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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2017年内蒙古某煤矿职工健康体检结果分析

李婷，刘斌焰，刘斌钰

［摘要］目的 了解2017年内蒙古某煤矿在职职工健康状况，为制定煤矿职工健康防治措施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对该

煤矿16 271名职工健康体检资料进行回顾性调查，计数资料的描述采用率或构成比，单因素分析采用χ2检验。结果 疾病

检出率居前5位的依次为脂肪肝（32.25%）、心率过缓（7.66%）、颈肌劳累（6.68%）、窦性心动过缓（6.42%）和窦性心律不齐

（6.34%）。男性和女性的脂肪肝、心率过缓、颈肌劳累、窦性心动过缓的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男性和女性

的脂肪肝检出率主要在 25岁以下（χ2＝23.81，P＜0.01）、25～34岁（χ2＝87.44，P＜0.01）、35～44岁（χ2＝61.73，P＜0.01）年

龄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男性心率过缓的检出率高于女性，从事矿业作业的职工心率过缓的检出率高于非矿业；女性颈

肌劳累检出率均高于男性，从事非矿业者高于矿业者。结论 为了提高基层职工的健康水平，应对危害煤矿职工健康的

生活方式和行为因素进行干预，通过健康教育帮助基层职工树立符合当代的科学的健康理念，提高健康水平。

［关键词］煤矿职工；健康体检；检出率；健康教育

［中图分类号］R19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2X（2019）03-0133-06

Analysis on the Results of Health Examination of Workers

in Some Coal Mine in Inner Mongolia in 2017

LI Ting，LIU Binyan，LIU Binyu

Medical School of Shanxi Datong University，Datong 037009，Shanxi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health status of in- service staff in a coal mine in Inner

Mongolia in 2017，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 prevention measures

for coal mine staff. Methods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data of 16 271 employees in this coal mine

were retrospectively investigated. Rate or constituent ratio was applied to describe counting data and

Chi- square test was used for single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Fatty liver （32.25%）， bradycardia

（7.66%），cervical muscle fatigue（6.68%），sinus bradycardia（6.42%），and sinus arrhythmia（6.34%）

were the diseases with top five detection rate.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etection rates of fatty liver，bradycardia，cervical fatigue and sinus bradycardia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The detection rates of fatty liver in

males and females were mainly in the age

groups of ＜25 years old （χ2＝23.81，P＜0.01），

25- 34 years old （χ2＝87.44， P＜0.01） and 35-

44 years old （χ2＝61.73， P＜0.01），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

detection rate of bradycardia of male was higher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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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要》指出，“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是建设健康

中国的战略主题［1］。在“全民健康”的大背景下，关

注基层煤矿职工健康，针对其生活行为方式、生产

生活环境以及医疗卫生服务等健康影响因素，强化

干预，并对其进行防病治病指导，提高职工健康水

平，对实现“健康中国”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对

2017年内蒙古某煤矿职工健康体检资料进行统计

分析，分析各疾病的检出情况及影响职工健康的主

要因素，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基层煤矿职工健

康的应对措施。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对内蒙古某煤矿在职职工 2017年健康

体检资料进行回顾性整理分析。

1.2 方法

1.2.1 体检内容 主要包括物理检查、实验室检查

和特殊检查。物理检查主要包括内科、外科、眼科、

耳鼻喉科、口腔科、妇科；实验室检查主要包括肝

功、肾功、乙肝表面抗原、血糖、血脂；特殊检查主要

包括X线胸透、心电图、B超探查等。

1.2.2 判断标准 ①BMI判定标准：BMI＜18.5 kg/m2

为体重指数过低，18.5 kg/m2≤BMI＜24.0 kg/m2 为

正常，24.0 kg/m2≤BMI＜28.0 kg/m2 为超重，BMI≥
28.0 kg/m2为肥胖［2］；②经常饮酒：至少1年以上每周

饮酒≥1次［3］；③吸烟：每周吸烟至少 l次，且时间长

达3个月以上［4］。

1.3 统计分析 采用Excel 2007软件进行数据收

集、整理和绘图；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计数资料的描述采用率或构成比；单因素

分析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Mantel-Haenszel 卡方检验用来判断是否有线性变

化趋势；Pearson相关系数用来判断线性相关的强度

和方向。

2 结果

2.1 职工基本情况 某煤矿健康体检职工 16 271

人，其中男性 14 131 人（86.85%），女性 2 140 人

（13.15%）；从 事 矿 业 生 产 人 数 为 10 991 人

（67.55%），非矿业生产人数为5 280人（32.45%）；年

龄25岁以下组2 920人（17.95%），年龄25～34岁组

5 775人（35.49%），年龄35～44岁4 804人（29.52%），

年龄 45～54 岁 2 584 人（15.88%），年龄 55～64 岁

188人（1.16%）（表1）。

2.2 疾病或指标异常检出情况 从疾病频率分布

来看，该煤矿职工疾病检出率前10位的依次为脂肪

肝（32.25%）、心动过缓（7.66%）、颈肌劳累（6.68%）、

窦性心动过缓（6.42%）、窦性心律不齐（6.34%）、胆

囊 息 肉（2.97%）、乙 肝 表 面 抗 原 HBsAg 阳 性

（2.22%）、腰肌劳累（2.19%）、肾囊肿（1.97%）和肾结

石（1.67%），健康者（20.12%），其他健康问题检出率

9.53%。其中，男性职工检出的疾病主要为脂肪肝

（33.88%）、心动过缓（8.27%）、窦性心动过缓

（6.91%）；女性职工检出的疾病主要为脂肪肝

（21.50%）、颈肌劳累（14.11%）、窦性心律不齐

（5.75%）（图 1）。从事矿业工作的职工检出的疾病

主要为脂肪肝（32.36%）、心动过缓（8.25%）、窦性心

动过缓（6.54%）；从事非矿业工作的职工检出的疾

病主要为脂肪肝（32.01%）、颈肌劳累（7.69%）、窦性

心律不齐（7.61%）（图2）。

2.3 性别差异 χ2检验结果显示，前 5种主要疾病

或异常中，男性和女性的脂肪肝、心率过缓、颈肌劳

累、窦性心动过缓的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其中，男性的脂肪肝（33.88%）、心率过缓

（8.27%）、窦性心动过缓（6.91%）的疾病检出率高于

女性，女性的颈肌劳累（14.11%）的疾病检出率高于

男性（表2）。

than that of female，and that in coal mining workers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non-mining workers.

The detection rate of cervical muscle strain in females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males，and that in

non- miners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miners. Conclus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health level of

grassroots workers，it is necessary to intervene the life style and behavior factors that endanger the

health of the coal mine workers， help grassroots workers establish contemporary scientific health

concepts and improve their health level through health education.

Key words coalminer；physical examination；detectable rate；healt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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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7年内蒙古某煤矿不同性别职工疾病或指标异常检出率

图2 2017年内蒙古某煤矿不同工作岗位职工疾病或指标异常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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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7年内蒙古某煤矿体检职工基本情况

年龄/岁

＜25

25～

35～

45～

55～64

合计

矿业

男

1 829（98.81）

4 021（98.31）

3 241（97.77）

1 623（99.02）

96（100.00）

10 810（98.35）

女

22（1.19）

69（1.69）

74（2.23）

16（0.98）

0（0.00）

181（1.65）

合计

1 851（100.00）

4 090（100.00）

3 315（100.00）

1 639（100.00）

96（100.00）

10 991（100.00）

非矿业

男

742（69.41）

1 062（63.00）

789（52.99）

640（67.72）

88（95.65）

3 321（62.90）

女

327（30.59）

623（36.97）

700（47.01）

305（32.28）

4（4.35）

1 959（37.10）

合计

1 069（100.00）

1 685（100.00）

1 489（100.00）

945（100.00）

92（100.00）

5 280（100.00）

注：括号内为构成比/%。

主要疾病

主要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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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年龄差异 χ2检验结果显示，不同年龄组的脂

