取自贡市羊肉汤馆从业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和血清学检查。结果 共调查332人，虎红平板实验（RBPT）初筛阳性16人，阳

性率 4.82%，试管凝集实验（SAT）检测滴度≥1∶100者 4人。自贡市 71%（5/7）的区县均有感染者分布。羊肉汤馆员工中

20.2%同时承担了羊屠宰和生肉加工工作，感染率为8.96%。从业时间越久，感染风险越高。结论 相关部门应禁止羊肉

汤馆当街屠宰羊，将羊肉汤馆员工作为布鲁菌病高危人群进行管理。

［关键词］布鲁氏菌病；从业人员；感染率

［中图分类号］R51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116（2019）02-095-04

Investigation on Brucellosis Infection of Mutton Restaurant

Workers in Zigong City

CHEN Xi，ZHANG Jie，DENG Simeng，FAN Zhengxuan，ZHAO Wenhan，

CHEN Xuesong，ZHANG Zhengdong

Zigong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Zigong 643000，Sichuan Prorince，China.

Abstract Subjective To examine the brucellosis infection rate and risk factors of brucellosis

infection of mutton restaurant workers in Zigong，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implementing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Methods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serum test were made for

mutton restaurant workers in Zigong. Results A total sample of 332 workers was investigated. 16

workers showed positive results in Rose- Bengal Plate agglutination test（RBPT）； the positive rate

was 4.82% . 4 of workers with positive results on RBPT detected titer ≥1∶100 on Standard tube

agglutination test（SAT）. The infected persons distributed in 71%（5/7）of districts of Zigong. 20.2%

of mutton restaurant workers undertook sheep slaughtering and raw meat process work， with an

infection rate of 8.96% . The infection risk of workers increased with their working duration in

mutton restaurant. Conclusion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prohibit mutton restaurant slaughtering

sheep on street. Mutton restaurant worker should be managed as brucellosis high risk group.

Key words brucellosis；mutton restaurant worker；infection rate

布鲁菌病（以下简称布病）是一种由布鲁氏菌

引起的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和畜牧业发展的人畜共

患传染病。自贡市 2014年报告首例本地感染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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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截至 2017年共报告病例 14人，其中有 2名是

羊肉汤馆员工，占报告病例数的14.3%（2/14）。

羊肉汤是深受欢迎的冬季美食，主要烹饪方法

为将预先煮熟的羊肉、羊内脏放到熬制的羊肉汤中

烫熟后食用。羊肉汤馆中专营羊肉汤和羊肉菜品，

一般不售卖其它动物肉类。为了解自贡市羊肉汤

馆从业人员布病感染情况，制订有效的防控措施，

2017年对自贡市羊肉汤馆员工开展了布病感染情

况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自贡市羊肉汤馆中直接接触或间接接

触活羊及羊肉和内脏的从业人员。采取普查方式

开展此次调查，由自贡市各区县食品和药品监督管

理局通知调查对象到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完成

血清学检测和问卷调查。

1.2 问卷调查 参考我国既往开展的布病认知情况

调查研究［1］设计调查问卷，主要对汤馆从业人员对布

病知晓情况、日常行为习惯及个人防护行为开展调

查，由专业人员对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

1.3 血清学检测 采集监测对象静脉血 5ml，分离

血清，－20 ℃冰箱保存。根据《布鲁氏菌病实验室

技术》进行虎红平板凝集试验初筛，阳性血清继续

完成试管凝集试验，根据卫生部《布鲁氏菌病诊断

标准》（WS 269-2007）的标准进行判断，所使用试剂

均由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

1.4 阳性者追踪 试管凝集实验抗体滴度≥1∶100

的建议其立即到传染病院做全面检测。滴度在 1∶

25～1∶100之间的在 1周后再次采集血清进行试管

凝集试验检测。阳性者均由当地疾控中心在2个月

内进行持续健康随访。

1.5 统计分析 采用EpiData 3.0软件建立数据库，

用EpiInfo 7.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以P＜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全市 7个区（县）共 96家羊肉餐馆

从业人员713人，参与此次调查有76家羊肉汤馆共

计 332人，应答率为 46.56%。参加此次调查的男性

201 人，女性 131 人，年龄分布在 18～69 岁，31～50

岁年龄段最多（占67.77%）；20.2%承担了屠宰工作，

59.64%承担生肉加工工作，13.25%仅加工熟肉，其

它打杂人员 23人（表 1）；从业时间 1～5年的最多，

占45.78%。

2.2 血清学检测结果 虎红平板实验初筛阳性 16

人，阳性率 4.82%。其中男性 9人，女性 7人。主要

承担工作为屠宰和生肉加工，从事时间在1～5年感

染率较高，自贡市大部分区县（5/7）均有初筛阳性者

分布。对初筛阳性患者进行滴度检测（SAT），其中

SAT≥1∶100的4人，全部都负担屠宰工作（表1）。

表1 2017年自贡市羊肉汤馆从业人员基本情况和

布病血清学检测结果

特征

性别

男

女

合计

年龄/岁

≤30

31～50

≥51

承担工作

屠宰和生肉加工

生肉加工

其他打杂

熟食加工

从事现行业时间/年

＜1

1～

6～

≥10

区县

富顺县

贡井区

荣县

自流井区

大安区

沿滩区

高新区

人数（n＝332）

人数

201

131

332

40

225

67

67

198

23

44

44

152

81

55

58

51

54

43

43

32

51

百分比

60.54

39.46

100.00

12.05

67.77

20.18

20.18

59.64

6.93

13.25

13.25

45.78

24.40

16.57

17.47

15.36

16.27

12.95

12.95

9.64

15.36

虎红平板阳性

人数

9

7

16

0

10

6

6

9

1

0

1

3

4

8

5

4

3

3

1

0

0

百分比

4.48

5.34

4.82

0.00

4.44

8.96

8.96

4.55

4.35

0.00

2.27

1.97

4.94

14.55

8.62

7.84

5.56

6.98

2.33

0.00

0.00

SAT≥1∶100

人数

3

1

4

0

3

1

4

0

0

0

0

1

2

1

0

2

0

2

0

0

0

百分比

1.49

0.76

1.20

0.00

1.33

1.49

5.97

0.00

0.00

0.00

0.00

0.66

2.47

1.82

0.00

0.39

0.00

0.47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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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疑似病例追踪 经随访和健康告知，在初筛2周

后对初筛阳性者中 15人后做了复查（1人已外出打

工未复查，此人首次检测抗体滴度＜1∶100）。实验滴

度≥1∶100者中2名出现症状，被医疗机构确诊为布病

病例。其余2人及11名抗体滴度＜1∶100者在健康监

护过程中未发病，第2次检测抗体滴度未见升高。

2.4 认知及个人防护情况 布鲁菌病防治知识调查

中，对于“知道布病是什么”、“是否会人传人”、“哪些动

物可以传播布病”、“可由哪些方式传染给人”、“布病

主要症状”、“如何预防布鲁氏菌病”这6个问题知晓率

分别为10.18%、5.82%、1.09%、1.45%、2.55%和6.55%

（表2）。对工作中采取“是否穿防护服/专用服装”、“是

否戴口罩”、“是否戴手套”防护措施调查中，采取防护

措施比例依次为58.47%、30.35%和35.46%（图1）。

2.5 危险因素分析 以初筛阳性者为病例（感染者），

阴性者为非感染者进行分析。羊肉汤馆员工中承担

了羊屠宰和生肉加工工作的员工感染率最高

（8.96%），仅负责生肉加工工作的员工感染率为

4.55%，其他打杂人员感染率4.35%，仅负责熟食加工

的员工中无病例，负担屠宰工作的汤馆员工感染风险

是其它员工的2.51倍，但不同工作类别员工之间感染

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将从业人员按照从

业时长分为4组（＜1年，1~5年，6~10年，＞10年），其

感染率分别为2.3%、2.0%、4.9%和14.5%，感染风险随 着工作时间的增加而增加（χ2
趋势＝11.06，P＜0.01）。

图1 2017年自贡市羊肉汤馆从业人员使用职业防护措施情况

总是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偶尔 从不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工作中
是否戴手套

工作中
是否戴口罩

是否穿
防护服/
专用服装

35.46 17.25 47.28

30.35 14.70 54.95

58.47 34.197.35

0 20 40 60 80 100
构成比/%

表2 2017年自贡市羊肉汤馆从业人员布病防治

知识调查结果

题目

知道布病是什么

是否会人传人

布病通过哪些动物传播

哪些方式由动物传染给人

布病主要症状有哪些

如何预防布鲁氏菌病

合计

回答正确人数（N＝275）

28

16

3

4

7

18

76

正确知晓率/%

10.18

5.82

1.09

1.45

2.55

6.55

4.61

可能危险因素

性别

男

女

年龄/岁

≤30

31~50

≥51

承担工作

屠宰和生肉加工

仅生肉加工

其他打杂

仅熟食加工

从业时间/年

＜1

1~

6~

≥10

感染率/%

4.48

5.34

0.00

4.44

8.96

8.96

4.55

4.35

0.00

2.27

1.97

4.94

14.55

暴露人数

病例组（n＝16）

9

7

0

10

6

6

9

1

0

1

3

4

8

对照组（n＝316）

192

124

40

215

61

61

189

22

44

43

149

77

47

暴露百分比/%

病例组

56.25

43.57

0.00

62.50

37.50

37.50

56.25

6.25

0.00

6.25

18.75

25.00

50.00

对照组

60.76

39.24

12.66

68.04

19.30

19.30

59.81

6.96

13.92

13.61

47.15

24.37

14.87

OR（95%CI）

0.83（0.3～2.29）

0.47（0.17～1.35）

2.51（0.88～7.17）

0.86（0.31～2.38）

0.89（0.11～7.06）

χ2值

0.13

4.13

4.49

11.06

P值

0.72

0.11

0.17

0.000 88

表3 2017年自贡市羊肉汤馆从业人员布病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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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人感染布病主要是通过接触活牲畜或处理生

牲畜制品，北京等地报道我国布鲁菌病病例主要为

养殖、屠宰、贩卖、畜产品加工人员和兽医［2-5］，但自

贡市病例中羊肉汤馆员工却占据相当比例，职业分

布与其它地方存在明显差异。刘小宁等［6］在广州市

监测300余名餐饮人员，未发现布鲁菌病感染者，而

本研究在自贡市 332 名羊肉馆员工中发现 16 名感

染者，感染率达到4.82%，提示可能存在布病感染本

地特殊危险因素。

多地研究表明，屠宰和处理生牛羊是感染布鲁

菌病的高危因素［7-9］。四川省对于牛羊尚未实施定

点屠宰管理，为了显示羊肉新鲜和正宗，自贡市羊

肉汤馆普遍选择当街宰杀活羊并在店门口悬挂生

羊肉与内脏，羊肉馆员工实际上承担了屠宰工人的

工作，同样面临布病感染风险。尽管因样本量限制

差异没有统计学显著性，本研究显示负责屠宰工作

的员工发病风险是其它员工的 2.51倍，抗体滴度≥
1∶100的员工全部承担过屠宰工作，提示屠宰是布

鲁菌病感染和发病的可能的危险因素。可能是布

病个人防护措施与汤馆卫生要求有一定重合，本研

究发现羊肉汤馆员工尽管几乎完全不了解布鲁菌病

相关知识，但仍采取了一定个人防护措施。防护措

施采用情况得分与是否感染布鲁菌病没有相关性，

提示餐饮行业所要求的防护措施并不足以防护布鲁

菌病。布鲁菌病可以通过接触和气溶胶传播［8-12］，当

街屠宰羊并悬挂生羊肉与内脏让汤馆消费者以及周

边居民暴露于布病感染风险中，成为健康隐患。

布鲁菌对多种抗生素敏感［13］，也有一定概率自

愈，部分病例可能被诊断为其他感染性疾病，服用

抗生素后可控制病情或自愈。该病复发率高，也可

再次感染，这部分病人仍存在复发和慢性化风险。

本研究发现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汤馆员工布病感

染风险不断积累。定期进行布病筛查不但有助于

这部分人得到正确诊断和系统治疗，避免慢性化，

还有助于判断感染时间，并为职业病责任判定提供

依据。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研究对象由食药监局通

知后自行到区县疾控中心接受调查，应答率为

46.56%，工作居住地点较远的调查对象可能倾向于

不接受调查，形成选择偏倚。本研究虽然发现负责

屠宰羊的员工感染率较其他员工高，但可能因样本

量限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自贡市羊肉汤馆员工中已有部分受到布鲁菌

病感染，应作为布病高危人群进行管理和干预，鼓

励其接受定期职业体检［14］。当街屠宰羊是自贡市

羊肉汤馆员工布病感染的可能高危因素并可对周

边普通人产生健康威胁，相关部门应禁止这种行为

并将羊纳入定点屠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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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2013-2017年绵阳市游仙区托幼机构传染病流行特征

谢刚 1，贵阳阳 1，王保东 2

［摘要］目的 分析2013-2017年绵阳市游仙区托幼机构传染病流行病学特征，为制定幼托机构的传染病防控措施提供科

学依据。方法 对2013-2017年绵阳市游仙区托幼机构法定传染病的发病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2013-2017年共报

告绵阳市游仙区托幼机构传染病10种，共计1 287例，年均发病率为1 904.24/10万。发病数居前5位的病种依次是手足口

病、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水痘和其他感染性腹泻。4-6月和10-12月是发病高峰期，农村、城郊结合部发病率高于城

区（χ2＝20.900，P＜0.01），民办高于公办（χ2＝375.92，P＜0.01），男性高于女性（χ2＝28.74，P＜0.01）。结论 绵阳市游仙区

托幼机构是传染病防控工作重点，手足口病、流行性感冒和流行腮腺炎是重点防控传染病。

［关键词］传染病；流行病学；发病率；托幼机构

［中图分类号］R18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116（2019）02-099-05

Epidemic Characteristic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 Kindergarten of

Youxian District of Mianyang City From 2013 to 2017

XIE Gang 1，GUI Yangyang 1，WANG Baodong 2

1 Youxian District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f Mianyang，Mianyang 621000，
Sichuan Province，China.