肪肝、颈肌劳累、窦性心动过缓、窦性心律不齐的检

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表 3）。随着年

龄增长，脂肪肝总体检出率呈上升趋势，55～64岁

达到峰值（51.60%）；其他疾病检出情况基本稳定在

10%左右。

2.5 职业差异 χ2检验结果显示，从事矿业职工与

非矿业职工的心率过缓、颈肌劳累、窦性心律不齐

的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其中，从事

矿业职工的心率过缓（8.25%）的疾病检出率高于非

矿业职工，非矿业职工的颈肌劳累（7.69%）、窦性心

律不齐（7.61%）的疾病检出率高于矿业职工（表4）。

通过分层分析发现，在矿业者中，女性与男性

颈肌劳累检出率在 25～34 岁（χ2＝14.21，P＜0.01）、

35～44 岁（χ2＝58.67，P＜0.01）、45～54 岁（χ2＝

22.43，P＜0.01）3个年龄组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女性颈肌劳累检出率普遍高于男性。在非矿业者

中，女性与男性颈肌劳累检出率在＜25 岁（χ2＝

59.05，P＜0.01）、25～34 岁（χ2＝80.36，P＜0.01）、

35～44岁（χ2＝12.53，P＜0.01）、45～54岁（χ2＝10.89，

表2 2017年内蒙古某煤矿不同性别职工疾病或指标异常检出情况

性别

男

女

χ2 值

P值

人数

14 131

2 140

脂肪肝

4 787（33.88）

460（21.50）

130.39

＜0.01

心率过缓

1 169（8.27）

77（3.60）

57.43

＜0.01

颈肌劳累

785（5.56）

302（14.11）

218.29

＜0.01

窦性心动过缓

977（6.91）

67（3.13）

44.30

＜0.01

窦性心律不齐

909（6.43）

123（5.75）

1.470

0.226

注：括号内为检出率/%。

表3 2017年内蒙古某煤矿不同年龄职工疾病或指标异常检出情况

年龄/岁

＜25

25～

35～

45～

55～64

χ2值

P值

人数

2 920

5 775

4 804

2 584

188

脂肪肝

462（15.82）

1 685（29.18）

1 786（37.18）

1 217（47.10）

97（51.60）

731.95

＜0.01

心动过缓

245（8.39）

447（7.74）

366（7.62）

175（6.77）

13（6.91）

5.290

0.259

颈肌劳累

145（4.97）

393（6.81）

318（6.62）

220（8.51）

11（5.85）

28.090

＜0.01

窦性心动过缓

223（7.64）

378（6.55）

286（5.95）

147（5.69）

10（5.32）

11.780

0.019

窦性心律不齐

363（12.43）

430（7.45）

180（3.75）

55（2.13）

4（2.13）

331.44

＜0.01

注：括号内为检出率/%。

表4 2017年内蒙古某煤矿不同工作岗位职工疾病或指标异常检出情况

性质

矿业

非矿业

χ2值

P值

人数

10 991

5 280

脂肪肝

3 557（32.36）

1 690（32.01）

0.210

0.650

心率过缓

907（8.25）

339（6.42）

16.920

＜0.01

颈肌劳累

681（6.20）

406（7.69）

12.760

＜0.01

窦性心动过缓

719（6.54）

325（6.16）

0.890

0.346

窦性心律不齐

630（5.73）

402（7.61）

21.260

＜0.01

注：括号内为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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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4 个年龄组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并且

男性心率过缓检出率（8.16%）高于女性（3.47%），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5.091，P＜0.01）。

2.6 脂肪肝危险因素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本次矿

工体检检出率最高的疾病是脂肪肝，并对其可能的

危险因素进行进一步分析。

2.6.1 脂肪肝与性别及年龄的关系 单因素分析

发现，脂肪肝检出率在性别、年龄方面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1）。分层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和

女性的脂肪肝检出率主要在＜25 岁（χ2＝23.81，

P＜0.01）、25～34岁（χ2＝87.44，P＜0.01）、35～44岁

（χ2＝61.73，P＜0.01）3 个年龄段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Mantel-Haenszel 卡方检验结果显示，χ2 值为

717.51，P＜0.01，因此脂肪肝检出数量与年龄等级

间存在线性关系，Pearson 相关系数 r＝0.210，P＜

0.01，说明脂肪肝检出数量与年龄等级间存在正

相关。

2.6.2 脂肪肝与非脂肪肝相关因素的比较 单因

素分析显示，在5 247名脂肪肝患者中，超重、肥胖、

饮酒率、吸烟率均高于非脂肪肝组，按照α＝0.05

的检验水准，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表 5）。

表5 脂肪肝与非脂肪肝相关因素

组别

非脂肪肝

脂肪肝

χ2值

P值

人数

11 024

5 247

超重

3 368（30.55）

2 184（41.62）

193.880

＜0.01

肥胖

812（7.37）

1 011（19.27）

506.220

＜0.01

饮酒

8 868（80.44）

4 475（85.29）

56.530

＜0.01

吸烟

7 288（66.11）

4 100（78.14）

244.920

＜0.01

注：括号内为检出率/%。

3 讨论

16 271名煤矿职工健康体检结果显示，有79.88%

的职工存在不同程度的健康问题。因此，为全面落

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应把基层职业者的健

康问题放在首位，注重对职业者的健康监护，是推

进健康中国建设，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重要内容。

本次健康体检异常检出率最高为脂肪肝。脂

肪肝与嗜酒、肥胖、营养过盛、糖尿病、病毒性肝炎、

高脂血症、高血压病等密切相关［5］。目前，多项研究

表明脂肪肝发病率逐年升高，随着病情的发生发

展，会逐渐发展为肝硬化，进而引发肝癌，不仅直接

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及生活质量，同时也会影响企

事业的发展［6］。

该煤矿基层职工脂肪肝的检出率高于其他疾

病的检出情况。男性脂肪肝的检出率高于女性，说

明男性更容易患脂肪肝，与吴萍［7］、朱嘉戎［8］、谢朴

仙［9］等学者研究结果一致。可能与近年来社会压力

增大，任务繁重，精神长期紧张，生活水平提高但生

活规律性变差，不科学的饮食结构，长期缺乏体育

锻炼，自我保健意识差等有关［10］。比如男性日常应

酬多、抽烟喝酒多、肥胖问题更是男性患病率高于

女性的重要原因。随着年龄的增长患脂肪肝的风

险也会增加，可能与年龄越大运动量相对减少以

及内分泌的变化，使得高龄者较年轻人更易患脂

肪肝［11］。体检中还发现，有吸烟饮酒史的职工脂肪

肝检出率高于无吸烟饮酒史者，可能与长期吸烟饮

酒必然会影响肝脏的代谢，引发肝脏损伤、加重肝

脏负担，尤其是同时暴露于这两个危险因素时会大

大增加患病的风险［12］。并且肥胖、饮酒是脂肪肝发

病的重要因素早已成为公认［13］。由此可见，对煤矿

职工进行脂肪肝的防治工作意义重大。

此外，定期进行常规心电图检查可有助于早期

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早期干预不良的生活方

式和行为，合理利用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有针对

性的防治心血管疾病。长期高强度、不良工作体位

是颈肌劳累发生、发展与复发的主要原因之一，必

须引起高度重视。需要职工及时或定期纠正头颈

部、腰部的不良体位，经常做一些颈部、腰部保健

操，使颈椎、腰椎各方向活动以及注意休息，并且改

（下转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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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二甲基甲酰胺职业暴露对作业工人健康影响分析

蒋丽，施安琪

［摘要］目的 探讨二甲基甲酰胺（Dimethylformamide，DMF）职业暴露对作业工人身体健康的影响，提出DMF职业危害

的防护措施，预防相关职业病的发生。方法 选取2018年南通市7家存在DMF危害因素的企业213名在岗工人作为接触

组，对该组工人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同时选取2018年261名不接触有毒有害因素的行政和后勤人员作为对照组，对其进行

常规健康检查。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两组人群中血压、血常规、尿常

规、心电图异常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接触组肝功能异常率和肝功能检出值高于对照组，其中ALT、AST、GGT

异常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接触组肝脏B超脂肪肝检出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接触组

不同工龄间，肝功能异常率和脂肪肝异常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DMF职业暴露可造成人体肝脏损害。

建议加大监管部门对企业的监管力度，改善企业的通风设置，加强劳动者的防护措施，定期职业健康检查，切实保护劳动

者的健康。

［关键词］二甲基甲酰胺；职业暴露；肝功能；肝脏损害；防护措施

［中图分类号］R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2X（2019）03-0138-05

Effects of Dimethylformamide Exposure on the Health of Workers

JIANG Li，SHI Anqi

Nantong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Nantong 226007，Jiangsu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at putting forward protective measures against dimethylformamide

（DMF）occupational hazards to prevent occupational diseases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effects

of DMF exposure on physical health of workers. Methods The exposure group consisted of 213 on-

duty workers selected from 7 enterprises with DMF hazards in 2018 in Nantong City and the

control group included 261 administrative and support service personnel who were not exposed to

toxic and harmful factors in 2018. Occupational health examination was conducted for the exposure

group and routine health examination was done for the control group. The results of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were collated and statistically analyzed with α＜0.05 level. Results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blood

pressure， blood routine， urine routine and

electrocardiogram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0.05）. The abnormal rate of liver function and

the detected value of liver function in the

exposure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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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基甲酰胺（Dimethylformamide，DMF）是一

种用途较广的，低毒无色透明的工业溶剂，主要用

于有机合成、石油提炼、树脂、燃料和制药等行业。

其以蒸汽的形式扩散，主要通过呼吸道和皮肤吸

收，以肝脏为主要靶器官，对胃、肾也有一定的毒作

用［1-2］。2014年南通市某粘合材料公司聚氨酯胶生

产车间曾发生1例DMF致慢性中毒性肝病报告［3］，

2016年本市某公司浸胶车间曾发生 2例DMF急性

中毒报告［4］。为及时发现DMF对接触工人健康的

影响，防止职业病的发生，本研究对 2018年南通市

7 家存在 DMF 危害因素的企业 213 名在岗工人进

行职业健康检查，同时对2018年261名不接触有毒

有害因素的行政和后勤人员进行常规健康检查，对

两组检查资料进行了统计分析，现将结果报告如

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2018年南通市7家存在DMF危害

因素的企业 213名在岗工人作为接触组，其中男性

162 例，女性 51 例；年龄 18～55 岁，平均年龄为

（32.22±8.78）岁；工龄 0～38 年，平均工龄为（6.61±

8.21）年。同时选取 2018年 261名不接触有毒有害

因素的行政和后勤人员作为对照组，其中男191例，

女 70 例；年龄 19～56 岁，平均年龄为（32.93±9.05）

岁。两组性别、年龄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

1.2 方法

1.2.1 问诊 两组由专人负责问诊，统一使用《个

人基本情况调查表》，对既往史、烟酒史、自觉症状

等进行询问，接触组加问职业史，体检结束后录入

体检软件系统。

1.2.2 体检内容 两组的体检内容包括内科、外

科、眼科、皮肤科、血压、血常规、尿常规、心电图、肝

功能、肝脏B超等项目。

1.2.3 评价标准 将肝功能主要指标ALT＞40 U/L、

AST＞40 U/L、GGT＞50 U/L、ALP＞150 U/L、

TBIL＞20.6 μmol/L 判定为异常；血常规主要指标

WBC＜4.0（× 109/L）、RBC＜4.0（× 1012/L）（男）、

RBC＜3.5（×1012/L）（女）、HB＜120（g/L）（男）、HB＜

110（g/L）（女）、PLT＜100（×109/L）判定为异常；血

压：收缩压≥140 mmHg、舒张压≥90 mmHg 判定为

异常；肝脏B超异常分为脂肪肝、其他异常（包括肝

内胆管结石钙化、肝囊肿、血管瘤等），其余为正常；

心电图除窦性心律外均判定为异常。

1.2.4 统计分析 体检数据均来源于本中心体检

软件系统，经 Excel 导出并汇总整理后，采用 SPSS

24.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

采用ANOVA检验，计数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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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规检查异常率比较 接触组收缩压、心电

图异常率高于对照组，舒张压、血常规、尿常规异

常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1）。

2.2 两组肝功能异常率比较 接触组 ALT、AST、

ALP、GGT、TBIL异常率均高于对照组，其中ALT、

AST、GGT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值分别为 4.430、

4.192 和 4.518，P＜0.05），ALP、TBIL 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χ2值分别为0.930和1.341，P＞0.05）（表2）。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of alanine amiotransferase （ALT），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 and γ- glutamyl transpeptadase （GGT）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positive rate of fatty liver in the exposure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rates of abnormal liver function and the positive rates of fatty liver among different age

workers in the exposure group （P＞0.05）. Conclusion Occupational exposure to DMF could cause

the liver damages in human body. It is suggested that supervision departments should tighten the

supervision over enterprises， improve the ventilation settings， strengthen the protective measures of

workers，and conduct regular occupational health examinations to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workers.

Key words dimethylformamide； occupational exposure； liver function； liver damage； protective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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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肝功能检出值比较 对肝功能指标

（ALT、AST、ALP、GGT、TBIL）作ANOVA检验发现，

接触组 5 个指标检出值均高于对照组，其中 ALT、

AST、GGT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 值分别为 4.274，

3.979和4.339，均P＜0.05），ALP、TBIL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F值分别为1.116和0.258，均P＞0.05）（表3）。

表1 两组体检人群常规项目体检结果

组别

接触组

对照组

χ2值

P值

总人数

213

261

收缩压

异常人数

35

37

异常率/%

16.430

14.180

0.463

0.496

舒张压

异常人数

25

33

异常率/%

11.740

12.640

0.090

0.764

血常规

异常人数

7

16

异常率/%

3.290

6.130

2.055

0.152

尿常规

异常人数

19

26

异常率/%

8.920

9.960

0.148

0.700

心电图

异常人数

50

59

异常率/%

23.470

22.610

0.050

0.823

表2 两组体检人群肝功能异常率比较

组别

接触组

对照组

χ2值

P值

总人数

213

261

ALT

异常人数

31

22

异常率/%

14.550

8.430

4.430

0.035

AST

异常人数

21

13

异常率/%

9.860

4.980

4.192

0.041

ALP

异常人数

17

15

异常率/%

7.980

5.750

0.930

0.335

GGT

异常人数

28

19

异常率/%

13.150

7.280

4.518

0.034

TBIL

异常人数

34

32

异常率/%

15.960

12.260

1.341

0.247

表3 两组体检人群肝功能检出值比较

组别

接触组

对照组

F值

P值

ALT/U·L-1

23.56±17.83
20.31±16.32

4.274
0.039

AST/U·L-1

26.67±14.05
24.38±10.96

3.979
0.047

ALP/U·L-1

88.50±32.09
85.68±25.95

1.116
0.291

GGT/U·L-1

29.06±27.05
25.00±14.52

4.339
0.038

TBIL/μmol·L-1

15.34±6.41
15.04±6.21

0.258
0.612

表4 两组体检人群肝脏B超异常率比较

组别

接触组

对照组

χ2值

P值

人数

213

261

脂肪肝

人数

49

38

6.203

0.045

异常率/%

23.00

14.56

其他异常

人数

26

29

异常率/%

12.21

11.11

注：两组脂肪肝检出率比较，χ2＝5.582，P＝0.018；其他异常

检出率比较，χ2＝0.137，P＝0.711。

2.4 两组肝脏B超比率比较 接触组脂肪肝、其他

异常及正常的比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2＝6.203，P＝0.045）。进一步对脂肪肝和其他

异常分析可见，接触组脂肪肝异常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582，P＝0.018），其他

异常的异常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137，P＝

0.711）（表4）。

2.5 接触组不同工龄间体检项目比率比较 肝功

能各项中0～5 a组异常率最高，≥10 a组最低；肝脏

B超检查中脂肪肝≥10 a组异常率略高，各组间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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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次研究发现，接触组肝功能异常率和肝功能

检出值均高于对照组，其中ALT、AST、GGT明显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接触组肝脏B超脂

肪肝检出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此结果与赵娴静［5］报道的一致。有文献指出，DMF