2 Mianyang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Mianyang 62100，Sichu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 the

childcare institutions of Youxian District of Mianyang City from 2013 to 2017，in order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Methods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by using the pathogenic data of statutory infectious diseases in childcare

institutions of Youxiann District during 2013-2017. Results From 2013 to 2017，a total of 10 kind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were reported from childcare institutions in Youxian District of Mianyang

City，there were 1 287 cases，the annual incidence rate was 1 904.24/105. The top 5 diseases were

hand- foot- mouth diseases （HFMD）， influenza，mumps， chickenpox and infectious diarrhea. From

April to June and October to December were the

two peak periods， the incidences of rural and

suburban area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urban

areas （χ 2 ＝ 20.900， P＜0.01）， incidence of

private kindergartens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public institutions （χ2＝375.92，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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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幼机构内幼儿密集，传染病发病频次高，而

机构内幼儿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免疫系统发育还不

完善，是传染病的易感人群，同时在机构内相互间

密切接触的机会多，因此托幼机构易于发生传染病

的传播流行［1］。有研究显示，全国 70％以上的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是传染病的暴发流行，而在传染病事

件中，60％以上发生在学校或托幼机构［2］。托幼机构

卫生保健工作重点是预防为主，保教结合，预防机构

内传染病的发生［3］。通过对2013-2017年绵阳市游仙

区托幼机构儿童传染病疫情流行特征进行分析，了

解托幼机构儿童传染病的流行特征和规律，为预防

和控制游仙区托幼机构传染病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机构定义 托幼机构按《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

健管理办法》（卫生部教育部令第 76号）所述，是各

级各类招收 0～6岁儿童的托儿所和幼儿园的统称
［3］。本文所述托幼机构定义为2013-2017年度内，经

由绵阳市游仙区教育和体育局批准认可的托儿所

和幼儿园。根据游仙区教育和体育局托幼机构性

质分类，公办幼儿园是指办园出资方为游仙区政府

的托幼机构，民办托幼机构是指办园出资方为游仙

区政府之外的单位和个人的托幼机构。相关数据

均来源于游仙区教育体育局。

1.2 资料来源 托幼机构传染病资料信息来源于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的疾病监测信息报

告管理系统，报告传染病，统计日期为 2013-01-01/

2017-12-31，报告病例统计职业为托幼儿童，同时工

作单位为绵阳市游仙区教育体育局登记在册托幼

机构的作为统计报告托幼机构传染病病例。

2013-2017年游仙区幼儿园在园幼儿数据来源

于游仙区教育和体育局。其他人口数据来源于《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下的子系统《基本信息

系统》。

1.4 统计分析 使用Excel 2003录入数据，采用描

述流行病学方法对传染病的三间分布特征进行分

析，数据的分析使用SPSS 19.0，不同组别间的差异

性分析使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发病分析 2013-2017年，绵阳市游仙区托幼

机构由 95 家增加至 112 家，在园儿童数由 12 456

人，增加到 14 144人。2013-2017年期间，无甲类传

染病报告，无死亡病例；报告乙、丙类及其他传染病

1 287例。报告年均发病率为1 904.24/10万，远高于

同期全区总体年均发病率 389.41/10万（表 1）；托幼

儿童传染病发病率与全区传染病发病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2＝1 138.26，P＜0.01）；不同年份托幼儿

童发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26.84，P＜0.01），

其中 2013年发病率最低，为 1 158.27/10万；2016年

incidence rate of mal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female （χ2＝28.74， P＜0.01）. Conclusion The

childcare institutions in Youxian District of Mianyang City are the focus of infectious disease to

prevention and control，hand- foot and mouth disease， influenza and epidemic mumps are the key

infectious diseases to prevention and control.

Key words infectious diseases；epidemiology；incidence rate；childcare institutions

表1 2013-2017年绵阳市游仙区托幼机构传染病发病情况统计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合计

在园儿童人数

11 560
13 374
14 101
14 177
14 365
67 586

发病例数

134
275
177
389
312

1 287

发病率/10万-1

1 158.27
2 056.23
1 255.23
2 743.95
2 171.95
1 904.24

总体发病例数

1 235
1 489
1 593
2 194
2 276
8 786

总体发病率/10万-1

275.42
334.08
355.25
481.65
495.60
38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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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率最高，达到 2 743.95/10万。2013-2017年，托

幼机构内报告传染病病种共 10 种，分别为手足口

病、流行性感冒（以下简称流感）、流行性腮腺炎（以

下简称流腮）、水痘、其他感染性腹泻（以下简称感

腹）、猩红热、流行性出血性结膜炎、痢疾、副伤寒、

流行性乙型脑炎。

2.2 人群分布 2013-2017年游仙区托幼机构共报

告传染病 1 287例，其中 2岁组、3岁组、4岁组、5岁

组和 6 岁组报告发病数分别为 295 例、527 例、248

例、155例和62例，无其他年龄组病例报告，2～4岁

组发病 1 070例，占总发病数 83.14%。报告托幼机

构传染病男性783例，发病率为2 167.23/10万（783/

36 129），女性 504例，发病率为 1 602.19/10万（504/

31 457），发病数性别比为 1.55∶1，男性和女性发病

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8.74，P＜0.05），男性发

病率高于女性。

2.3 地区分布 2013-2017年游仙城区托幼机构报

告传染病发病共 639 例，发病率为 2 532.00/10 万

（639/25 237），游仙农村地区报告传染病发病共648

例，发病率为 1 530.14/10万（648/42 349），不同地区

托幼儿童发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0.900，

P＜0.01），城市地区托幼机构发病率高于农村地区。

2.4 时间分布 2013-2017年托幼机构传染病各月

均有发病，2 月为发病低点，后逐渐上升，4-6 月达

到发病高峰，9 月再次上升，10-12 月形成第 2 次发

病高峰。4-6 月发病数（553 例），10-12 月发病数

（409 例）分别占全年发病数（1 287 例）的 42.97%，

31.78%（图1）。

2.5 病种分布 2013-2017年托幼机构报告传染病

报告发病数前5位的传染病的为手足口病（951例）、

流感（144 例）、流腮（97 例）、水痘（34 例）、感腹（30

例），其中手足口病报告发病 951例，占总体发病数

的73.89%。2016年流行性感冒发病数量增加，因此

当年流感发病数占当年总发病数的30.45%。水痘、

感染性腹泻和猩红热发病数较少，不同年份发病排

位有所不同（表2）。

图1 2013-2017年绵阳市游仙区托幼机构传染病发病各月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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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3-2017年绵阳市游仙区托幼机构传染病发病前5位统计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第1位

病种

手足口病

手足口病

手足口病

手足口病

手足口病

发病例数

102

230

134

315

170

第2位

病种

流腮

流腮

流腮

流腮

流感

发病例数

13

18

19

29

95

第3位

病种

流感

水痘

流感

流感

流腮

发病例数

9

12

16

19

18

第4位

病种

水痘

流感

猩红热

猩红热

感腹

发病例数

6

5

3

8

15

第5位

病种

猩红热

感腹

感腹

感腹

水痘

发病例数

3

4

2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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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不同办园性质机构发病分布 2013-2017年，

游仙公办托幼机构由 31家增加至 33家；民办托幼

机构由 62家，增加至 79家。其中公办托幼机构报

告传染病发病共 242 例，发病率为 1 035.24/10 万

（242/23 376），民办托幼机构报告传染病发病共 1

045例，发病率为2 363.71/10万（1 045/44 210），不同

办园性质托幼儿童发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375.92，P＜0.05），民办托幼机构报告传染病发病率

高于公办托幼机构。

3 讨论

2013-2017年绵阳市游仙区托幼机构传染病发

病率各年份存在差异（P＜0.05），且都高于游仙区

同期总体传染病发病率（P＜0.05），这与厦门市海

沧区［4］的报道类似，这可能是由于托幼机构内人员

聚集，幼儿间相互接触机会多，公用物品、玩具等频

繁，加之幼儿自身抵抗力价较差也是托幼机构内传

染病高发的原因，这也提示托幼儿童是传染病防控

重点人群，而托幼机构是目前传染病防控工作的重

点单位。

游仙区托幼机构传染病城区发病率高于农村

地区，发病季节分布呈现4-6月、10-12月2个发病高

峰，厦门市海沧区［4］和上海市松江区［5］、北京市［6］和

宝鸡市［7］均有类似描述。城区发病高一方面可能因

为城市地区儿童日常活动范围大，接触人群多，导

致感染机率高［8］；也可能和城市地区对手足口病的

发生家长关注高，托幼机构重视，同时城区医疗机

构医务人员传染病报告意识强等有关；发病的季节

高峰则可能与上学期间，托幼机构内儿童之间相互

接触增加，存在传染病隐性感染儿童有关。

游仙区托幼机构发生传染病前 5 位病种为手

足口病、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水痘及感腹。

其中，手足口病发病数占据各年度托幼机构发病数

的绝大多数，与厦门海沧区和遵义市等地区情况相

似［4，10］，2016年流感报告数大幅增加，可能由于游仙

区出现局部流行，个别托幼机构发生聚集性病例所

致。手足口病是托幼机构内传染病发病主要病种，

同时该病传染性强、隐性感染比例大、传播途径复

杂、传播速度快，这让手足口病成为影响托幼机构

儿童身体健康的主要因素，也成为托幼机构传染病

防控的重点疾病。

2013-2017游仙区民办托幼机构传染病发病率

高于公办托幼机构，与吴琳莉［9］报到的洛阳情况不

同，这可能与游仙区民办托幼机构办园基本条件相

对较差，班级学生较多，办园场地多为租赁，布局不

合理等因素有关，而公立托幼机构由于2008年地震

灾后基本全部重建，办园场地和布局均严格按照卫

生规范进行建设，较为合理；同时还将传染病防控

纳入了年度绩效考核，增强了教师管理责任。

2013-2017年5年间，游仙区托幼机构数及在园

儿童数量分别增加了17.20%和24.27%，托幼机构在

设置硬件，防病管理和人员意识等方面都存在缺

失。游仙区托幼机构传染病呈现出较高发病率，且

男性高于女性，发病年龄集中于 2～4岁，农村高于

城区，民办托幼机构高于公办托幼机构。报告病种

以手足口病，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感染为

主。发病呈现4-6月和10-12月2个高峰。针对以上

特征，提出以下防控措施：①开展健康教育，提升家

长防病意识，加强家-校联系，建立传染病防控托幼

机构和家庭共同防控机制，督促家长、家庭卫生习

惯和行为方式改变，建立托幼机构、家庭、家长和儿

童共同参与，相互监督和督促的卫生防病环；②托

幼机构做好传染病防控早前介入，提前防控，春秋

两季开校，在进入发病高峰前，提前开展传染病流

行防控工作，力争“防于未然”。③切实落实以晨

检、因病缺勤追踪为主的托幼机构传染病防控措

施；④进一步加强托幼机构消毒设施建设，规范开

展消毒工作［11］；⑤加强预防接种证查验，同时做好

流感、流腮、水痘等二类疫苗的预防接种，进一步降

低托幼机构内人群易感性［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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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成都市成华区一般人群血脂异常
健康教育干预效果评价

李梦婕，唐雪蕾，王雪，王超

［摘要］目的 探讨健康教育对一般人群血脂异常防治知识知晓率和健康促进行为形成率的影响。方法 2017年使用自

行设计的问卷在成都市成华区随机抽取社区居民和家庭医生新签约对象进行基线调查，并在开展社区健康讲座和家庭医

生个体化健康教育干预活动后，评估社区居民和家庭医生新签约对象血脂异常防治知识及相关行为变化情况。结果 接

受专题健康讲座干预后的目标社区居民，其血脂异常防治知识知晓率由基线调查的9.33%升至50.17%。接受家庭医生个

体化健康教育干预后的家庭医生新签约对象，其血脂异常防治知识知晓率由基线调查的6.83%升至33.50%，饮酒率由基

线调查的18.67%降至13.67%，膳食情况也有所改善。结论 提示开展血脂异常专题健康讲座和家庭医生个体化健康教

育干预活动，对居民血脂异常防治知识知晓率和健康行为形成率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健康教育；血脂异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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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Health Education on Dyslipidemia Among General

Population in Chenghua District of Chengdu City in 2017

LI Mengjie，TANG Xuelei，WANG Xue，WANG Chao

Chenghua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hengdu 610057，Sichu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on the awareness rate of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yslipidemia and the formation rate of health promotion behavior in general

population. Methods By using the self- designed questionnaire， this study randomly selected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the residents who signed up with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for

family doctor’s service as our subjects， and conducted a baseline survey. After carrying out the

community health lectures and family physician personalised health education interventions activities，

the study assessed the change of awareness rate of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yslipidemia and the

formation rate of health promotion behavior among the subjects. Results After special health

lectures， the awareness rate of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yslipidemia among the targeted

community residents increased from 9.33% to

50.17% . After the family physician personalised

health education interventions， the awareness

rate of knowledge about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yslipidemia among residents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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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脂异常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重要

的危险因素［1］，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球18%的脑

血管疾病和 58.00%的缺血性心脏病归因于血脂异

常，我国的研究数据显示中国人冠心病死亡率增加

原因 77.00%归因于胆固醇升高［2］。2015 年发布的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中

国成人血脂异常患病率为 40.40%，与 2002 年的患

病率水平相比出现大幅度增加［3］。作为心脑血管疾

病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预防控制血脂异常是心血

管疾病防治的关键内容之一［4］。成都市成华区作为

中国成人血脂异常健康管理服务试点 II期项目点，

首次开展血脂异常健康管理服务，为普及血脂异常

防治知识，提高大众对血脂异常危害的认识，在社

区居民中开展了血脂异常健康教育干预活动，并对

健康教育干预活动进行效果评估。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7-07 在成都市成华区 12 个街道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别随机抽取 50名家庭医生新

签约对象，同时从每个街道中随机抽取 1个社区作

为目标社区，从目标社区分别随机抽取50名社区居

民（不与“家庭医生新签约对象”中被抽中对象重

复），即600名家庭医生新签约对象和600名社区居

民，共计 1 200人作为调查对象。家庭医生新签约

对象定义为在2017-01/06期间与成都市成华区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的社区居

民。

1.2 方法

1.2.1 调查问卷 内容包括：①基本情况：性别、年

龄、身高、体重、文化程度、职业以及想获取知识的

途径等。②健康相关知识：基本概念（2个条目）、预

防措施（2个条目）、饮食治疗和改善生活方式（5个

条目）、药物治疗（1个条目），问卷参阅相关资料和

经过心血管专家审定后，定为“健康相关知识”共10

个条目，回答正确得1分，错误得0分，得分≥8分，即

判定为“知晓”。③健康相关行为：膳食情况（5个条

目）、吸烟情况（1个条目）、饮酒情况（1个条目）、身

体活动情况（2个条目），膳食情况条目来自于《中国

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 2007》“高血脂症患者膳食

评价”［5］，吸烟、饮酒和身体活动情况条目来自于《成

都市成人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2015）工作手

册》“个人问卷”［6］。

1.2.2 健康教育干预

1.2.2.1 一般人群血脂异常健康教育核心信息 经

过参阅相关资料和心血管专家审定后，总结归纳15

条“一般人群血脂异常健康教育核心信息”作为本

次健康教育干预活动的主要内容，分为：①基本概

念（第 1～5条），血脂和血脂异常的概念、血脂相关

常规的实验室检查项目、特殊的胆固醇［7］；②预防措

施（第6～9条），定期检查血脂的意义、频率；③饮食

治疗和改善生活方式（第10～14条），调节饮食结构［8］、

维持健康体重、戒烟限酒［9］；④药物治疗（第15条），

常用降血脂药物、注意事项。以“一般人群血脂异

常健康教育核心信息”为主题开发制作宣传折页、

健康讲座课件。

1.2.2.2 专题健康讲座 对各目标社区的 50 名社

区居民分别开展血脂异常防治知识健康讲座（讲座

课件以“一般人群血脂异常健康教育核心信息”为

主题），每个目标社区举办1次健康讲座，共12场讲

座。

1.2.2.3 家庭医生个体化健康教育 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充分发挥家庭医生团队作用，针对50名家庭医

生新签约对象血脂异常方面主要的问题开展个体

化健康教育干预，发放血脂异常健康教育宣传折

页，普及健康知识。

1.2.3 调查方法

1.2.3.1 基线调查 统一采用“一般人群血脂异常

signed up with CHSC for family doctor’s service increased from 6.83% to 33.50%，and the

drinking rate decreased from 18.67% to 13.67% . The dietary situation had also been improved.