职业暴露可造成人体肝脏损害［6-8］。DMF引起的肝

脏损伤包括肝细胞坏死、肝细胞性淤胆和肝细胞脂

肪变性，实验室检查可表现为ALT、AST、GGT 增高
［9］，其损害机制可能为DMF被细胞摄取后，在细胞

色素P4502E1的催化下，生成代谢产物异氰酸甲酯，

造成细胞损害，进而抑制细胞的增殖活性，引起肝

细胞损害 10］。因此，企业应采取措施降低作业场所

空气中DMF浓度，加强DMF接触人群的职业防护。

为了进一步了解DMF对心血管、血液、肾脏等

方面有无影响，以及工龄与DMF作业工人肝脏损害

之间的有无关系，本文对相关体检项目进行了进一

步分析。统计发现接触组收缩压、心电图异常率略

高于对照组，舒张压、血常规、尿常规异常率略低于

对照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有学者认为，DMF

职业暴露对心脏、肾脏有较大影响［11］，本次研究暂

未发现，可能与本研究样本数少等有关，尚待以后

进一步探讨。

在工龄对肝功能异常率的比较中发现，工龄低

组异常率高，随着工龄的增加异常率有所降低，但

各工龄段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与朱宗铭［12］报道

一致。可能与新员工操作不熟练，防护不到位以及

职业健康检查中对DMF职业禁忌证者已调离岗位

等有关。对肝脏B超脂肪肝检出率比较发现，工龄

≥10a组异常率略高于其他两组，各工龄段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DMF职业暴露对肝脏损害有一定

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改善作业环境，保护劳动者的

健康，现提出如下建议：①监管部门应加大对企业

的监管力度，要求企业改善作业场所的通风设置，

确保车间DMF浓度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②通

过讲座、画报、专题培训等方式加强对工人进行卫

生防护知识培训，告知工人要佩戴防毒面罩，穿戴

工作服、防护眼镜和不渗透的长筒手套、高帮胶

鞋，一旦皮肤或眼睛被污染，应立即用大量清水冲

洗［13］。企业应为劳动者配备合适的防护用品，提高

工人对DMF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率［14］，增强员工自

我保护意识。③劳动者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严

禁在DMF工作场所吸烟、饮水、进食；工作完毕应及

时沐浴、更衣，单独存放污染衣物，洗后备用。④做

好岗前、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对已出现DMF职

业禁忌证者及时调离工作岗位，切实保护劳动者的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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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龄/a

0～

5～

≥10

χ2值

P值

总人数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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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ALT

异常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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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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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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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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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自己不良的读书、写字、工作的体位和姿势。为

了提高基层职工的健康水平，应从单位与职工自身

两方面着手。职工的健康保健主要通过干预危害

人群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因素，通过健康教育帮

助基层职工树立符合当代科学的健康理念，指导他

们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和方式，缓解压力，从而提

高其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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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7年乐山市个体石工尘肺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胡永超，王坤，黄林

［摘要］目的 分析乐山市个体石工劳动者尘肺病发生现状和主要特征，为该群体尘肺病防控提供数据支持。方法 收

集整理2015-2017年乐山市173例个体石工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和尘肺病诊断资料，进行职业流行病学分析，采用SPSS

22.0进行单因素ANOVA分析。结果 173名个体石工中诊断为尘肺病的101人，类型为矽肺，尘肺检出率达58.38%，其中

壹期占30.69%，贰期占44.56%，叁期占24.75%，平均发病年龄（51.75±9.55）岁，平均接尘工龄（12.53±9.51）年，发病年龄分

布集中在40~60岁之间，占70.30%，首诊贰期和叁期即占69.31%。结论 乐山市个体石工尘肺检出率高，首诊高期别尘肺

占比大，提示个体石工职业危害严重，应当定期开展职业健康教育和职业健康监护，加强职业病防治，保护劳动者健康。

［关键词］个体石工；尘肺；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中图分类号］R135.2；R18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2X（2019）03-0143-04

Analysis on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neumoconiosis

in Individual Masonry in Leshan City From 2015 to 2017

HU Yongchao，WANG Kun，HUANG Lin

Leshan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Leshan 614000，Sichu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occurrence status and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pneumoconiosis of

individual masonry workers in Leshan City and provide data support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pneumoconiosis this occupational group. Methods The data about occupational health examination

and pneumoconiosis diagnosis of 173 individual masonry workers in Leshan from 2015 to 2017 was

collected and analyzed with occupational epidemiology methods，Single-factor ANOVA conalysis was

performed by SPSS 22.0. Results Among 173 individuals，101 were diagnosed with pneumoconiosis

with the type of silicosis. The detection rate of pneumoconiosis was 58.38% ， among which，

30.69%，44.56% and 24.75% were in stage 1，stage 2，and stage 3，repectively. The average age

of onset was（51.75±9.55） years old， the average length of service for exposure was（12.53±9.51）

years，and the age of onset was concentrated between 40 and 60 years old，accounting for 70.30%.

Conclusion The high detection rate of the pneumoconiosis of individual masonry workers in Leshan

city and the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patients with the first diagnosis of high stage specific

pneumoconiosis suggested that the occupational hazards of individual masonry workers were serious

and that occupational health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monitoring should be carried

out regularly to strengthe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occupational diseases and prot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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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从事石料采集及石料加工的个体劳动

者（主要是露天采石和石料加工），作业时几乎无防

护措施，并且由于无固定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缺失，

因此，乐山市个体石工尘肺病流行状况的研究一直

处于空白状态。近年来，由于部分劳动者身体不适

求医后逐步暴露疑似尘肺问题，得到了当地政府的

重视，在民政部门动员下，2015-2017年共有 173名

个体石工自愿参加了职业健康体检和尘肺病诊

断。本研究根据体检结果，对乐山市个体石工尘肺

病发病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乐山市 173 名自愿到乐山市疾控中心

参加职业健康体检和职业病诊断的个体石工，均无

固定单位，持乡镇政府或村委会证明材料，证明从

事采石和石料加工工作，未从事过其他粉尘作业。

1.2 方法 根据（GBZ 188-2014）《职业健康监护

技术规范》［1］、（GBZ 70-2015）《尘肺病诊断标准》［2］，

乐山市疾控中心具备职业健康体检和尘肺诊断资

质，按照要求出具了职业健康体检结果和职业病诊

断报告。根据收集到的报告数据，整理分析该群体

尘肺流行病学特征。

1.3 统计分析 采用Excel 2010进行数据收集和

整理，采用SPSS 22.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 t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参与受检的173名个体石工，全部

为男性，平均年龄（48.72±9.89）岁，其中最小年龄28

岁，最大年龄 75岁；平均工龄（10.21±8.33）年，其中

最短工龄2年，最长工龄43年。173名受检者中，诊

断为尘肺病 101 人，类型为矽肺，尘肺检出率

58.38%，患者中有 2 例合并肺结核，1 例肺大泡，无

尘肺72人。

2.2 尘肺流行病学特征分布

2.2.1 个体石工各年龄段尘肺期别构成 尘肺期

别分布主要集中在贰期，占比 44.56%，年龄分布主

要集中在40~60岁（70.30%）（表1）。

2.2.2 个体石工各工龄段尘肺构成 尘肺工龄分

布主要集中在＜10年（55.45%），此工龄段中以贰期

占比最高（表2）。

2.2.3 个体石工尘肺平均年龄和接尘工龄分布 尘

肺平均年龄（51.75±9.55）岁，平均接尘工龄（12.53±

9.51）年（表 3）。对各期接尘工龄进行单因素

ANOVA 分析，F＝0.126，P＝0.0882，各期接尘工龄

个体石工尘肺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2.4 个体石工各接尘工龄段尘肺检出率 各工

龄段尘肺检出率分布，以 10 年为一个阶段，检出

率 不断提高，30 年以上接尘工龄检出率已达

100.00%。其中尘肺贰期检出率最高，达到 26.01%

（表4）。

the health of workers.