Conclus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special health lectures on dyslipidemia and the individual health

education intervention activities conducted by family doctors play an positive role in raising the

awareness rate of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yslipidemia and the formation rate of healthy

behaviors.

Key words health education；dyslipidemia；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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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调查问卷”对 1 200名调查对象开展基线

调查，分别为 600 名家庭医生新签约对象和 600 名

社区居民。

1.2.3.2 效果评估 在每场专题讲座结束后，均采

用“一般人群血脂异常健康教育专题讲座效果评估

问卷”进行讲座的效果评估，共调查社区居民 600

人。2017-12对 600名家庭医生新签约对象开展家

庭医生个体化健康教育的效果评估，统一采用“一

般人群血脂异常健康教育调查问卷”。吸烟情况：

过去 1 个月有吸烟者所占比例，即吸烟率；饮酒情

况：过去1个月有饮酒者所占比例，即饮酒率。

1.3 统计分析 采用EpiData 3.1软件进行调查问

卷双录入，并使用SPSS 19.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主要统计学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与卡方检

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目标社区居民基线调查600人，其

中男性 240人，女性 360人，男女性别比例为 1∶1.5。

年龄最大88岁，最小16岁，年龄中位数为63岁。家

庭医生新签约对象基线调查 600 人，其中男性 261

人，女性339人，男女性别比例为1∶1.3，年龄最大90

岁，最小16岁，年龄中位数为64岁（表1）。

表2 2017年成都市成华区一般人群血脂异常知识调查

对象家庭医生个体化健康教育和健康讲座干预效果评估

调查对象与干预措施

家庭医生新签约对象基线调查

家庭医生新签约对象效果评估

目标社区居民基线调查

目标社区健康讲座效果评估

血脂异常防治

知识知晓率/%

6.83*

33.50

9.33*

50.17

χ2值

132.507

239.341

P值

P＜0.01

P＜0.01

注：*为经假设检验，基线调查与干预效果评估知晓率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1 2017年成都市成华区一般人群血脂异常知识调查对象基本情况（n＝600）

分类

性别

男性

女性

年龄组/岁

15～

25～

35～

45～

目标社区居民

基线调查

人数

240

360

11

23

27

87

构成比/%

40.00

60.00

1.83

3.83

4.50

14.50

家庭医生新签约

对象基线调查

人数

261

339

13

26

43

85

构成比/%

43.50

56.50

2.17

4.33

7.17

14.17

分类

55～

≥65

体质指数（BMI/kg·m-2）

体重过低（BMI＜18.5）

正常（23.9≥BMI≥18.5）

超重（27.9≥BMI≥24）

肥胖（BMI≥28）

目标社区居民

基线调查

人数

180

272

25

297

224

54

构成比/%

30.00

45.33

4.17

49.50

37.33

9.00

家庭医生新签约

对象基线调查

人数

146

287

19

340

195

46

构成比/%

24.33

47.83

3.17

56.67

32.50

7.67

注：*根据《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10］相关标准将体质指数（BMI）进行分组。

2.2 血脂异常防治知识认知情况 家庭医生新签

约对象基线调查血脂异常防治知识知晓率为

6.83%，家庭医生新签约对象效果评估调查知识知

晓率为33.50%，目标社区居民基线调查知识知晓率

为 9.33%，目标社区健康讲座效果评估的调查对象

知晓率为 50.17%。无论是接受家庭医生个体化健

康教育或者健康讲座的人群与未接受上述两种干

预措施的基线人群健康知识知晓率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表2，表3）。

2.3 健康相关行为

2.3.1 膳食情况 调查题目与评分标准均参考《中

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 2007》中“高血脂症患者

膳食评价”，将调查对象膳食情况分为“合格”、“轻

度膳食不良”和“严重膳食不良”3类。接受家庭医

生个体化健康教育后调查对象的膳食情况与未接

受干预措施的基线人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23.303，P＜0.05），提示接受家庭医生个体化健康教

育干预后膳食情况得到改善（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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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其他健康相关行为 接受家庭医生个体化

健康教育的调查对象饮酒率与未接受干预措施的

基线人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吸烟率在

两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接受家

庭医生个体化健康教育的调查对象饮酒情况有所

好转。

表3 2017年成都市成华区一般人群血脂异常知识调查对象血脂异常防治知识知晓情况

问卷内容

1.血脂异常的基本概念

2.20～40岁成年人检查血脂的频率

3.药物调脂治疗期间是否需要改善饮食和生活方式

4.控制血脂用不用戒烟

5.如何通过调节饮食结构控制血脂

6.40岁以上男性和绝经期后女性检查血脂的频率

7.如何通过改善生活方式控制血脂

8.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作用

9.成年男性一天的最大饮酒量

10.具有降血脂功能的食物

血脂异常防治知识知晓情况*

家庭医生新签约对象

基线调查

知晓人数

（n＝600）

76

99

509

495

556

312

412

145

191

541

41

知晓率/%

12.67

16.50

84.83

82.50

92.67

52.00

68.67

24.17

31.83

90.17

6.83

家庭医生新签约对象

效果评估

知晓人数

（n＝600）

212

120

560

547

572

430

512

326

299

577

201

知晓率/%

35.33

20.00

93.33

91.17

95.33

71.67

85.33

54.33

49.83

96.17

33.50

目标社区居民

基线调查

知晓人数

（n＝600）

75

57

473

487

551

279

395

193

194

522

56

知晓率/%

12.50

9.50

78.83

81.17

91.83

46.50

65.83

32.17

32.33

87.00

9.33

目标社区居民讲座

效果评估

知晓人数

（n＝600）

203

146

548

560

576

450

477

426

400

571

301

知晓率/%

33.83

24.33

91.33

93.33

96.00

75.00

79.50

71.00

66.67

95.17

50.17

注：*血脂异常防治知识知晓情况判定标准为10个“健康相关知识”条目，答对8个及以上即判定为“知晓”血脂异常防治知识。

表4 2017年成都市成华区一般人群血脂异常知识调查对象膳食情况

膳食情况分类

合格（＜3分）

轻度膳食不良（3～5分）

严重膳食不良（≥6分）

合计

家庭医生新签约对象基线调查

人数

200

370

30

600

构成比/%

33.33

61.67

5.00

100.00

家庭医生新签约对象效果评估

人数

281

300

19

600

构成比/%

46.83

50.00

3.17

100.00

χ2值

23.303

P值

P＜0.01

表5 2017年成都市成华区一般人群血脂异常知识调查对象其他健康相关行为情况

健康相关行为

过去1个月有吸烟者

过去1个月有饮酒者

家庭医生新签约对象基线调查

人数

128

112

百分比

21.33

18.67*

家庭医生新签约对象效果评估

人数

106

82

百分比

17.67

13.67

χ2值

2.569

5.534

P值

0.109

0.019

注：*为经假设检验，基线调查与干预效果评估的饮酒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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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希望获得血脂异常防治知识的途径 目标社

区居民基线调查、家庭医生新签约对象基线调查

和家庭医生新签约对象效果评估，调查对象希望

获得血脂异常防治知识的途径所占比例排前 3 位

的均为医务人员、影视媒体和大型宣传活动，分别

占目标社区居民基线调查人数的 54.00%、39.83%

和 37.33%，占家庭医生新签约对象基线调查人数

的 49.83%、47.17%和 37.17%，占家庭医生新签约对

象效果评估调查人数的 50.17%、46.67%和 36.17%

（图1）。

3 讨论

本次调查显示，接受专题健康讲座干预后的目

标社区居民，其血脂异常防治知识知晓率由基线调

查的9.33%升至50.17%。接受家庭医生个体化健康

教育干预后的家庭医生新签约对象，其血脂异常防

治知识知晓率由基线调查的 6.83%升至 33.50%，饮

酒率由基线调查的18.67%降至13.67%，膳食情况也

有所改善。提示专题健康讲座和家庭医生个体化

健康教育对居民血脂异常防治知识知晓率的提高

起到了积极作用，家庭医生个体化健康教育干预还

对居民饮酒率的下降、膳食情况的改善起到了积极

作用。建议进一步优化“一般人群血脂异常健康教

育核心信息”，以项目工作为契机把普及血脂异常

防治知识到融入日常健康教育工作中，扩大宣传

面，提高大众血脂异常防治知识知晓率。

对家庭医生新签约对象的效果进行评估调查

发现，调查对象的膳食情况与饮酒情况均有所改

善。提示家庭医生个体化健康教育这一健康教育

干预形式，对签约对象健康危害行为的改善、健康

促进行为的形成是有效果的。建议在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内容中增加血脂异常患者的健康管理，开发

制作更便于家庭医生传播和使用的健康教育材料，

如贴近生活的健康指导意见、操作性强的健康行为

支持性工具，进而向更多的签约服务对象提供个体

化的血脂异常健康指导。

目标社区居民基线调查、家庭医生新签约对象

基线调查和家庭医生新签约对象效果评估，希望获

得血脂异常防治知识的途径所占比例前3位的均为

医务人员、影视媒体和大型宣传活动。提示在下一

步工作中，应继续以医务人员为血脂异常防治知识

的主要传播者，提高医务人员健康教育传播技能，

同时重视广播、电视、网络视频等媒体平台的开发

利用，将血脂异常防治知识融入到慢性病防治系列

健康主题日和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等大型宣传活

动中，进一步提高大众对血脂异常危害的认识和重

视，增强其健康自我管理能力。

此次血脂异常健康教育干预活动所采取的形

式是以发放宣传折页和提供专题健康讲座为主，对

家庭医生新签约对象采取的为个体化健康教育干

预，这样的干预效果取决于健康教育材料的吸引

性、可读性、可理解性，取决于健康教育讲座者的讲

授艺术。然而，在开展健康教育效果评价时未对干

图1 2017年成华区一般人群血脂异常知识调查对象希望获得血脂异常防治知识的途径

目标社区居民基线调查

家庭医生新约对象基线
调查

家庭医生新约对象效果
评估

所
占

比
例

/%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00
影视媒体 报刊 亲友聊天 户外广告 专业书籍 专题讲座 大型宣传活动 医务人员 其他

39.83

47.17 46.67

25.33

16.50

21.50

35.67

31.83

29.50

12.00
12.33

11.83

16.50

12.50
12.67

23.33 22.83
24.00

37.33 36.1737.17

10.17
9.50

7.67

54.00
49.83 50.17

获得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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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对象进行健康教育讲座内容、讲师的满意度测评

以及宣传折页的评价，建议在下一步开展健康教育

干预活动效果评价时，加入对健康干预形式的接受

度、满意度评价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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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2015-2017年仁寿县重点人群尿碘水平调查分析

杨秀红，杨艳，王婧，邹益，兰洁

［摘要］目的 了解仁寿县5类重点人群的碘营养水平，为碘缺乏病防治制定的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根据

《四川省重点人群尿碘监测方案》，于2015-2017年分别抽取哺乳妇女、婴幼儿、40岁以下育龄妇女、孕妇和8～10岁学龄儿

童等5类重点人群，其中2015-2016年按照《尿中碘的砷铈催化分光光度测定方法》（WS/T 107-2006）进行检测，2017年按

照《尿中碘 第一部分：砷铈催化分光光度法》（WS/T 107.1-2016）进行检测。结果 8～10岁学龄儿童尿碘中位数为104.9

μg/L，低于100 μg/L的比例占29.7%；哺乳期妇女尿碘中位数为117.9 μg/L，低于100 μg/L的比例占40.7%；40岁以下育龄

妇女尿碘中位数为118.4 μg/L，低于100 μg/L的比例占44.7%；孕妇尿碘中位数为114.4 μg/L，低于150 μg/L的比例占61%；

婴幼儿尿碘中位数为69.8 μg/L，低于100 μg/L的比例占59.3%。结论 仁寿县5类重点人群中碘营养水平不足均占有相

当水平，其中孕妇和儿童碘营养水平不稳定。应坚持重点人群尿碘水平的持续监测，同时开展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提高

居民自我保护意识，认识到科学补碘的重要性。

［关键词］人群；尿碘；监测

［中图分类号］R18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116（2019）02-109-05

Monitoring on the Level of Urine Iodine Among Focus Groups

in Renshou County From 2015 to 2017

YANG Xiuhong，YANG Yan，WANG Jin，ZOU Yi，LAN Jie

Renshou County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Renshou 620500，Sichu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iodine nutrition level of five key groups in Renshou county，

and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strategies and measures of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IDD.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Monitoring Program of Urinary Iodine in Key Population of

Sichuan Province”， from 2015 to 2017， about 5 types of key population were selected， such as

school- age children from 8 to 10 year old， breastfeeding women， women of child- bearing age

under 40，pregnant women and infants. From 2015-2016，the detection was taken according to the

“urine iodine of arsenic cerium catalytic spectrophotometry method”（WS/T 107- 2006）， in 2017，

detection was taken in accordance with the“urine iodine in the first part：arsenic cerium catalytic

spectrophotometry”（WS/T 107.1 2016）. Results the median of urinary iodine among children aged

8- 10 years old was 104.9 μg/L， and about

29.7% of them were less than 100 μg/L. The

median amount of urinary iodine of lactating

women was 117.9 μg/L，accounting for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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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是人体所必须的微量元素之一，人体碘摄入

不足会影响甲状腺激素的分泌，从而影响人体正常

的生长发育，严重时甚至损害人体大脑发育。人体

中肾脏是碘的主要排出器官，其中90%的碘经尿液

排出，摄入的碘越多，尿碘浓度越高，摄入的碘越

少，尿碘浓度越低，因此尿碘浓度是判断体内碘营

养水平的最敏感指标［1］，也是评价人群或个体碘营

养状况的重要指标［2］。仁寿县作为碘缺乏病流行

区，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科学

补碘”的防治策略，每年开展重点人群尿碘水平监

测工作，用以监测全县人民尿碘水平，为碘缺乏病

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现将2015-2017年重点人群

尿碘监测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每年按照东、西、南、北、中 5个方位随

机抽取 5 个镇，在每个监测镇随机抽取 8～10 岁学

龄儿童、哺乳期妇女、40岁以下育龄妇女、孕妇、婴

幼儿等5类重点人群，采集尿样并进行检测。2015-

2017年采集样本数分别为450、250和250人（表1）。

1.2 采样及检测方法

1.2.1 采样 使用一次性塑料采样杯收集随意一

次尿的中段尿，样品量不少于 10 ml，分装 5～8 ml

的尿样于聚乙烯塑料管中，聚乙烯塑料管在使用前

用10%的盐酸溶液浸泡过夜，然后用自来水和去离

子水冲洗干净，晾干备用。

1.2.2 检测方法 2015-2016 年按照《尿中碘的砷

铈催化分光光度测定方法》（WS/T 107-2006）进行

检测，2017年按照《尿中碘 第一部分：砷铈催化分

光光度法》（WS/T 107.1-2016）进行检测。

1.3 评价标准 2007年，WHO、UNICEF与 ICCIDD

提出了尿碘适宜的范围标准［3］（表2）。依据国标《碘

缺乏病消除标准》（GB 16006-2008）［4］进行评价判

定：8～10 岁儿童尿碘中位数＜20 μg/L 的比例＜

10%、＜50 μg/L的比例小于20%、＜100 μg/L的比例

＜50%为达标。

of them were below 100 μg/L. The median of urinary iodine among the women under 40 years old

was 118.4 μg/L， and 44.7% of them were under 100 μg/L. The median value of urine iodine in

pregnant women was 114.4 μg/L， and 61% of them were below 150 μg/L. The median of urine

iodine in infants was 69.8 μg/L，and 59.3% of them were below 100 μg/L. Conclusion The iodine

nutrition level of the 5 key groups in Renshou county is low， among the pregnant women and

children their iodine nutrition level are unstable. We should insist on the continuous monitoring of

urinary iodine levels in key populations， carry out healthy education and health promotion at the

same time， and we should improve residents’ self- protection awareness， to make them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scientific iodine supplementation.

Key words the crowd；urine iodine；monitoring

表1 2015-2017年仁寿县重点人群尿碘水平监测

采集样本数

人群

学龄儿童

哺乳期妇女

育龄妇女

孕妇

婴幼儿

合计

2015年

200

50

50

100

50

450

2016年

50

50

50

50

50

250

2017年

50

50

50

50

50

250

合计

300

150

150

200

150

950

表2 WHO、UNICEF、ICCIDD提出的尿碘适宜的范围标准

人群

婴幼儿

哺乳期妇女

孕妇

学龄儿童及一般成人

尿碘中位数/μg·L-1

≥100

＜100

＜150

150～

250～

≥500

＜20

20～

50～

100～

200～

＞300

评价标准

碘适宜

碘不足

碘不足

碘适宜

碘超足量

碘过量

重度碘缺乏

中度碘缺乏

轻度碘缺乏

碘适宜

碘超足量

碘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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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分析 用Excel 2007建立统一的数据库，

使用SPSS 20.0进行卡方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8～10 岁儿童尿碘水平分析 2015-2017 年

8～10 岁儿童尿碘水平含量中位数分别为 94.1 μg/

L、104.9 μg/L 和 171.3 μg/L，其中 2015 年尿碘中位

数最低，且尿碘水平不足，2016 年、2017 年达到碘

适宜水平。从构成比分析，尿碘水平低于 100 μg/L

的比例分别为 27%、48%和 22%，尿碘水平超量

（＞200 μg/L）比例分别为38%、20%和36%。不同年

度结果之间比较分析结果显示，2015-2017年8～10

岁儿童尿碘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1.206，

P＝0.547）（表3）。

2.2 哺乳期妇女尿碘水平含量 2015-2017年哺乳

期妇女尿碘中位数分别为 142.9 μg/L、62.6 μg/L 和

117.9 μg/L，其中 2015年、2017年达到碘适宜水平；

2016年尿碘水平不足。从构成比分析，尿碘含量低

于 100 μg/L 的比例分别为 34%、54%和 34%。经检

验，2015-2017 年哺乳期妇女尿碘水平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χ2＝5.526，P＝0.063）（表4）。

2.3 40岁以下育龄妇女尿碘水平含量 2015-2017

年 40岁以下育龄妇女尿碘水平含量中位数分别是

113.6 μg/L、118.4 μg/L和132.9 μg/L，均大于100 μg/L，

达到碘适宜水平。从构成比分析，尿碘水平含量低

于100 μg/L的比例分别为52%、48%和34%，尿碘水

平超量（＞200 μg/L）的比例分别为26%、36%、24%。

统计分析提示，2015-2017年 40岁以下育龄妇女尿

碘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477，P＝0.009），其

中2017年40岁以下育龄妇女尿碘水平分别与2015

年、2016年尿碘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596，

P＝0.032；χ2＝8.208，P＜0.01）（表5）。

表3 2015-2017年仁寿县8～10岁学龄儿童尿碘水平

年份

2015

2016

2017

检测份数

200

50

50

中位数/μg·L-1

94.1

104.9

171.3

尿碘水平/μg·L-1

＜20

3.0%

6.0%

0.0%

20～

6.5%

4.0%

0.0%

50～

17.5%

38.0%

22.0%

100～

35%

32%

42%

200～

25.0%

16.0%

26.0%

＞300

13.0%

4.0%

10.0%

表4 2015-2017年仁寿县哺乳期妇女尿碘水平

年份

2015

2016

2017

检测份数

50

50

50

中位数/μg·L-1

142.9

62.6

117.9

尿碘水平/μg·L-1

＜20

6%

16%

0%

20～

4%

26%

12%

50～

24%

12%

22%

100～

38%

24%

38%

200～

12%

8%

18%

＞300

16%

14%

10%

表5 2015-2017年仁寿县40岁以下育龄妇女尿碘水平

年份

2015

2016

2017

检测份数

50

50

50

中位数/μg·L-1

113.6

118.4

132.9

尿碘水平/μg·L-1

＜20

4%

6%

0%

20～

18%

6%

16%

50～

30%

36%

18%

100～

22%

16%

42%

200～

18%

22%

22%

＞300

8%

1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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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孕妇尿碘水平分析 其中2015-2017年孕妇尿

碘水平含量中位数分别为 129.9 μg/L、86.2 μg/L 和

114.4 μg/L，均小于 150 μg/L，未达到碘适宜水平。

从构成比分析，尿碘水平低于 150 μg/L的比例分别

为 55%、68%和 66%，尿碘水平超量（＞250 μg/L）的

比例分别为 19%、16%和 10%。不同年度结果之间

比较分析结果显示，2015-2017 年孕妇尿碘水平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920，P＝0.383）（表6）。

2.5 婴幼儿尿碘水平含量 2015-2017 年婴幼儿

尿碘含量中位数分别为 67.5 μg/L、69.8μg/L 和

121.1 μg/L，其中 2015-2016 年尿碘水平不足，2017

年达到碘适宜水平。从构成比分析，2015-2017 年

尿碘水平含量低于 100 μg/L 的比例分别为 64%、

68%和46%。经检验，2015-2017年婴幼儿尿碘水平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5.692，P＝0.058）（表7）。

2.6 按年度比较不同人群尿碘监测结果 2015-

2017年不同人群尿碘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检

验水准 a1＝0.05）。进一步做两两比较（检验水准

a2＝0.016），2015-2017 年哺乳期妇女与育龄妇女、

孕妇两类人群的尿碘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2015与 2017年哺乳期妇女与儿童的尿碘水平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2015年哺乳期妇女与婴幼儿、2017

年孕妇与婴幼儿的尿碘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从均值比较分析不同人群，2015-2016 年哺乳期妇

女尿碘水平最高，2017年儿童尿碘水平最高（表8～

表10）。

表6 2015-2017年仁寿县孕妇尿碘水平

年份

2015

2016

2017

检测份数

100

50

50

中位数/μg·L-1

129.9

86.2

114.4

尿碘水平/μg·L-1

＜50

13%

30%

8%

50～

31%

24%

34%

100～

11%

14%

24%

150～

15%

16%

16%

200～

11%

0%

8%

＞250

19%

16%

10%

表7 2015-2017年仁寿县婴幼儿尿碘水平

年份

2015

2016

2017

检测份数

50

50

50

中位数/μg·L-1

67.5

69.8

121.2

尿碘水平/μg·L-1

＜20

2%

20%

0%

20～

26%

16%

12%

50～

36%

32%

34%

100～

32%

22%

24%

200～

0%

6%

8%

＞300

4%

4%

22%

表8 2015-2017年仁寿县不同人群尿碘监测结果

年份

2015

2016

2017

尿碘值/μg·L-1

儿童

94.1

104.9

171.3

哺乳期妇女

142.9

62.6

117.9

育龄妇女

113.6

118.4

132.9

孕妇

129.9

86.2

114.4

婴幼儿

67.5

69.8

121.2

χ2值

28.374

15.816

19.737

P值

＜0.01

＜0.01

＜0.01

表9 2015-2017年仁寿县哺乳期妇女与各类人群

尿碘水平比较

人群

儿童

育龄妇女

孕妇

婴幼儿

2015

χ2值

15.868

19.463

22.351

9.004

P值

＜0.01

＜0.01

＜0.01

＜0.01

2016

χ2值

10.519

10.519

P值

＜0.01

＜0.01

2017

χ2值

5.797

5.797

17.818

P值

0.016

0.016

＜0.010

表10 2015-2017年仁寿县不同人群尿碘水平均值

人群

儿童

哺乳期妇女

育龄妇女

孕妇

婴儿

2015年

246.9

267.7

154.0

215.6

116.5

2016年

120.8

127.4

157.9

123.5

97.1

2017年

190.2

152.9

143.6

139.5

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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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碘是人体所必须的微量元素，普通人群缺碘会

影响甲状腺激素的分泌，最典型的症状是大脖子

病，严重时会危及生命。而孕妇缺碘直接影响到下

一代，最严重的危害是对胎儿、新生儿以及婴儿造

成的危害，如生长迟缓、智力缺陷、新生儿高促甲状

腺素血症、围产期及婴儿死亡率增高［5］。婴幼儿时

期严重缺碘，将导致大脑发育落后，表现为不可逆

转的智能障碍［6］。儿童缺碘则会影响智商发育，导

致智商分布左移，还可造成体格发育落后，克汀病

等［7］。而碘摄入量增加有抑制甲状腺功能的趋势，

碘超足量和碘过量使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乳头状甲

状腺癌和自身免疫甲状腺病的患病危险增加［8-9］。

孕妇、哺乳期妇女是碘缺乏的敏感人群，本调

查结果显示仁寿县 2016年哺乳期妇女尿碘水平不

足，2015-2017 年孕妇尿碘水平均未达到适宜水

平。从构成比分析，哺乳期妇女尿碘水平不足的比

例为34%～54%，尿碘水平不稳定；孕妇尿碘水平不

足的比例达到55%～68%，并且2016-2017年孕妇尿

碘水平均值均低于 150 μg/L，分析其原因孕妇本身

就是易缺碘人群，在怀孕期间，母体自身碘需求量

会增加，但由于孕期呕吐等各种原因，不能有效补

充外环境中的碘元素，而导致体内缺碘；再者便是

孕妇及其家人的自我保健意识不强以及对缺碘的

危害认识不足造成的［10］。另一方面按照构成比分

析，2015-2017年40岁以下育龄妇女（＞200 μg/L）尿

碘水平超量比例为 24%～34%、孕妇（＞250 μg/L）

尿碘水平超量比例为10%～19%。

结果显示，仁寿县2015年儿童尿碘水平未达到

适宜水平，且尿碘水平不稳定。2015-2017年8～10岁

儿童尿碘水平低于20 μg/L的比例分别为3%、6%和

0%；低于50 μg/L的比例分别为9.5%、10%和0%；低

于 100 μg/L 的比例分别为 27%、48%和 22%，符

合《GB 16006－2008》中 8～10 岁儿童尿碘中位数

＜20 μg/L 的比例小于 10%、＜50 μg/L 的比例小于

20%、＜100μg/L的比例小于50%的达标标准。另一

方面按照构成比分析，2015-2017 年儿童尿碘水平

超量（＞200 μg/L）比例为20%～38%。

2015-2017年仁寿县8～10岁儿童、40岁以下育

龄妇女、孕妇 3类人群中碘超量人群均占有部分水

平，分析其原因可能是人群对科学补碘没有正确认

识，盲目补碘以及食物中碘含量过多所致。同时

2015-2017年仁寿县 5类重点人群尿碘水平不足的

比例分别为8～10岁学龄儿童29.7%、哺乳期妇女尿

碘 40.7%、40 岁以下育龄妇女 44.7%、孕妇占 61%、

婴幼儿 59.3%。各类人群中除了 8～10 岁儿童，其

余人群尿碘水平不足均占有相当水平，说明仁寿县

大多数人的碘营养水平还不足，分析其原因可能是

各类人群自我保健意识不强，以及当地部门对于人

群科学补碘的宣传力度不够，导致人群对于缺碘的

危害不够了解所致。

综上所述，在今后的碘缺乏病防治工作中，应

注意分类指导缺碘人群，做到坚持补碘，坚持以食

盐加碘为主的持续消除碘缺乏病的综合防治措施；

其次对于碘超量人群，应科学补碘，拒绝盲目补碘；

此外，有关部门应坚持进行做好重点人群尿碘水平

的动态监测，及时上报相关监测数据，应加强宣传

“科学补碘”，调查人群膳食结构，同时开展健康教

育和健康促进，逐渐提高居民的自我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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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汉源县一起布鲁菌病疫情调查

黄小波，王艳霞，周启富，钱继娟

［摘要］目的 调查分析雅安市汉源县1起布鲁菌病疫情的传染来源，探求本地布鲁菌病疫情防控的有效对策。方法 对

发病患者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实验室检测结果、疫情处置资料及病例就医记录进行描述性流行病学分析。结果 本次布

鲁菌病疫情确诊病例2名，31名高危人群经实验室检验确诊携带者1名，在政府主导，相关部门积极配合的综合防治策略

指导下，本次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结论 根据流行病学接触史、临床症状及实验室结果综合判断，该疫情为1起密切接

触羊引起的布鲁菌病疫情。建议今后加强畜牧检疫督导，提升群众防护意识，加强基层医生布病知识培训，达到防控布鲁

菌病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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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An Outbreak of Brucellosis Epidemic

in Hanyuan County in 2017

HUANG Xiaobo，WANG Yanxia，ZHOU Qifu，QIAN Jijuan

Yaan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Yaan 625000，Sichu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source of infection of the brucellosis epidemic in

Hanyuan County of Yaan City and to find out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local brucellosis epidemic. Methods A descriptive epidemiological analysis of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data，laboratory test results，epidemic treatment data and medical records of cases was

conducted in this study. Results Two cases were diagnosed，and through laboratory testing，one of

31 high-risk groups was diagnosed as a carrier. Under the guidance of a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y， l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cooperated by several related departments， the

epidemic was effectively controlled.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the epidemiological exposure history，

clinical symptoms and laboratory results， the epidemic is a brucellosis epidemic caused by close

contact with sheep. It is recommended to strengthen animal husbandry quarantine supervision，

enhance people's awareness of protection， and

strengthen the knowledge training of grassroots

doctors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brucellosis.