Key words individual masonry；pneumoconiosis；epidemiology；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表1 个体石工各年龄段期别构成

年龄段/岁

＜40

40～

50～

60～

≥70

合计

尘肺壹期

病例数

2

12

8

7

2

31

构成比/%

28.57

26.67

30.77

36.84

50.00

30.69

尘肺贰期

病例数

3

21

12

8

1

45

构成比/%

42.86

46.66

46.15

42.11

25.00

44.56

尘肺叁期

病例数

2

12

6

4

1

25

构成比/%

28.57

26.67

23.08

21.05

25.00

24.75

合计

病例数

7

45

26

19

4

101

构成比/%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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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个体石工尘肺检出率较高 个体石工尘肺总

检出率达58.38%，呈现接尘工龄越长检出率越高的

特点，10年以下检出率 49.56%，30年工龄以上检出

率则达 100.00%，首诊贰期和叁期高期别占比近

70.00%，考虑存在检出征候效应。据文献报告，某

民营石场149例接尘石工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尘肺检

出率为 12.08%［3］，2011-2017 年宜都市尘肺病平均

检出率为6.93‰［4］。乐山市个体石工尘肺检出率较

高，可能存在伯克森偏倚，考虑到部分参与体检石

工身体已经出现了某些症状而积极入院，还有一部

分无症状者未参与进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首诊

贰期和叁期占比高，提示健康监护滞后和职业危害

的严重性。文献报告，四川省 2006-2013 年矽肺新

发病例的主要工种之一就包括石工［5］。

3.2 发病年龄相对集中 个体石工尘肺发病年龄

40~60岁之间的达71人（70.30%）。文献报告，2011-

2016 年洛阳市新发尘肺病诊断年龄在35～50岁者

最多（351人，67.50%），正是青壮年时期，都是劳动

力的损失［6］。这部分年龄段的农民工正是家中的壮

表2 个体石工各工龄段期别构成

工龄段/年

＜10

10～

20～

30～

≥40

合计

尘肺壹期

病例数

18

6

4

2

1

31

构成比/%

32.14

30.00

26.67

25.00

50.00

30.69

尘肺贰期

病例数

23

9

9

4

0

45

构成比/%

41.07

45.00

60.00

50.00

0.00

44.55

尘肺叁期

病例数

15

5

2

2

1

25

构成比/%

26.79

25.00

13.33

25.00

50.00

24.75

合计

病例数

56

20

15

8

2

101

构成比/%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表3 个体石工尘肺平均年龄和接尘工龄分布

期别

尘肺壹期

尘肺贰期

尘肺叁期

合计

病例数/例

31

45

25

101

平均年龄/岁

范围

33～75

39～71

36～72

33～75

x±s

52.76±10.77

51.26±8.70

51.37±9.74

51.75±9.55

平均接尘工龄/年

范围

4～40

3～39

2～43

2～43

x±s

12.16±9.20

13.07±9.36

12.04±10.47

12.53±9.51

表4 个体石工各接尘工龄段尘肺检出率

工龄段/年

＜10

10～

20～

30～

≥40

合计

受检数

113

32

18

8

2

173

尘肺壹期

病例数

18

6

4

2

1

31

检出率/%

15.93

18.75

22.22

25.00

50.00

17.92

尘肺贰期

病例数

23

9

9

4

0

45

检出率/%

20.35

28.13

50.00

50.00

0.00

26.01

尘肺叁期

病例数

15

5

2

2

1

25

检出率/%

13.27

15.63

11.11

25.00

50.00

14.45

合计

病例数

56

20

15

8

2

101

检出率/%

49.56

62.50

83.33

100.00

100.00

5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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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力和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经济压力大，一旦生

病将给家庭带来严重的影响，尘肺检出占比大提示

该群体职业健康形势不容乐观。

3.3 发病工龄偏短 个体石工平均发病年龄

（51.75±9.55）岁，其中最小年龄33岁即为尘肺壹期，

尘肺叁期的最小年龄为 36 岁，平均接尘工龄

（12.53±9.51）年，叁期诊断中最短接尘工龄仅 2

年。文献报告，2006-2011 年四川省新发尘肺平均

发病年龄（56.8±10.4）岁、接尘工龄平均为（10.3±

10.2）年［7］ ，乐山市沙湾区“十二五”期间报告尘肺

病 388 例，首次诊断为Ⅱ、Ⅲ期尘肺的比例较高

（33.07%）［8］。乐山市个体石工发病工龄短，首诊期

别高，提示部分个体石工所处的劳动环境恶劣，粉

尘危害极为严重。

3.4 个体石工尘肺发生隐蔽性较高 多年来，对无

固定用人单位的农民工，未开展过定期的职业健康

检查，也无法进行职业病诊断。有文献报告，某市

乡镇个体石工 53例矽肺患者，普遍接尘时间长，就

诊时间晚，矽肺期别高［9］。由于个体或者合伙劳

动，职业防护意识差，作业现场粉尘几无控制，导致

尘肺病高发。文献报道，农民工工伤集中在矿山开

采、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 3个行业，占总死亡人数

的 80.00%以上［10］，农民中的职业性肺病值得重视，

尤其农民中的石工尘肺是防治的重点之一［11］。

综上所述，个体石工作为尘肺病高发的一个群

体，值得引起高度的关注，对于正在从事此项工作

的个体劳动者要加强职业健康教育和宣传，加强劳

动保护，定期开展职业健康体检，呼吁将农民工尘

肺病纳入医疗保障制度［12］，减轻职业病损害和经济

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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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成都市郫都区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监护现况调查

廖婵，梅丽敏

［摘要］目的 了解成都市郫都区放射诊疗机构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监护现况，为机构放射防护效果评价及卫生执法

监督部门监督检查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对2018年成都市郫都区辖区内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的46家放射诊疗机构及

其从事放射工作的人员进行问卷调查。收集问卷调查表核实汇总后，采用Excel 2010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结

果 成都市郫都区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的放射诊疗机构为46家，共有232名放射工作人员，按照规定接受放射防护

和有关法律知识培训的参训率为86.6%，个人剂量计监测率为87.1%，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体检率为78.9%，开展场所防

护与性能监测率56.5%。结论 定级的放射诊疗单位依法开展健康监护的现况良好，而未定级的放射诊疗机构开展健康

监护的现况不良，应通过加大卫生监督执法力度，提高服务水平，使辖区内机构依法开展健康监护，以保障放射诊疗人员、

患者和公众的健康。

［关键词］放射诊疗；健康监护；现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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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Occupational Health Surveillance of Radiation Workers

in Pidu District of Chengdu City in 2018

LIAO Chan，MEI Limin

Pidu District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hengdu 611730，Sichu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occupational health survillance of radiation

workers in radiolog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stitutions in Pidu District of Chengdu City.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evaluation of the radiation protection effect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 supervision and the inspection of health law enforcement and supervision departments.

Methods Through the self- made questionnaires， the 46 radiolog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stitutions obtaining the “Radiolog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License” and their radiation

workers were investigated. After data collection and verification， the data were sorted out and

analyzed by using Excel 2010. Results In Pidu District， 46 radiolog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stitutions had obtained the “Radiati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License”， and 232 radiation

workers were employed by them. The training rate of radiation protection and re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s was 86.6%，the detection rate of personal dosimeter was 87.1%，the occupational health

examination rate of radiation workers was 78.9%，

and the monitoring rate of site protection and

performance was 56.2%. Conclusion The registered

and graded radiolog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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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成都市“东进、南拓、西控、北改、