Key words Brucellosis； epidemic investigation；

preventive measures

·· 114



寄生虫病与感染性疾病 2019年6月第17卷第2期 Parasitoses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June 2019，Vol. 17，No. 2

布鲁菌病（以下简称布病）是我国的法定报告

乙类传染病，是由布鲁菌侵入人体引起的人畜共患

病［1］。以长期发热、多汗，关节疼痛、肝脾肿大等为

特点。我国布病疫区主要集中于5大牧区：内蒙古、

新疆、青海、宁夏和西藏［2］。四川省布病疫情特点主

要是散发流行。近20年，雅安市汉源县从未报告过

布鲁菌病。2017-07-10四川省人民医院通过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报告了雅安市汉源县万里乡1

例确诊布鲁菌病病例，雅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汉源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立即开展了流行病学调

查及疫情处置，现将结果总结分析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

息系统传染病报告卡、患者就诊医院的病历记录、

现场流行病学个案调查资料、实验室检测结果和疫

情处置资料。

1.2 样本采集 医院采集患者血清样本，疾控中心

采集病例家属、邻居及病例所在乡近 1年从事过养

羊、宰羊的高危人群血清样本。采用血培养布鲁菌

和试管凝集试验进行检测。

1.3 诊断标准 根据卫生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

行业标准《布鲁菌病诊断标准》（WS 269-2007）来进

行诊断和实验室检测。

1.4 统计分析 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对病例

发病、就医经过、实验室检测结果、现场流行病学调

查结果和处置情况进行分析。

2 结果

2.1 患者基本情况 首例患者刘某，男，50岁，家住

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万里乡虫林村，家庭常住人员

共 3人，妻子（46岁）和儿子（24岁）。第 2例患者即

为首例患者儿子。

2.2 流行病学情况 两病例从事多年羊屠宰及养

羊工作。宰杀羊来源于自家饲养山羊、收购当地散

养山羊和甘孜州羊等，年杀羊量500余只；父子从事

养羊 4 年，羊保有量 120～130 头，无人羊共饮水现

象，2017-05 已将自家羊全部贩卖给当地羊贩。本

次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患者对布病相关知识没有任

何了解，宰杀及饲养中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也未采

取任何防护措施。

在病例搜索中发现的 1名携带者陈某贵，与首

例患者为朋友关系。其曾将自家羊运到首例患者

屠宰场并协助首例患者宰杀，与首例患者家中羊也

有密切接触。

2.3 发病及就医情况 首例患者自述 2017-05-23

出现发热，盗汗、疼痛伴乏力，遂至当地诊所就诊，

口服药物效差；6月2日患者到汉源县人民医院门诊

就诊，门诊输液治疗，6月3日患者发热症状消失，继

续口服药物；6月 7日患者再次出现发热（最高体温

38.9 ℃），到汉源县人民医院就诊住院治疗，诊断为：

上呼吸道感染，给予抗炎、对症等治疗，6月 13日患

者发热症状消失出院；6月 15日患者再次出现发热

（未作处理）；6月19日患者到四川省人民医院就诊，

未能住院治疗，到宾馆入住 4 d，6月 23日在四川省

人民医院入院治疗，之后血液培养出马耳他布鲁

菌，确诊为布鲁菌病。

第2例患者自述2017-05-20出现发热、出汗、关

节疼痛、全身乏力等症状到汉源县人民医院门诊急

诊科就诊，检查胸片：双肺纹理增多。门诊诊断为：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给予静脉滴注抗病毒等药物治

疗，5月25日患者发热等症状明显好转，自行停止治

疗。停止治疗3 d后出现发热，渐出现乏力，未就诊

治疗；7月11日患者到四川省人民医院就诊，并采血

检验，7月19日患者血液培养结果：马耳他布鲁菌病

阳性，确诊为布鲁菌病。

2.4 疫情处置

2.4.1 患者治疗 四川省人民医院依据《布鲁菌病

诊疗指南（试行）》（卫生部 2012试行版）对患者刘

某和儿子刘某进行规范治疗。患者出院后，万里乡

卫生院负责对患者开展随访和服药督导。最终2例

患者均治愈。

2.4.2 政府重视，部门联动 疫情发生后，汉源县

卫计局发文《关于汉源县万里乡一起布鲁菌病疫情

的报告》报告县政府，介绍了疫情的调查和处置情

况及下一步工作重点和建议。县政府接到报告后，

分管卫生的副县长当日作出批示：“请卫计局、万里

乡及相关部门积极规范开展疫情处置”。县卫计局

按要求将疫情通报了县农业和畜牧部门及患者所

在乡镇，并积极开展疫情处置。由于患者家羊早已

出售，于是让畜牧部门对患者所在村饲养的羊群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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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血清学应急监测，以搜寻潜在传染源，发现阳性

羊立即无害化处理。县畜牧部门对虫林村现存栏

的羊进行了布鲁杆菌病血清学应急监测，共采羊血

30份，总羊只数的10%，采用试管凝集法检测，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

2.4.3 环境消毒 疾控中心技术指导，万里乡政府

组织实施，对患者的住处和羊圈用含氯制剂进行消

毒处理，对患者所在虫林村 5组的养羊户住处和羊

圈进行预防性消毒，1次/d，连续3 d。

2.4.4 病例搜索 对患者家属、邻居及患者所在乡

近 1年从事过养羊、杀羊的高危人群进行布病应急

监测，共采血 31 人份送四川省疾控中心采用试管

凝集法检测，检出阳性 1 名为陈某（试管凝集实验

1∶100），无临床症状，后经四川省人民医院复查结

果为带菌者。

2.4.5 健康教育 利用张贴宣传画，集中宣讲等对

高危人群及周围居民大力宣传布病科普知识，提高

群众防病意识。

2.4.6 培训 县卫计局牵头对县、乡、村各级临床

医务人员开展关于布病防治知识培训，以提高技术

人员技术水平，减少误诊与漏诊。

3 讨论

3.1 传染源

3.1.1 村民从异地购羊 随着经济发展，群众从异

地购羊较普遍，传染源流动频繁［3］，各地之间牲畜交

易检疫制度不健全，在交易过程中不能严格执行

检、免疫制度，同时存在一部分私下交易。据调查，

患者从外地收购的羊无检疫记录，这可能是此次疫

情发生的原因。所以雅安市畜牧部门要重视牲畜

的检免疫工作，提高病畜筛除精准度。同时还要做

好畜间布病监测，本地畜间布鲁菌病疫情与人间疫

情有高度相关性，所以及时消除畜间传染源对预防

人间疫情起着关键作用。

3.1.2 政策补偿过低 在布病严重地区，我国采取

的政策是疫苗接种和实时检疫-捕杀-补偿措施相结

合的防控政策［4］。雅安市布病疫情不重，因此相关

政策、技术、物资等都有欠缺。雅安市政府病羊补

助仅500元，成年羊市场价为1 500元左右。补偿过

低导致群众配合布病防控的积极性必定不高。本

次疫情虽未发现阳性羊，但在以后的布鲁菌病防控

中如果不完善政策，导致病畜处理不当，甚至流入

市场，将有疫情扩散风险。

3.2 传播途径 布鲁菌病是种人畜共患病，发病

与牲畜饲养过程中无防护措施有关［5］。由于汉源

县本地农村还比较落后，群众卫生知识缺乏。造成

了百姓对布鲁菌病毫无防备。提示汉源县疾控中

心应加强对本地群众开展布鲁菌病健康教育。

要解决农民卫生习惯问题主要依靠健康教育和

行为干预［6］，改变与布鲁菌病传播相关的不良生

活习惯和行为。切断传播途径，达到预防布病的目

的。

3.3 病例诊治 从患者的就医过程来看，两例患者

来自同一家庭，职业相似，就医经历相似。雅安市

布鲁菌病病例报告极少，本次属汉源县近 20 年首

次报告，因此本地医务人员对布鲁菌病的临床表现

不熟悉，缺乏相应的诊疗经验，在问诊时忽略流行

病学接触史［7］，首发病例出现了高热、疼痛、乏力、

盗汗等症状，当地医生多次进行治疗未见好转，病

情反复，花费巨大，给患者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和物

质损失［8］。这不仅对患者伤害大，也延误了疫情的

报告和处置。由此可见，雅安市卫生行政部门应加

强各级医疗人员布病防治知识的培训，以提高医生

的布病诊断能力，注重流行病学史的问诊，及时发

现、诊断、报告疫情，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报告、

早治疗。

中国布鲁菌病疫情自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

代初虽然基本得到控制，但近年来布鲁菌病的人间

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回升势头，我国也不例

外，尤其是2000年以后呈明显上升趋势［9］。雅安市

为布鲁菌病低发区，根据流行病学接触史、临床症

状、实验室结果、应急监测结果及历史资料综合判

断，汉源县万里乡虫林村5组的这起布病疫情为 l起

密切接触羊引起的布病疫情。政府主导，部门配

合的综合防治策略使得本次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在今后的布病防控中本地政府应主动负责，加强

领导，做好政策支持，强化监管，疾控机构应加强

与畜牧部门的疫情沟通，有效减少人间布鲁菌病

的发病［10］。 （下转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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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青蒿素衍生物过敏反应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黄林光 1，黄亚铭 2

［摘要］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毒性和副作用在其研究过程中未见有过敏反应的报道，然而随着青蒿素衍生物在临床上的

广泛使用，患者对该类药物出现过敏反应在国内外均有报道，其症状分轻、重、缓、急均有存在，特别是重症和急性过敏反

应的患者会出现休克、血压下降、呼吸、吞咽困难等危及生命体征的症状。如能及时发现并积极采取抗过敏治疗，患者均

能恢复正常而不留后遗症。目前未见有关该类药物引起过敏反应导致患者死亡的报道。患者对青蒿素衍生物药物过敏

反应的作用机理有待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青蒿素；青蒿素衍生物；过敏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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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stic and Overseas Studies on Allergic Reactions

to Artemisinin Derivatives

HUANG Linguang 1，HUANG Yaming 2

1 Hechi Center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Hechi 547000，Guangxi Province，China.
2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Center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Nanning 530028，Guangxi Province，China.

Abstract Allergic reactions to artemisinin and its derivatives have not been reported in studies on

their toxic and side effects. Following the extensive use of artemisinin derivatives，allergic reactions

to them have been reported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e symptoms may be mild，serious，slow

and urgent. In particular， patients with severe and acute allergic reactions may experience shock，

blood pressure drop，embarrassment，difficulty swallowing and life-threatening symptoms. If allergic

reactions can be timely discovered and anti-

allergy treatment may be administered in time，

patients can return to normal without sequelae.

No report on death due to allergic reactions to

such drugs is available.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of allergic reactions to artemisinin

derivatives awaits further investigation.

Key words artemisinin；artemisinin derivatives；

allergic re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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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研究发现的青蒿素目

前已应用于全世界疟疾流行区，目前广泛使用的为

3 种 青 蒿 素 的 衍 生 物［1- 2］，分 别 为 青 蒿 琥 酯

（Artesunate）、蒿甲醚（Artemether）和双氢青蒿素

（Dihydroartemisinin）。该类药物临床应用已证实对

患者体内各类疟原虫具有高效、速效的杀灭作用，

并对机体各重要脏器低毒副作用［3-5］。灵长类疟疾

动物模型研究证实3种青蒿素的衍生物同时具有阻

断传疟按蚊再传播的作用，试验结果显示，当给动

物使用青蒿素衍生物药物，最快5 h后，传疟按蚊吸

食带有疟原虫配子体的血液后，在蚊体内将无法发

育至具有传染性的子孢子，这在疟疾流行病学方面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6-8］。青蒿素衍生物单一药物

这种对机体内疟原虫具有高效、速效的杀灭作用，

同时又能快速阻断配子体在蚊体内发育进而达到

阻断疟疾传播的双重作用，这在奎宁类单一药物中

却并不具备。尤其是青蒿琥酯注射液，现已成为世

界卫生组织推荐抢救重症疟疾患者的首选药物［9］。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自青蒿素发现到青蒿素衍生