中优”的战略发展［1］，“中优”战略促使中心城区的人

口密度降低，大量人口外溢，成都市郫都区医疗需

求日益增大，各级各类放射诊疗单位不断增加，从

2016-2018 年，机构数由 32 家增至 46 家，放射诊疗

设备不断购入，在提高医疗质量的同时，放射工作

人员射线暴露的风险也日渐增加，国内放射诊疗

机构因放射防护缺失所导致的相关伤害也时有发

生［2］。为了推进职业病防治工作，加强医疗机构医

用辐射防护监测和职业性放射性疾病监测工作，本

研究对 2018年成都市郫都区放射诊疗机构场所防

护与性能检测、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计和职业健

康体检等情况进行调查，以期为保护放射工作人

员、患者和公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预防放射

相关疾病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8年纳入成都市郫都区辖区内取得

《放射诊疗许可证》的 46家放射诊疗机构及从事放

射工作的人员共计232名。

1.2 方法

1.2.1 调查内容 根据成都市 2018年放射卫生工

作项目方案［3］，对郫都区辖区内放射诊疗机构管理

人员和放射工作人员进行调查。调查表内容包括

单位基本信息、是否进行场所防护与性能检测、放

射工作人员总数和个人计量计监测人数、参加培训

人数和职业健康体检人数等情况。

1.2.2 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首先由

机构放射防护管理人员于2018年6月及8月填写统

一的调查表，随后由经培训的郫都区疾控中心调查

员通过询问放射工作人员、查看体检、个人剂量监

测和场所防护与性能检测报告、放射工作人员工作

证等核实调查表信息。

1.2.3 质量控制 根据调查方案选取郫都区内所

有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并正常营业的机构，通过

卫生执法监督大队联系各机构负责人，保证调查顺

利开展；在调查前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确保调

查员能按调查表内容指导机构负责人填写调查表，

并对调查结果进行核查。

1.3 统计分析 采用Excel 2010软件对调查表中

数据进行录入和分析。

2 结果

2.1 分布情况 46家放射诊疗单位分布于郫都区

14个乡镇，郫筒街道15家机构，其中三级3家、二级

1家、其他未定级；其次犀浦镇9家机构，其中二级1

家、一级 2家，其他未定级；其余乡镇放射诊疗机构

均有分布（表1）。

2.2 场所防护与性能检测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46

家放射诊疗机构中每年进行1次场所防护与性能检

测的放射诊疗机构有26家，检测率为56.5%。

2.3 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计监测情况 调查结

果显示，郫都区共有 232 人从事放射诊疗工作，其

中 202人佩戴个人剂量计，并按要求每季度进行监

测，监测率为 87.1%。未发现个人累积剂量监测超

过5 mSv/a和年剂量限值超过20 mSv/年者。

2.4 放射诊疗人员职业健康监护情况 调查结果

显示，按照国家规定至少每两年进行 1次职业健康

体检人数为 183 人，体检率为 78.9%；201 人每两年

参加 1次放射防护和有关法律知识培训，培训率为

86.6%（表2，表3）。

2.5 机构管理情况 从放射诊疗机构的组织管理、

人员健康监护档案和管理制度角度而言，总体情况

较差。其中，有定级的放射诊疗机构和公立医院在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工作方面状况较

优，未定级的放射诊疗机构、私立医院和诊所在管

理上存在混乱和不规范等问题。后者大多是为了

取得《放射诊疗许可证》而开展了一次性的培训和

个人计量监测，并未纳入单位管理制度中常态化开

展，健康监护工作仅流于形式。

institutions have carried out health surveillance and prote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well，

while the non-graded institutions is worse.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dicates that the health supervision

and law enforcement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e level of service should be improved， so as to

enable the agencies to carry out health surveillance and prote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to protect the health of radiologists，patients and the public.

Key words radiological diagnosis and radiotherapy；occupational health surveillance；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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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体检情况 调查发现

郫都区放射诊疗机构管理人员对放射工作人员健

康管理不够重视，放射作业人员在岗体检率较低，

仅为 78.9%，未达到《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2016-

2020）》中“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在岗期间职业

健康检查率达到 90.0%以上”［5］的要求。国内文献

报道放射工作人员长期暴露于低剂量辐射对身体

健康有一定的影响［6］，机构应按照（GBZ 235-2011）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要求组织

上岗后的放射工作人员定期进行职业健康检查［4］，

及时发现不适任者并调离岗位，保障其身体健康。

3.2 放射工作人员培训及个人剂量监测情况 调

查发现，郫都区有等级的机构和公立医院在人员培

训及个人剂量监测方面的工作开展状况良好，而未

定级的机构、私立医院和诊所因非正式员工多、流

表1 2018年成都市郫都区放射诊疗机构分布情况

放射诊疗

机构级别

三级

二级

一级

未定级

合计

郫筒

街道

3

1

0

11

15

犀浦镇

0

1

2

6

9

团结镇

0

0

1

1

2

安靖镇

0

0

2

2

4

红光镇

0

0

1

2

3

德源镇

0

0

0

1

1

安德镇

0

1

1

1

3

古城镇

0

0

1

0

1

三道

堰镇

0

0

1

0

1

花园镇

0

0

0

1

1

唐昌镇

0

1

0

2

3

唐元镇

0

0

1

0

1

新民

场镇

0

0

1

0

1

友爱镇

0

0

1

0

1

合计

3

4

12

27

46

表2 2018年成都市郫都区不同等级放射诊疗机构职业健康监护情况

放射诊疗

机构级别

三级

二级

一级

未定级

合计

机构数

/家

3

4

12

27

46

从事放射诊

疗工作人数

82

43

44

63

232

个人剂量计监测

人数

81

43

43

35

202

监测率/%

98.8

100.0

97.7

55.6

87.1

职业健康体检

人数

82

41

33

27

183

体检率/%

100.0

95.3

75.0

42.9

78.9

参加培训

人数

81

43

44

33

201

培训率/%

98.8

100.0

100.0

52.4

86.6

防护和性能监测

机构数

3

4

9

10

26

监测率/%

100.0

100.0

75.0

37.0

56.5

表3 2018年成都市郫都区不同类型放射诊疗机构职业健康监护情况

放射诊疗

机构级别

公立

私立

诊所

合计

机构数

/家

21

16

9

46

从事放射诊

疗工作人数

178

35

19

232

个人剂量计监测

人数

176

19

7

202

监测率/%

98.9

54.3

26.3

87.1

职业健康体检

人数

162

17

4

183

体检率/%

91.0

48.6

21.2

78.9

参加培训

人数

177

19

5

201

培训率/%

99.4

54.3

26.3

86.6

防护和性能监测

机构数

18

5

3

26

监测率/%

85.7

31.2

33.3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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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大、机构缺少监管而导致开展状况不良。放射

工作人员是放射应用和辐射防护的执行者，其操作

技术和知识素养与辐射防护效果关联密切，机构应

按照《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体检管理办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 第 55号）要求放射工作人员

接受个人剂量监测和定期参加放射防护和有关法

律知识培训并合格［7］。

3.3 放射诊疗机构场所防护和性能检测情况 调

查发现，辖区内放射诊疗单位在该项工作方面相对

较差，场所的辐射安全不仅是放射工作人员人身安

全的保障，还关系到公众的辐射安全，同时也是能

否在安全环境下长久工作的基础。机构每年对场

所防护和性能检测可及时发现机房设备的性能、屏

蔽效果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以保证放射

工作人员、患者及周围公众的辐照保持在安全范围

之内。

此次调查发现，辖区内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

监护存在的问题主要发生未定级机构，主要是因为

私立医院和口腔诊所管理者在健康监护管理上重

视度欠佳、缺乏自主性，导致辖区内总体情况不

佳。卫生执法监督部门需对放射诊疗机构进行不

定期检查，加大执法力度，尤其应加强辖区内未定

级机构的监督指导，督促机构定期开展场所防护和

性能检测，安排放射人员进行职业健康体检、在岗

期间知识培训和个人剂量监测，为放射工作人员建

立健康档案。对不合规定、屡次不改的机构可采取

吊销许可证、媒体曝光、暂缓校验等手段进行处罚

措施。

卫生执法监督部门在加大辖区内放射相关的

国家法律法规和卫生标准宣传力度的同时应指导

放射诊疗机构提高自身的管理能力，依法开展放射

诊疗工作。提高放射工作人员尤其是流动性高的

私立医院和诊所人员的法律意识、自我保护意识，

切实保障自身的健康权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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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广东省某市124家加油站主要化学性危害因素及分布调查

张敏红，管有志，王雪毓，朱晓玲，李倩兰，周伟

［摘要］目的 了解加油站主要化学性危害因素及分布特征，为职业病防治策略制订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抽

样法抽取广东省某市124家加油站，并对这些加油站进行职业卫生调查，检测作业场所有害化学物，组织124家加油站的

860名作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查；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加油工与收银员接触的各化学性有害因素的差异；用偏相关

分析检验销售量与化学物浓度的相关性；用Pearson相关分析分析作业人员苯接触浓度与血液指标的相关性；不同性别作

业人员体检结果的职业相关异常率差异用Fisher确切检验分析。结果 加油工接触的正己烷（t＝－5.899，P＜0.05）、正戊

烷（t＝－7.942，P＜0.05）、异戊烷（t＝－9.805，P＜0.05）、正庚烷（t＝－2.672，P＜0.05）、溶剂汽油（t＝－3.551，P＜0.05）的

浓度高于收银员；95#汽油销售量与现场作业人员接触的苯（r＝0.161，P＝0.002）、正己烷（r＝0.114，P＝0.029）、正庚烷

（r＝0.102，P＝0.049）浓度存在显著相关；98#汽油销售量与现场作业人员接触的苯（r＝0.143，P＝0.006）、正己烷（r＝

0.136，P＝0.009）、正戊烷（r＝0.144，P＝0.006）、异戊烷（r＝0.117，P＝0.027）浓度存在显著相关；职业健康检查结果显示

12.9%的作业人员出现职业相关异常，职业禁忌证发生率为1.9%，且不同性别的作业人员体检结果的职业相关异常率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加油站作业人员存在不同程度的苯、正己烷、正戊烷、异戊烷、正庚烷、溶剂汽油接触，接

触化学物的浓度与岗位、油品销售量相关，且各化学危害因素对不同性别的作业人员的职业危害可能存在差异。

［关键词］加油站；加油工；职业病危害因素；相关分析；苯

［中图分类号］R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2X（2019）03-0151-06

Investigation on Main Chemical Hazard Factors of 124 Gas-stations and

Their Distribution of A Ci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ZHANG Minhong，GUAN Youzhi，WANG Xueyu，ZHU Xiaoling，LI Qianlan，ZHOU Wei

Shenzhe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Center for Occupational Diseases，

Shenzhen 518020，Guangdong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find out the main chemical hazard factors and their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in gas stations，and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occupational disease

prevention strategy. Methods About 124 gas stations were selected by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test. Occupational health survey and workplace testing were conducted in these stations. The 860

workers who were working in these 124 gas

stations were organized for occupational health

examination. Two independent samples t- test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of

chemical harmful factors between gas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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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运输业的快速发展，车用汽油和

柴油的销售量也随之增加。2017 年汽油消费量

1.22 亿吨，同比增长 2.03%，柴油消费量 1.67 亿吨，

增速1.24%，同比提高6个百分点［1］。由于汽油、柴油

含有苯等多种化学物［2］，且长期职业性接触低浓度

苯类物质可对血液系统、肝肾功造成一定的损害［3］。

加油站为汽油、柴油主要零售场所，其作业人员存

在接触该类化学性有害因素的风险，目前国内对加

油站职业危害因素的研究主要采用定点采样的方

法［4-6］，但由于加油站作业人员为流动作业，该方法

无法真实反映作业人员的接触化学性有害因素的

情况，且大部分研究未关注油品销售量与作业人员

接触的化学性有害因素浓度的关系。为了了解加

油站存在的主要化学性有害因素，分析主要化学性

有害因素的分布特征与作业岗位、油品销售量等的

关系，研究主要化学性有害因素对作业人员健康的

影响，本研究于 2017-08/10分层随机抽取广东省某

市（以下称“本市”）124家加油站进行了职业卫生学

调查，采用个体采样的方法跟踪作业人员接触的化

学性危害因素浓度，并对 860名加油站作业人员进

行职业性健康检查，现将调查及体检结果报告如

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根据市安全管理综合信息系统记录，全

市共有加油站299家。于2017-08/10采用分层随机

抽样法，以行政区域划分的方式，分10个区，各区按

加油站在总加油站中的比重，确定各区抽取样本的

数量，每个区按单纯随机抽样抽取40%~50%的加油

站纳入研究范围，共抽取了 124 家加油站。将 124

家加油站的基本职业卫生情况、作业场所职业病危

害因素浓度，及 860名作业工人的职业健康情况作

为研究对象。

1.2 方法

1.2.1 职业卫生学现场调查 了解各加油站的一

般情况、作业人员的工作日写实、加油机的设置、油

品回收装置的设置，以及职业卫生防护设施、个人

防护用品的使用情况。

1.2.2 空气检测标准 依据 GBZ 159-2004《工作

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7］进行现场

空气采样，由于加油工作业时流动性较大，采用

attendants and cashiers. Par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tes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ales

volume and chemical concentration.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benzene exposure concentration and blood indicators，and Fisher’s accurate test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 of occupational abnormality rate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results between

workers of different genders. Results The concentration of n-hexane（t＝－5.899，P＜0.05），n-pentane

（t＝－7.942，P＜0.05）， isopentane （t＝－9.805，P＜0.05），n-heptane（t＝－2.672，P＜0.05），and

solvent gasoline （t＝－3.551，P＜0.05）contacted by the refueling worker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ashier （P＜0.05）. The sales volume of 95# gasoline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concentration of benzene（r＝0.161，P＝0.002），n- hexane（r＝0.114，P＝0.029） and n- heptane（r＝

0.102， P＝0.049） in contact with the workers，while the sales volume of 98# gasoline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concentration of benzene（r＝0.143，P＝0.006），n-hexane（r＝0.136，

P＝0.009）， n- pentane（r＝0.144， P＝0.006），isopentane（r＝0.117， P＝0.027） in contact with the

workers. The results of occupational health examination showed that 12.9% of the workers had

occupational- related abnormalities， the occupational contraindication rate was 1.9%，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occupational-related abnormal rates among workers of different genders（P＜

0.05）. Conclusion Thereare different degrees of benzene，nhexane，n-pentane，isopentane，n-heptane and

solvent gasoline contact among gas station operators. The concentration of chemical exposures of gas

station operators is related to the position and sales volume of oil products，and the occupational

haxards of chemical hazards to workers of different genders may be different.

Key words gasoline station；refueling worker；occupational hazard；correlation analysis；benz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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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air plus个体采样器对加油工及收银员分别进行

个体采样，将采样头别于作业人员胸前靠近呼吸带

处。按每家加油站各岗位作业人员不足 3名的，全

部列为采样对象，3~5名作业人员抽取2名，6~10名

作业人员抽取 3名，大于 10名作业人员抽取 4名的

规则进行采样，包括接触浓度最高和接触时间最长

的劳动者，采集作业人员接触空气中的苯、正己烷、

正庚烷、异戊烷、正戊烷和溶剂汽油；选取本市销售

量最大的 4家油品销售公司，每家公司抽取 2~3家

加油站采集现场在售油品，进行挥发性有机组分分

析，各油品挥发性有机组分采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

定性分析方法。作业人员接触的空气中苯、正己

烷、正庚烷、异戊烷、正戊烷、溶剂汽油浓度的检测

依据 GBZ/T 160.38-2007《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

测定 烷烃类化合物》［8］、GBZ/T 160.42-2007《工作

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芳香烃类化合物》［8］、GBZ/

T 160.40-2004《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混合

烃类化合物》［9］。检测结果的评价依据 GBZ 2.1-

2007《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10］。

1.2.3 职业健康检查标准 本项目组依据 GBZ

188-2014《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11］的要求对作业

人员实行职业健康检查。溶剂汽油、正己烷、苯的

体检项目分别依据该规范对汽油、正己烷、苯的体

检要求进行，相同的体检项目不重复体检，由于

GBZ 188-2014并未对正庚烷、异戊烷、正戊烷的接

触人员健康检查做具体要求，本次体检参考正己

烷的体检要求进行。正己烷的目标疾病为疑似职

业病（职业性慢性正己烷中毒）及职业禁忌证（多

发性周围神经病），苯的目标疾病为疑似职业病

（职业性慢性苯中毒和职业性苯所致白血病）和职

业禁忌证（造血系统疾病），溶剂汽油的目标疾病

为疑似职业病（职业性慢性溶剂汽油中毒、汽油致

职业性皮肤病）和职业禁忌证（严重慢性皮肤疾

患、多发性周围神经病）；当体检指标结果高于/低

于医学参考范围定义为异常，而出现以上目标疾

病相关体检指标异常，则定义为职业相关异常，职

业相关异常的人数与总体检人数的比为职业相关

异常率。

1.3 统计分析 建立Excel数据库，应用SPSS l8.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