物药物的动物和临床试验，学者们进行过大量的毒

性试验研究和副作用观察，但未见有对该类药物过

敏反应的报道，随着青蒿素衍生物不断收到疟疾流

行区国家的接受并大量生产和使用，国内外均开始

出现关于青蒿素衍生物类药物的过敏反应现象的

报道。现将此类的报道收集整理，综述如下。

1 青蒿素及衍生物的毒性反应

1.1 青蒿素及衍生物的急性毒性反应 青蒿素急

性毒性反应方面的研究在小白鼠试验中显示，口服

青蒿素半数致死量 LD50为 3 800 mg/kg，肌肉注射

LD50为 838 mg/kg，静脉注射 LD50为 631 mg/kg。青

蒿素对动物的急性毒性反应表现，可归纳为活动意

志，呼吸减慢，临死前翻正反射消失，肌肉弛缓，知

觉迟钝至消失［10］。青蒿酯纳在小白鼠急性毒性反

应试验中显示，灌胃青蒿酯钠LD50为 1 002 mg/kg，

静脉注射LD50为552 mg/kg［11］。

1.2 青蒿素的亚急性毒性反应 在猴体亚急性毒

性病理学研究显示，当试验猴连续14 d每天接受肌

肉注射 96～192 mg/kg 青蒿素两个试验组，停药后

3 d检测发现能引起试验猴多种脏器组织的损伤，表

现为骨髓红系和粒系细胞数减少，成熟发育障碍，

巨核细胞增生，心肌细胞变性和灶性坏死，肝、肾营

养不良性改变，淋巴组织萎缩，其中以骨髓和心肌

损伤较为明显。但停药后35 d，以上病变明显减轻

或消失，提示青蒿素的亚急性毒性反应作用是可逆

性的［12］。

1.3 青蒿素及衍生物的特殊毒性 在SD大鼠的研

究观察结果发现，青蒿素中、高剂量组出现胚胎致

死毒性，低、中、高各剂量组均出现骨骼畸形，提示

青蒿素对 SD大鼠有胚胎毒性及较弱的致畸作用，

延长胎仔的发育［13］。对青蒿酯钠致畸作用的研究

发现，该药对大鼠胚胎有明显的毒性，特别是在妊

娠的中、晚期用药［14、15］。

尽管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在动物和体外培养细

胞的实验中被证实对各脏器和细胞有各种的损伤，

在长期大量的临床患者使用过程个别患者出现临

床常见的副作用如恶心、呕吐、腹泻等，但并未发现

类似动物实验中所出现的毒性反应证据，其主要原

因可能为：①临床使用的是青蒿素衍生物，其用药

剂量少，如青蒿琥酯的治疗剂量效果是青蒿素的 7

倍；②该类药物在体内代谢时间快，如青蒿琥酯用

药 2 h后机体各脏器代谢完全；③临床疟疾患者该

类药物疗程时间短。因此，该类药物临床应用时毒

性低，安全性高［16-17］。

2 国内患者青蒿素衍生物过敏反应及治疗

青蒿素及衍生物国内在各种动物实验及临床

患者的试验研究观察中，由于试验对象数量有限，

均未见有关该类药物有过敏反应的报道，随着该类

药物在大量的临床患者中使用才逐渐出现有患者

对该类药物的过敏反应报道，大致可分为以下几

类。

2.1 速发型过敏反应病例（I型） 使用青蒿素类衍

生物患者出现过敏反应的时间差异较大，出现过敏

反应最快的是在注射用药过程中就出现过敏反应，

据国内的文献资料报道，云南 1例疟疾患者在使用

肌肉注射蒿甲醚时出现过敏反应，过敏反应时间最

快是在给患者首次治疗蒿甲醚 160 mg肌肉缓慢注

射到一半用量时患者即出现胸闷、心慌、心跳加快，

随即出现大汗淋漓，面色苍白，马上停止药物注射

后即刻给患者皮下注射盐酸肾上腺素 1 mg，5 min

后患者症状逐渐减轻，20 min后恢复正常［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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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广西上林县开始有大量从非洲务工返

乡人员，至今该县累计输入性疟疾患者占全省85%

并均采用青蒿素类抗疟药进行治疗［19-21］，2017年广

西上林县报道一例疟疾患者使用青蒿琥酯引起过

敏反应的患者，该患者过敏反应的特点是，静脉注

射青蒿琥酯约 20 min后上下眼睑出现红肿，30 min

后双眼呈现线状而不能睁开，1 h后患者感觉咽喉部

不适，吞咽不畅，整个面部出现红肿，体检患者生命

体征平稳，全身躯干四肢未见皮疹，喉音增粗，咽部

充血，扁桃体肿大。及时给予葡萄糖酸钙及异丙嗪

治疗，30 min后患者双眼睑红肿及咽部不适开始消

退，1 h后症状消失，次日及随后2 d继续使用青蒿琥

酯注射治疗疟疾均未再出现过敏症状。随后得知

患者2年前在非洲使用同样的药物也出现过同样的

症状［22］。

据统计，2010-2016 年广西全省从国外输入性

疟疾患者共 2 361例，均采用青蒿素类药物进行治

疗，出现过敏反应的患者仅1例，比率为4.24/万［23］。

2.2 细胞毒性型过敏反应病例（II型） 1998年云

南开远市报道一例入院前5 d使用过蒿甲醚肌肉注

射液出现过敏反应引起急性肝损伤的病例，诊断为

药物性肝损伤及急性黄疸型肝炎，经采用激素及保

肝药物等治疗后病情逐渐好转，住院18 d出院前检

查肝功能正常。值得注意的是该患者的既往史有

对漆树过敏史，提示有过敏性体质患者应该慎重选

择青蒿素类药物使用［24］。

2.3 迟发型过敏反应病例（IV 型） 国内最早于

1996年有报道采用青蒿素类药物治疗患者出现过

敏反应。由于青蒿素类药物对日本血吸虫幼虫具

有杀灭作用，因此，在安徽贵池市唐田乡和平村生

活在血吸虫重度流行区的460名当地居民口服蒿甲

醚300 mg进行预防服药，其中1名20岁男性居民服

药后当晚出现全身不适，皮肤搔痒，四肢内侧出现

浅红色大小不等的丘疹，体检无其他异常发现，未

作处理，服药 4 d后搔痒症状消失。随后每半个月

重复口服蒿甲醚300 mg/次，共服10次，每次服药后

均出现相似的症状和体征，第 6次服药后丘疹范围

缩小，数目减少，搔痒症状逐次减轻，愈好时间缩

短，到第 9 次服药后，患者未再发现丘疹及皮肤搔

痒［25］。有首次用于出现过敏反应经抗过敏治疗好

转后，次日及随后几天每次采用同样的青蒿素衍生

物药治疗均出现过敏反应［26］，也有患者首次使用青

蒿素类药物无异常反应，但次日及随后的几天用药

均出现过敏反应［27］。

3 国外患者青蒿素衍生物过敏反应及治疗

速发型过敏反应病例（I 型）据泰国 Tak 省的

Shoklo疟疾研究小组 2001年报道，自 1991-2001年

10年期间对约 17 000例疟疾患者采用青蒿素衍生

物治疗时出现 6例过敏反应，过敏反应比率为 3.53/

万，包括 2名儿童，1名孕妇和 3名成年男子，其中 2

名成年男子恶性疟患者口服青蒿琥酯片后出现严

重的过敏反应［28］。1例26岁男性患者口服青蒿琥酯

（广西桂林南药生产）后 15 min出现皮肤瘙痒及全

身多处荨麻疹皮疹，给予口服8 mg扑尔敏1 h后，患

者感觉头晕，低血压（80/40 mmHg），但患者胸部检

查等生命体征保持正常。2 h后患者血压正常，头晕

和皮疹消失。第2天再次给予青蒿琥酯前30 min给

予患者口服扑尔敏，但患者口服青蒿琥酯 1 h后出

现皮肤瘙痒，眼周及嘴唇和前臂肿胀，并伴有心动

过速（140 次/min）和低血压（90/30 mmHg），广泛荨

麻疹皮疹和呼吸困难，但患者胸部检查依然清晰。

给予地塞米松和扑尔敏及肾上腺素处理后，患者迅

速恢复正常。第3次给予患者改用甲氟喹治疗未出

现上述过敏反应［28］。另一例33岁男性恶性疟患者入

院前11 h口服青蒿琥酯伴有全身瘙痒，胸痛和呼吸

困难而入院，体检体温增高，脉搏 96 次/min，血压

150/110 mmHg，两肺湿性啰音，四肢和腹部普遍荨

麻疹皮疹，给予地塞米松和扑尔敏抗过敏 2 h后患

者皮疹消退及胸部听诊发现只有少数哮鸣音，生

命体征恢复正常，但随后患者突然出现皮肤湿冷

出汗和皮疹，并昏倒在地不省人事，脉搏触摸不

着，即刻分别给予患者肾上腺素和地塞米松，患者

l～2 min苏醒后，呕吐，并变得非常激动。第2天患

者荨麻疹皮疹消失，患者的抗疟治疗改用奎宁和强

力霉素完成［28］。

恶性疟患者静脉注射青蒿琥酯引起的过敏反

应，在印度奥里萨邦 Sambalpur 医学院有报道 1 例

20岁男性主诉发烧同时伴有严重的寒颤 2 d，排尿

减少 1 d入院治疗。临床检查结果证实，该患者为

重症恶性疟合并肾功能衰竭和贫血症，并按照世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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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建议采用青蒿琥酯注射液 120 mg 静脉注射进

行治疗，患者静脉注射青蒿琥酯后感觉呼吸困难，

全身多处瘙痒，以及手腿发白。检查发现患者四

肢发绀及皮肤湿冷，脉搏微弱无法计数，血压降

低，收缩压为70 mmHg，舒张压无法记录，诊断为采

用青蒿琥酯注射治疗所引起的过敏反应，即刻采用

肾上腺素（1∶1 000），剂量为 0.01 ml/kg，分 2 次间

隔 15 min 注射一次。氢化可的松 5 mg/kg 静脉注

射。经及时对症治疗后患者从休克中恢复。随后

对患者采用盐酸奎宁（10 mg/kg，以4 h、8 h注射）和

强力霉素（3 mg/kg每天，持续 7 d）治疗。患者在第

8 d完全恢复出院。在出院前对患者采用 0.1 ml的

青蒿琥酯以1∶100的稀释度进行皮内皮肤敏感性测

试，在 15 min内皮试部位产生局部最大 12×16 mm

的瘙痒性风疹［29］。

国外有报道对一名外伤严重 30岁女性进行全

身麻醉紧急外科手术过程中，血检报告该患者感染

有恶性疟原虫，手术进行中同时给予患者静脉注射

青蒿琥酯，用药后患者即刻出现呼吸急促和血压下

降现象，判断可能为使用青蒿琥酯后出现的过敏反

应，即刻停止气体麻醉改为输氧，并给予肾上腺素

注射及氢化可的松抗过敏治疗，30 min 后患者血

压及呼吸恢复正常。手术后患者在 ICU 病房一直

采用二盐酸喹啉进行治疗，离开 ICU 病房后给予

患者青蒿琥酯的皮试结果为阳性，该病例提示应

尽量避免患者手术麻醉过程中首次使用青蒿素类

药物，既不利于过敏反应的判断也不利于手术的

进程［30］。

综上所述，随着青蒿素衍生物抗疟药在国内外

广泛的使用，少数患者在使用该类药物时会出现有

轻、重、缓、急的过敏反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青

蒿素类药物出现重症和急性过敏反应的患者，会导

致患者休克、血压下降、呼吸、吞咽困难等危及生命

体征的症状，尤其是处在昏迷状态的重症疟疾患

者（脑型疟），在采用青蒿素衍生物药物抢救的过

程中，应严密的观察患者对该类药物是否存在有

过敏反应现象，一旦发现应该马上停止青蒿素衍

生物类药物的使用，并及时采取抗过敏反应措施

治疗。患者对青蒿素衍生物药物出现的过敏反

应，只要能及时的发现并积极采取各种抗过敏治

疗，患者均能够恢复正常而不留后遗症，目前未见

有关该类药物引起患者过敏反应而导致患者死亡

的报道。关于患者对青蒿素衍生物药物过敏反应

的作用机理目前国内外未见有相关的研究报道，

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屠呦呦，倪慕云，钟裕容，等 . 中药青蒿化学成分的研

究 I［J］.药学学报，1981，16（5）:366-370.

［2］屠呦呦，倪慕云，钟裕容，等 .中药青蒿的化学成分和青蒿

素衍生物的研究（简报）［J］.中药通报，1981（2）:31-31.

［3］刘旭 . 青蒿素衍生物的研究［J］. 药学通报，1980，15（4）:

39-39.

［4］苏新专，M.Louis H，李剑 . 青蒿素的发现与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J］.中国科学，2015，45（11）:1148-1152.

［5］苏新专，李剑 .青蒿素与疟疾：药物激活、作用机理及抗药

性的研究进展［J］.科学通报，2017，62（18）:1928-1937.

［6］黄亚铭，傅伟忠，韦海艳，等 .青蒿琥酯对食蟹猴疟原虫孢

子增殖期发育影响研究［J］. 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

1993，6（2）:96-98.

［7］黄亚铭，傅伟忠，韦海艳，等 .双氢青蒿素阻断食蟹猴疟原

虫孢子增殖期发育研究［J］. 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

1997，10（1）:5-7.

［8］傅伟忠，黄亚铭，韦海艳，等 .蒿甲醚阻断食蟹猴疟原虫孢

子增殖期发育研究［J］.中国公共卫生学报，1998，17（5）:

257-258.

［9］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Guidelines for the treatment

of malaria［J］. WHO，2006:155-82.

［10］赵一，李小娟，李爱媛，等 .青蒿素的毒性实验报告［J］.

广西中医药，1979，1（1）：45-46.

［11］杨启超 . 青蒿素及其衍生物青蒿脂与青蒿醚的药理研

究［J］.广西医学，1984，6（6）：292-293.

［12］王德文，关明臣，刘雪桐 .恒河猴肌注青蒿素亚急性毒性

病理学研究［J］.解放军医学杂志，1983，8（4）:257-260.

［13］万红平，梁礼珍，黄红坤，等 .青蒿素对大鼠致畸作用的

研究［J］.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2008，19（1）：25-28.

［14］李泽琳，杨立新，刘菊福，等 . 青蒿酯纳致畸作用的研

究［J］.中药通报，1988，13（4）：42-44.

［15］杨立新，王宾生，邬碧芳，等 . 青蒿素特殊毒性的研

究［J］.中药药理与临床，1985，1（1）:208-209.

［16］尹纪业，王和枚，丁日高 .青蒿素及其衍生物毒理学研究进

展［J］.中国药理学与毒理学杂志，2014，28（2）:309-314.

［17］杨启超，甘俊，李培寿，等 .青蒿素衍生物—青蒿酯的抗

疟活性与毒性［J］.广西医学院学报，1981（4）：1-6.

·· 120



寄生虫病与感染性疾病 2019年6月第17卷第2期 Parasitoses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June 2019，Vol. 17，No. 2

［18］潘祖鹏 . 注射蒿甲醚过敏反应一例［J］. 中国药物与临

床，2003，3（2）:160-160.

［19］覃宇城，卢愈新，谢燕飞，等 .2013-2015年上林县非洲返

乡疟疾住院病人治疗效果分析［J］.热带病与寄生虫学，

2017，15（2）:78-81.

［20］卢愈新，覃宇城，周建钧，等 .非洲输入性疟疾病例合并

血小板减少情况分析［J］.基层医学论坛，2016，20（17）:

2317-2319.

［21］马安翔，蒋益宝，温勇康，等 .2010-2014年广西上林县国

外务工返乡人员疟疾监测效果分析［J］.现代预防医学，

2016，43（9）:1695-1698.

［22］覃宇城，卢愈新，谢燕飞，等 .青蒿琥酯治疗恶性疟病人

引起过敏反应 1 例［J］. 中华传染病杂志，2017，36（4）:

244-245.

［23］黎军，杨益超，张伟尉，等 .广西消除疟疾行动计划中期

评估报告［J］.中国热带医学，2016，16（4）:305-310.

［24］徐莉 .注射蒿甲醚引起急性肝损伤 1例［J］.药物流行病

学杂志，2000，9（2）:103-103.

［25］欧能，朱琴 .口服蒿甲醚预防血吸虫病引起过敏性皮疹

1例［J］.寄生虫病防治与研究，1996，25（4）:204-204.

［26］张宗富 .蒿甲醚治疗间日疟致过敏反应 1例报告［J］.中

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2003，16（3）:146-146.

［27］李玉龙 .蒿甲醚发生过敏性反应 1例［J］. 抗感染药物，

2007，4（1）:4-4.

［28］Leonardi E， Gilvary G， White NJ， et al. Severe

allergic reactions to oral artesunate: a report of two

cases［J］. Trans R Soc Trop Med Hyg，2001，95（2）:

182-183.

［29］Mohapatra MK，Srinivas D，Kar AK，et al.Anaphyla

ctic reaction to intravenous artesunate［J］. J Assoc

Physicians India. 2009（57）:183-184.

［30］Dube SK，Panda PS，Agrawal GR，et al. Anaphyaxis

to artesunate?［J］. Indian J Crit Care Med，2012，16

（1）：55-57.

（收稿日期：2018-10-12）

参考文献

［1］冯尚捷，田玉山 .2006-2011年宁夏吴忠市人间布鲁氏菌

病疫情分析［J］.宁夏医学杂志，2014，36（6）：559-560．

［2］石惠惠，陈平，田安宁 .达州市 1起布鲁氏菌病的流行病

学调查［J］. 现代预防医学，2014，42（12）：2133-2134，

2137.

［3］高彦辉，赵丽军，孙殿军，等 .布鲁氏菌病防治基础研究现

状与展望［J］.中国科学：生命科学，2014，44（6）：628-635．

［4］范伟兴，狄栋栋，田莉莉 .当前家畜布鲁氏菌病防控策略

与措施的思考［J］.中国动物检疫，2013，30（3）：64-66．

［5］蔡全民，王勇，吕斌，等 .一起布鲁氏菌病聚集性疫情调查

与分析［J］.现代预防医学，2014，41（1）：164-165，168．

［6］黄志刚 .一起人间布病疫情的典型意义和行为剖析［J］.

医学动物防制，2013，29（6）：678-679.

［7］申晓君，廖瑜，肖芳 .长沙市一起布鲁氏菌病暴发疫情的

调查分析与防控策略探讨［J］. 医学动物防制，2016，32

（2）：211-213．

［8］徐淑慧，隋庆梅，许华茹 .从济南市布病疫情形势探讨其

防控策略［J］.现代预防医学，2014，41（10）：1806-1808．

［9］江敏，肖云，黄家胜，等 .九江市首例布鲁氏菌病流行病学

调查［J］.现代预防医学，2014，41（10）：1748-1749，1753．

［10］姚兴宽，于杰，包红红，等 .安阳市2004-2011年布鲁氏杆

菌病疫情分析［J］. 现代预防医学，2014，41（17）：3218-

3220.

（收稿日期：2018-11-16）

（上接第116页）



·· 121



寄生虫病与感染性疾病 2019年6月第17卷第2期 Parasitoses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June 2019，Vol. 17，No. 2

作者单位：1 成都市新都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成都

610500）

2 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成都 610041）

作者简介：李章（1981-），男，大专，医师，地方病与寄生虫病

防治

【实验研究】

新型灭螺药物吡螺脲对四川山丘型钉螺室内浸杀试验效果观察

李章 1，简明梁 1，李晓琴 1，张云龙 1，邓秀 1，吴子松 2，徐亮 2，蒙先洪 2，张宇 2，黄智芬 1，姚浩 1

［摘要］目的 为了解新型灭螺药吡螺脲对四川山丘型钉螺灭螺效果，进行了室内浸杀试验效果观察。方法 配制浓度

为4、2、1、0.5、0.25 mg/L吡螺脲药液10 L（以有效浓度计），每组浸入钉螺90只，于24 h、48 h、72 h时观察记录钉螺死亡情

况，同时设2 mg/L氯硝柳胺对照组和去氯水空白组。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结果 吡螺脲组钉螺死亡率由低浓度到高浓

度组时间越长死亡率越高（χ2＝50.61，P＜0.05），其中吡螺脲（4 mg/L）组与氯硝柳胺（2 mg/L）组死亡率相同达100%；吡螺

脲组24 h、48 h、72 h平均死亡率分别为62.00%、88.67%和91.33%。结论 吡螺脲4 mg/L时，杀螺效果达到国家《农药登记

用杀钉螺剂药效试验方法和评价》中所规定室内药效评价指标，其它吡螺脲组也有杀螺效果，且随剂量增加作用时间越长

杀螺效果越好。

［关键词］吡螺脲；山丘型钉螺；室内浸杀试验

［中图分类号］R184.38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4028（2019）02-122-03

Effect of A New Type of Snail-killing Drug-pironiclurea on the Indoor

Immersion Test of Hilly Oncomelania in Sichuan Province

LI Zhang 1，JIAN Mingliang 1，LI Xiaoqin 1，ZHANG Yunlong 1，DENG Xiu 1，WU Zisong 2，

XU Liang 2，MENG Xianhong 2，ZHANG Yu 2，HUANG Zhifen 1，YAO Hao 1

1 Xindu District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hengdu 610500，Sichuan Province，China.
2 Sichuan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hengdu 610041，Sichu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 of the new snail- killing drug- pironiclurea on

the hill- type oncomelania in sichuan province， this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in laboratory.

Methods The pironiclurea solution 10 L with preparation concentration of 4，2，1，0.5，0.25 mg/L

（in terms of effective concentration） were prepared. 90 snails were immersed in each group， the

snail deaths were observed and recorded at 24 h， 48 h and 72 h. At the same time， 2 mg/L

niclosamide as control group and chlorine water as blank group were set. Results The mortality of

the oncomelania in pironiclurea group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ime from low concentration to

high concentration （χ2＝50.61，P＜0.05）， the mortality among them of the pironiclurea （4 mg/L）

group and the nitrosamide （2 mg/L） group reached 100% .The mean mortality of the pironiclurea

group at 24 h， 48 h and 72 h were 62.00% ，

88.67% and 91.33% ，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pironiclurea was

4 mg/L， the snail- killing effect reached the

indoor efficacy evaluation indexes specifi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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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位于中国西南部，境内气侯温暖，雨量

充沛、土壤肥沃，生物种类相当丰富，全国所有传染

病在四川均有流行，也是血吸虫病重流行省之一，

全省11市（州）的63县（市、区）均有流行，且钉螺以

山丘型为主［1-3］。盆地内年平均气温高于16 ℃，年平

均降雨量1 000 mm左右，无霜期一般在300 d以上，

有众多环境适宜钉螺生长［4］。钉螺是日本血吸虫唯

一的中间宿主，消灭了钉螺，日本血吸虫的生活史

就被切断，血吸虫病就无法传播［5］。目前，主要的杀

螺方法有生物、物理和药物杀螺，而药物灭螺是杀

灭钉螺的主要方法，是利用对钉螺具有一定毒性的

化学物质，通过适当方式达到杀灭钉螺的方法，具有

省时、省力、见效快、可反复使用的特点［6-7］。现广泛

使用的杀灭钉螺药剂氯硝柳胺，是WHO推荐的主要

化学杀螺剂，灭螺效果好，但对水生动物有较大的毒

性［8］。因此寻找高效、毒性小、使用方法简便的新型

灭螺药，是当前急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开展了新型

灭螺药吡螺脲的室内浸杀试验，现将结果整理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1.1.1 试验药物 实验组：25%吡螺脲硫酸盐可湿

性粉剂，外观为灰白色；对照组：50％杀螺胺乙醇胺

盐可湿性粉剂，外观为橘黄色。

1.1.2 试验器材 15 L玻璃缸、温度计、湿度计、不

锈钢香料球（直径6 cm、筛孔1 mm）。

1.1.3 钉螺 在近2年未进行灭螺的沟渠边捕捉成

螺，室内饲养2 d，选取活力较强的钉螺备用。

1.2 试验方法 参照《农药登记用杀钉螺剂药效试

验方法和评价》（NY/T1617-2008）的标准开展室内

浸杀试验［9］。称取 25%吡螺脲硫酸盐可湿性粉剂，

用去氯水配制4、2、1、0.5、0.25 mg/L吡螺脲药液（以

有效浓度计）10 L于玻璃缸内；同时配制 2 mg/L氯

硝柳胺溶液（以有效浓度计）10 L作为对照组，去氯

水组为空白组。在孔径为1 mm的不锈钢香料球内

放入30只活螺，每缸放3个球，浸泡24 h、48 h、72 h后

分别从每缸中取出一个球，用去氯水反复冲洗后置于

培养皿内，加去氯水饲养48 h，能活动的钉螺为活螺，

不能活动的钉螺用敲击法鉴别钉螺死活情况。

1.3 统计分析 数据采用 SPSS 22.0 进行统计分

析。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吡螺脲组钉螺死亡率由低浓度到高浓度组随

着作用时间越长死亡率越高（χ2＝50.61，P＜0.05），

其中吡螺脲（4 mg/L）组于 24 h、48 h、72 h死亡率均

达 100%，与氯硝柳胺（2 mg/L）组死亡率无差异；吡

螺脲组（0.25 mg/L～4 mg/L）的 24 h 死亡率范围在

6.67%～100%之间，平均死亡率为 62.00%；48 h 死

亡率范围在 70.00～100% 之间，平均死亡率为

88.67%；72 h死亡率范围在80.00～100%之间，平均

死亡率为 91.33%；去氯水组于 48 h、72 h 时钉螺各

死亡1只。各试验组死亡率（表1）。

the National Efficacy Test Methods and Evaluation of Snails for Pesticide Registration. Other

groups of pironiclurea also had killing effect，as the dose increased and the dose works longer，the

killing effect would be better.

Key words pironiclurea；hilly oncomelania；indoor immersion test

药物浓度

吡螺脲（4 mg/L）

吡螺脲（2 mg/L）

吡螺脲（1 mg/L）

吡螺脲（0.5 mg/L）

吡螺脲（0.25 mg/L）

氯硝柳胺组（2 mg/L）

去氯水组

24 h

观察数

30

30

30

30

30

30

30

死亡数

30

28

27

6

2

30

0

死亡率/%

100.00

93.33

90.00

20.00

6.67

100.00

0.00

48 h

观察数

30

30

30

30

30

30

30

死亡数

30

28

27

27

21

30

1

死亡率/%

100.00

93.33

90.00

90.00

70.00

100.00

3.33

72 h

观察数

30

30

30

30

30

30

30

死亡数

30

28

28

27

24

30

1

死亡率/%

100.00

93.33

93.33

90.00

80.00

100.00

3.33

注：室温25～26 ℃，水温：26～26.5 ℃，湿度：70～81%。

表1 室内浸杀灭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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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农药登记用杀钉螺剂药效试验方法

和评价》中所规定室内药效评价指标，化学合成灭

螺药的室内试验中，钉螺死亡率达到 100%方可合

格。表中吡螺脲（4 mg/L）组和氯硝柳胺（2 mg/L）组

钉螺死亡率达到国家标准；其它吡螺脲组也有杀螺

效果但未达国家标准。

3 讨论

血吸虫病是严重危害我国人民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影响经济发展的重大传染病之一，然而血

吸虫生活史复杂，生态环境、社区经济等诸多因素

对血吸虫病流行与传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且钉

螺是日本血吸虫唯一中间宿主，消灭钉螺即可切断

血吸虫病的传播途径，也是国际公认的控制血吸虫

病的重要措施，化学灭螺是消灭或减少钉螺有效的

方法之一，因此寻找高效、低毒的灭螺新药已越来

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7.10］。迄今为止，人们已研究

和使用了多种控制钉螺的方法，大大减少了钉螺的

数量及分布范围［11］。随着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

步，新型的灭螺药物仍然在不断的开发研制中。

通过新型灭螺药物吡螺脲对山丘型钉螺的室

内浸杀试验效果的观察，可见25%吡螺脲硫酸盐可

湿性粉剂 4 mg/L时，杀螺效果与氯硝柳胺组相同，

达到了国家《农药登记用杀钉螺剂药效试验方法和

评价》中所规定室内药效评价指标，其它 25%吡螺

脲硫酸盐可湿性粉剂也有杀螺效果，且随剂量增加

作用时间越长杀螺效果越好，但未达到国家规定的

室内药效评价指标。投入到实际血防灭螺工作时，

还需进一步对现场灭螺效果进行观察，从而论证

25%吡螺脲硫酸盐可湿性粉剂新型灭螺药在实际灭

螺工作中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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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湖北钉螺部分保护酶活性的性别差异

高梦阳，周书林

［摘要］目的 探索不同性别湖北钉螺之间的保护酶系统是否存在差异。方法 采集自然状态下湖北钉螺，分别测定雌、

雄两性钉螺体内的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氢酶（CAT）和过氧化物酶（POD）活性。结果 正常钉螺体内SOD活性

雌性钉螺为（30.22±3.64）U/mgprot，雄性钉螺为（32.97±5.69）U/mgprot，不同性别之间无统计学意义（P＞0.05）；雌性钉螺

的CAT活性（8.16±1.11）U/mgprot大于雄性的（5.66±1.83）U/mgprot（P＜0.05）；POD活性雌螺为（3.51±0.50）U/mgprot雄

螺为（2.91±0.49）U/mgprot，雌性大于雄性（P＜0.05）。结论 雌性湖北钉螺部分保护酶活性强于雄性钉螺。为进一步探

索钉螺的免疫功能和生理特性提供参考，以便更好地灭螺并控制血吸虫病的传播。

［关键词］钉螺；保护酶；性别差异

［中图分类号］R184.38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4028（2019）02-125-04

Gender Differences in Partial Protective Enzyme Activity

of Oncomelania Hupensis

GAO Mengyang，ZHOU Shulin

Department of Medical Parasitology，Wannan Medical College，Wuhu 241002，

Anhui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in protective enzyme system between oncomelania

hupensis with different genders. Methods The natural oncomelania hupensis were collected，and the

activities of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catalase （CAT） and peroxidase （POD） of female and

male oncomelania were measured.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OD activity of female

oncomelania hupensis was （30.22 + 3.64）U/mgprot， and that of male oncomelania hupensis was

（32.97 + 5.69）U/mgpro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genders（P＞0.05）. The CAT

activity of female oncomelania hupensis（8.16 ± 1.11 U/mgprot） was higher than male（5.66 ± 1.83 U/

mgprot）(P＜0.05）；POD activity of female oncomelania hupensis was（3.51±0.50）U/mgprot，and that

of male oncomelania hupensis was（2.91 ± 0.49）U/mgprot， female’s were higher than males’（P＜

0.05）. Conclusion It indicates that the protective enzyme system of the female oncomelania

hupensis was stronger than that of the male

oncomelania hupensis. This study provide

references for further exploring the immune

function and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ncomelania hupensis to eliminate the

oncomelania hupensis and control the sprea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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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 螺 属 于 软 体 动 物 门（Mollusca）腹 足 纲

（Gastropoda）［1］。湖北钉螺（Oncomelania hupensis）

是钉螺属（Genus Oncomelania）中的一种，是日本血

吸虫（S.japonicum）的唯一中间宿主。血吸虫要生

长发育为具有感染力的尾蚴，必须经过在钉螺体内

无性繁殖，因此控制钉螺的孳生可以有效防止日本

血吸虫病广泛传播［1］。血吸虫病属热带病［2］，其中

日本血吸虫在我国境内流行已经有 2000多年的历

史［1］，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 12个省（直

辖市、自治区）［3］。自毛泽东主席发出《送瘟神》的号

召以来，我国在60年间控制钉螺与血吸虫病防治取

得了巨大的成就［4］。为防止钉螺复现，查螺灭螺以

及科研工作依然不能松懈。近年来有关湖北钉螺

的免疫功能的研究，在酚氧化酶、凝集素、溶菌酶及

呼吸相关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5-9］。为探讨

钉螺保护酶系统，比较其性别的差异，对自然状态

下雌雄钉螺保护酶活性进行了测定，旨在为钉螺的

生理及免疫功能研究提供参考，也为科学灭螺，消

灭血吸虫病提供基础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用螺采集于铜陵市义安区钟

鸣镇，带回实验室用单蒸水饲养3 d。氯化钠（NaCl）

为国产分析纯；（SOD）（CAT）（POD）剂盒购买于南

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显微镜（ST-39系列）麦克

奥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产品；电子分析天平（BS

224S）德国Sartorius公司产品；玻璃匀桨器（1 ml）盛

春泰实验器材厂产品；台式低温高速离心机

（Microfuge 22R）美国Beckman公司产品；超低温冰

箱（Premium U570）德国 Eppendorf 公司产品；分光

光度计（UV- 6000）：元析仪器有限公司；酶标仪

（infinite M200 PRO）瑞士 TECAN 公司产品；水浴

锅（HH-3）江苏金坛市亿通电子有限公司产品。

1.2 方法

1.2.1 钉螺软体的获取 用爬行法选取活力较强

的成螺，参考彭怀明等［10］报道的方法压碎螺壳，在

体视显微镜下快速解剖去壳，依据阴茎有无，分成

雌雄两组，每组设7个平行组。

1.2.2 酶液的制备 每组随机取 7只钉螺的软体，

准确称重，放入玻璃匀桨器，按照比例1∶9加入浓度

为 0.86%的 NaCl 溶液，在冰水浴中充分研磨，将组

织匀浆放入离心管，0 ℃下 2 500 r/min离心 10 min，

取上清液，分装后放入-80 ℃冰箱待测。

1.2.3 酶活性的测定 SOD、CAT和POD 3种酶活

性的测定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操作，每组测 3次

取平均值。

1.3 数据处理 酶活性的计算：按照试剂盒说明书

公式，运用Microsoft Excel 2016软件计算；统计学

处理：采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2.0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 t检验进

行计量资料的比较，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果

本次实验雌性钉螺和雄性钉螺各 49只（每组 7

只，测 7 组），正常雌性钉螺 SOD 活性为（30.22±

3.64）U/mgprot，样本总体符合正态分布（P＞0.05），

正常雄性钉螺SOD活性为（32.97±5.69）U/mgprot，

样本总体符合正态分布（P＞0.05）；采用 t检验进行

比较，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076，P＞0.05）

（表1）。

性别

雌

雄

t值

P值

SOD活性
（U/mgprot）

30.22±3.64

32.97±5.69

t＝－1.076

P＝0.303＞0.05

CAT活性
（U/mgprot）

8.16±1.11

5.66±1.83

t＝3.073

P＝0.010＜0.05

POD活性
（U/mgprot）

3.51±0.50

2.91±0.49

t＝2.280

P＝0.042＜0.05

表1 不同性别钉螺保护酶活性测定值

正常钉螺过氧化氢酶（CAT）活性，雌性为

（8.16±1.11）U/mgprot，样本总体符合正态分布（P＞

0.05），雄性为（5.66±1.83）U/mgprot，样本总体符合

正态分布（P＞0.05）；采用 t检验进行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t＝3.073，P＜0.05），雌性 CAT 活性大于

雄性。

正常雌性钉螺过氧化物酶（POD）活性为（3.51±

0.50）U/mgprot，样本总体符合正态分布（P＞0.05），

schistosomiasis better.

Key words oncomelania hupensis；protective enzyme；gender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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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性为（2.91±0.49）U/mgprot，样本总体符合正态分

布（P＞0.05）；采用 t检验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t＝2.280，P＜0.05），雌性POD活性大于雄性。

3 讨论

保护酶又称为抗氧化酶，动物体内的保护酶系

统主要包括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氢酶

（CAT）和过氧化物酶（POD）等［11］，其中起主要作用

的是SOD。SOD属于抗氧化剂，是一种具有特定生

物催化功能的蛋白质，由蛋白质和金属离子组成，

它广泛存在于从原生动物到脊椎动物体内［12］。在

胞浆中、线粒体内以及细胞外均有分布［13］。SOD是

清除活性氧的首要物质，可以将新陈代谢过程中产

生的多种有害活性氧转化成过氧化氢（H2O2）和氧

气（O2），有效阻止与防止这些物质对动物本身生物

分子的损伤，使细胞免于遭受氧化伤害［14］。影响水

生生物保护酶活性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自然环境

因素主要包括：温度、盐度、pH 值、氨氮和污染物

等［15~17］。在非自然因素对钉螺 SOD 活性的影响方

面，有研究指出血根碱（SAN）能够使钉螺肝脏内

POD和总超氧化物歧化酶（T-SOD）活性升高，诱导

钉螺肝脏细胞凋亡，最终造成肝损伤［18-19］。氯代水杨

胺（LDS）对湖北钉螺SOD活性的影响，随作用时间

的变化，SOD活性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0］。

机体的健康与否和防御体系的抗氧化能力密切相

关［21］。动物代谢过程中，机体产生大量的活性氧，

这些活性氧具有一定的杀菌作用［22］，同时也对动物

体本身有毒害作用，需要 SOD 及时清除。同时，

SOD活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动物适应外界环境

变化的能力。本实验结果雌、雄性钉螺超氧化物歧

化酶无统计学意义，提示湖北钉螺对外界环境变化

的适应能力无性别差异。

CAT 是从低等生物到高等生物中普遍存在的

一类末端氧化酶，是生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不断

适应外界环境建立起来的生物防御系统的重要成

员之一。该酶可与 P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SH-Px）等协同作用，清除由 SOD 歧化超氧阴离

子自由基（O2
－)时所产生的过氧化氢（H2O2）。CAT

可分为 3类：单功能CAT、双功能CAT以及锰CAT，

存在于动物体内的 CAT 为单功能 CAT。动物 CAT

的生理功能主要包括影响生长发育、参与抗病过

程、延缓机体衰老等［23］。POD是一种存在于生物机

体内过氧化物酶体中的酶，过氧化物酶体广泛存在

于在真核细胞中。POD可以将机体产生的H2O2和

有机氢过氧化物分解为无害的水，其作用与CAT相

似，和SOD三者一同组成较为完整的抗氧化系统。

本实验结果表明：正常钉螺CAT、POD活性，雌

性高于雄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实验用钉螺采自

同一个自然环境，生长发育过程中所处的环境因子

是相同的。这种差异提示雌性钉螺与雄性钉螺在

新陈代谢过程中机体产生的的过氧化氢（H2O2）和有

机氢过氧化物存在性别差异。这尚需要进一步实

验研究。

SOD、CAT、POD 等这些抗氧化酶在生物体内

相互协调，保持着机体内部氧化抗氧化作用的动态

稳定，保证了生物体正常生命活动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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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囊癌患者术中发现钩虫病例报道

凌攀，谭利民，张钊

［摘要］目的 报道一胆囊癌手术中发现钩虫的病例。方法 医生在患者胆囊癌手术中发现线性虫体，送实验室进行处

理后，低倍显微镜下观察。结果 根据虫体肉眼形态及镜下特征，结合患者大便中发现的虫卵，鉴定为钩虫。结论 钩虫

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可寄生在人体和哺乳动物的消化系统引起疾病，临床上钩虫引发胆囊癌较少见，该病例提示应对此引

起重视，加强钩虫病预防的宣传指导和个人防护。

［关键词］胆囊癌；钩虫；消化道；寄生虫

［中图分类号］R532.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2116（2019）02-128-04

A Case Report of Hookworm Found in the Gallbladder

Cancer Operation

LING Pan，TAN Limin，ZHANG Zhao

Sichuan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hengdu 610041，Sichu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port a case of hookworm in the operation for gallbladder cancer. Methods

Linear worms were found in a patient with gallbladder cancer during operation. The worms were

sent to the laboratory for disposal and observed under a low power microscope.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naked eye morphology and microscop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rasite and the eggs found in

the patient's stool， it was identified as hookworm. Conclusion Hookworm widely exists in nature，

and could parasitize the digestive system of human and mammals and cause diseases. Clinically，

hookworm-induced gallbladder cancer is rare. This case hints that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strengthening the education and guidance of hookworm disease prevention and personal protection.

Key words Gallbladder cancer；hookworm；digestive tract；parasite

钩虫是钩口科线虫的统称，发达的口囊是其形

态学的特征［1］。人体感染主要是十二指肠钩虫和

巴西钩虫，在寄生人体消化道的线虫中，钩虫呈世

界性分布，尤其在热带及亚热带地区，人群感染较

为普遍［2］。据估计，全世界钩虫感染人数达 9亿左

右［3-4］。在我国，钩虫病发病率同样很高，造成的危

害性也很严重，钩虫大多寄生于人体消化道，可使

患者长期慢性失血，从而导致患者出现贫血及与贫

血相关的症状［5-6］。

2018-09-28，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预防医

学门诊部检验科从患者送检标本中分离出一线性

虫体，经鉴定为钩虫成虫，现报道如下。

1 病例资料

患者，女，70岁，四川省德阳市人，农民，右上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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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发性疼痛到持续性疼痛，食欲下降，时常伴随恶

心、呕吐，皮肤发黄，消瘦，前往医院就诊，贫血，腹

部压痛，行B超，CT等检查，诊断为胆囊癌。

1个月后行胆囊癌切除手术，手术中在胆汁内

发现肉红色线性蠕动物，立即送本实验室检查。

2 实验室检查

2.1 虫体检查

2.1.1 肉眼观察 虫体呈线形，长约 0.9 cm，圆柱

形，细小，略透明，呈灰白色，自然弯曲。

2.1.2 镜下观察 将甲醛溶液浸泡的虫体取出，常

规处理后置光学显微镜低倍镜下观察［7］，虫体头部

前端较细，顶端有一卵圆形的口孔，可见乳突和头

感器［8］。虫体口囊呈椭圆形（图1），其腹侧缘可见钩

齿 2对，外齿略大，背侧中央有纵裂的背椎，两侧微

突。体部可见肠道，食管前部圆柱形，后部膨大，可

见典型的圆线虫卵（图2）。阴门位于体后1/3处，尾

部呈圆锥型，可见尾刺（图 3）。判断该虫体为十二

指肠钩口线虫雌虫［9］。

2.2 大便检查 为支持诊断，清晨取患者大便，鸡

蛋大小，采用饱和盐水浮聚法［10］，静置 15 min，制

片。低倍镜下观察，见无数椭圆形虫卵，大小约为

(60～65) μm ×(40～45) μm，壳薄，无色透明虫卵内

含3～6个细胞（图4，图5）。判断其为钩虫虫卵［11］。

图4 患者粪检钩虫虫卵（×10）

图5 患者粪检钩虫虫卵（×40）

3 流行病学调查

该患者常年定居德阳农村，其所在村庄位于四

川盆地东北部温热丘林地带，该地区的温度

（22 ℃～34.5 ℃）、湿度和土壤营养适宜钩虫的生存

图1 胆囊癌患者术中发现的钩虫头部（×10）

图2 胆囊癌患者术中发现的钩虫体部（×10）

图3 胆囊癌患者术中发现的钩虫尾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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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繁殖。患者在家以种植玉米、水稻、红薯、油菜等

农作物为经济来源，春季播种后都以家中人和猪的

人畜共同粪池的粪便为底料进行施肥。长期以来，

患者有赤脚习惯，特别是夏秋季节，经常光脚下地

务农，极易感染钩虫。

4 讨论

按照钩虫病的诊断要求（WS 439-2013），粪便

检查以检出钩虫卵或孵化出钩蚴是确诊的依据。

结合患者生活史和临床症状，参照医学寄生虫图

鉴，诊断该胆囊癌患者同时患有钩虫病，而患者胆

囊癌的发生与感染钩虫有密切关系。

钩虫病在世界各地均有发现，在我国钩虫平均

感染率为17.17%［12］，尤以四川、贵州、广西等西南和

东南沿海的农村地区较为严重［13-15］。钩虫病患者和

带虫者是钩虫病的传染源。钩虫病的流行与地理

位置、自然环境等诸因素密切相关。钩虫虫卵随粪

便排出体外，在适宜的条件下，经过两期杆状蚴，脱

皮成为丝状蚴，丝状蚴有感染宿主的能力［16］。当种

植红薯、玉米等旱地作物时，如果施用被钩蚴感

染的粪便，土壤中的丝状蚴极易通过人体的破损

皮肤或毛囊、汗腺钻入人体。在皮肤移行，再进入

血管或淋巴管循环，最终到达胃和小肠。幼虫到

达小肠后，迅速成长，再通过两次蜕皮，逐渐发育为

成虫［17］。在钩虫病流行区，感染人群多分布在农村

老年人中，分析与老年人长期习惯赤脚下地劳作有

关。除此之外，煤矿工人也是钩虫病感染的高发人

群，分析与工作环境有关。

临床上钩蚴感染人体可引起移行性皮炎和呼

吸道症状，成虫感染会导致上腹不适、恶心、呕吐、

腹泻等症状，严重时可出现急性消化道出血，引起

贫血［18］。临床上有出现钩虫病致缺铁性贫血误诊

的现象［19］，诊断时应结合患者生活史鉴别判断。同

时钩虫病可表现为食欲增加，体重减轻，体力降低，

出现异嗜现象［20］。如果婴幼儿感染钩虫，则表现为

急性便血性腹泻，发热，面色苍白，精神萎靡，肝脾

大。人体感染钩虫多寄生于胃十二指肠［21］，而钩虫

进入胆囊引发胆囊癌的病例较为少见［22］。

钩虫侵入人体可造成很大危害，预防感染钩虫

病的关键是养成健康的生活劳作习惯的同时，加强

粪便无害化科学管理，防止污染源传播。疫区应做

好卫生宣传教育，呼吁注意个人暴露皮肤防护，不

赤脚着地，不吃生冷食物，以减少感染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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