比较加油工与收银员各化学性有害因素的差异，销

售量与化学物浓度的相关性用偏相关检验，作业人

员苯接触浓度与血液指标的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

关分析；不同性别作业人员的职业相关异常发生率

差异用Fisher确切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职业卫生调查结果 本次抽取的 124 家加油

站，加油工作业地点均为棚式、半敞开式作业场所，

收银员的作业地点均位于便利店内。作业人员的

生产班制均为四班三倒，每天作业 8 h，每周工作

6 d。现场作业人员均未配备防毒口罩、防渗透手

套。加油站在加油枪上安装了油气回收装置，部分

油站装有工业风扇。

2.2 加油站存在的主要化学有害因素 对随机抽

取的 10家加油站，采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定性分

析方法对加油站销售的油品进行挥发性有机组分

定性分析，共检测92#汽油6份，95#汽油7份，98#汽

油6份，柴油6份，结果显示，92#汽油、95#汽油、98#

汽油的挥发性有机组分主要包括苯、正己烷、正庚

烷、异戊烷、正戊烷等职业危害因素，柴油的挥发性

有机组分主要包括正己烷、异戊烷、正戊烷等职业

危害因素（表1）。

表1 2017年广东省某市加油站油品挥发性有机组分定性

分析中各职业危害因素相对百分比含量

项目名称

苯

正己烷

正戊烷

异戊烷

正庚烷

92#汽油

0.7

3.5

10.6

20.4

0.8

95#汽油

0.8

3.0

8.9

15.9

1.1

98#汽油

1.1

1.7

6.2

13.0

0.8

柴油

－

1.4

－

2.7

－

注：“－”表示未检出。

2.3 作业岗位对接触水平的影响 为了解加油站

不同作业岗位接触职业危害因素浓度的差异，课题

组对124家加油站加油棚作业的加油工及便利店内

的收银员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的水平进行检测，共采

集加油工空气样品 1 494份和收银员空气样品 738

份。检测结果显示所有的化学有害因素均低于接

触限值（表 2）。采用两独立样本资料的 t检验对加

油工及收银员接触的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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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加油工接触的正己烷、正戊烷、异戊烷、正

庚烷、溶剂汽油的浓度高于收银员，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表2）。

2.4 油品销售量对接触水平的影响 收集各油站

油品平均月销售量，与作业人员现场接触化学性危

害因素进行偏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 95#汽油销售

量与现场作业人员接触的苯、正己烷、正庚烷浓度

存在正相关（P＜0.05）；98#汽油销售量与现场作业

人员接触的苯、正己烷、正戊烷、异戊烷浓度存在正

相关（P＜0.05）（表3）。

表2 2017年广东省某市加油站主要岗位员工接触化学毒物时间加权平均浓度

工种

加油工（n＝249）

收银员（n＝123）

t值

P值

苯/mg·m-3

0.11±0.10

0.10±0.01

－1.729

0.085

正己烷/mg·m-3

0.31±0.50

0.12±0.09

－5.899

0.000*

正戊烷/mg·m-3

1.38±2.12

0.27±0.45

－7.942

0.000*

异戊烷/mg·m-3

3.28±3.92

0.65±1.09

－9.805

0.000*

正庚烷/mg·m-3

0.12±0.11

0.10±0.01

－2.672

0.008*

溶剂汽油/mg·m-3

2.32±7.43

0.58±1.42

－3.551

0.000*

注：*按α＝0.05的检验水准，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3 2017年广东省某市加油站油品销售量与现场作业人员接触化学性危害因素相关分析结果

油品

柴油

92#汽油

95#汽油

98#汽油

相关系数

苯

－

0.161（0.002*）

0.143（0.006*）

0.023（0.666）

正己烷

－0.064（0.217）

0.114（0.029*）

0.136（0.009*）

－0.064（0.463）

正戊烷

－

0.080（0.124）

0.144（0.006*）

－0.054（0.977）

异戊烷

－0.088（0.090）

0.038（0.462）

0.117（0.024*）

0.003（0.961）

正庚烷

－

0.102（0.049*）

0.095（0.068）

－0.034（0.219）

溶剂汽油

－0.075（0.153）

0.045（0.390）

0.013（0.798）

0.053（0.307）

注：“－”表示未检出；括号内为P值；*按α＝0.05的检验水准（双侧），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5 加油工的职业体检结果 对 124 家加油站的

860 名作业人员的职业健康检查结果进行收集分

析，结果显示未发现与职业危害因素相关疾病人员

的百分比为87.1%，12.9%的作业人员出现与职业相

关异常需进一步复查，其中有29例为血红蛋白浓度

偏低，25 例为血白细胞计数明显偏低/偏高，16 例

确诊为职业禁忌证，发生率为 1.9%。结果显示不

同性别的作业人员与职业相关异常结果，对不同的

作业人员与职业相关异常率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Fisher 确切检验，P＝0.000＜

0.05）。但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作业人员接触的

苯浓度与作业人员血红蛋白浓度（r＝－0.041，P＝

0.517）、血小板数（r＝0.010，P＝0.870）、中性粒细胞

数（r＝－0.054，P＝0.393）、白细胞数（r＝0.132，P＝

0.370）不存在统计学相关（表4）。

表4 2017年广东省某市加油站860名作业人员

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项目

血白细胞计数明显偏低

血白细胞计数明显偏高

血葡萄糖明显偏高

血小板计数偏高

尿糖1-4+

手麻木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血红蛋白浓度偏低

中性粒细胞绝对值偏低

人数

860

860

860

860

860

860

860

860

860

异常人数

女

4

4

1

6

0

1

0

24

7

男

1

16

21

6

7

1

1

5

6

合计

5

20

22

12

7

2

1

29

13

异常率

/%

0.6

2.3

2.6

1.4

0.8

0.2

0.1

3.4

1.5

职业禁忌

人数

0

0

0

0

0

0

1

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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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油品挥发性有机组分分析结果显示，汽油挥发

性有机组分中含有苯、正己烷、正戊烷、异戊烷、正

庚烷、溶剂汽油，而柴油挥发性有机组分中含有正

己烷、异戊烷。显示油站作业人员有可能接触以上

各种化学物质，现场检测结果也显示加油站作业人

员存在不同程度的苯、正己烷、正戊烷、异戊烷、正

庚烷、溶剂汽油接触，之前也有报道加油站现场空

气中苯、正己烷、溶剂汽油都有不同程度的检出［4-6］，

这与广东省某市加油站加油工职业病危害现状调

查结果一致［12］。

加油工及收银员的接触水平比较分析结果显

示，加油工接触正己烷、正戊烷、异戊烷、正庚烷、溶

剂汽油的浓度高于收银员，且有统计学差异。庄焰

林等［4］也曾报道加油枪附近苯、溶剂汽油的浓度高

于办公点浓度，这与加油过程手持加油枪，近距离

接触汽油及柴油等油品有关，表明加油作业虽然为

室外敞开作业，但接触以上各种化学物的风险仍较

收银员高。

油品销售量与接触水平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

油品的销售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作业工人接触

有害化学物的浓度，作业工人接触的苯、正己烷浓

度与 95#、98#汽油销售量呈正相关，作业工人接触

的正庚烷浓度与 95#汽油销售量成正相关，作业工

人接触的正戊烷、异戊烷浓度与 98#汽油销售量呈

正相关。

体检结果显示，长期接触低浓度苯可引起造血

液系统损害，血象异常最早主要表现为持续性白细

胞计数减少，中度中毒可见红细胞计数偏低或减

少，重度中毒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白细胞、血小

板都明显减少［13］。本次研究发现有部分工人出现

血液系统异常，职业接触相关异常率较高（12.9%），

甚至有 1.9%确诊为职业禁忌证，但本次研究作业

人员接触苯浓度与各血液指标无统计学相关，这

可能与加油站为敞开式作业场所，作业现场苯的

浓度受天气、风速、气温等影响较大，浓度较低，且

血液指标容易受体检人员近期身体状况的影响有

关。由于苯是无阈值致癌物，且有报道显示长期低

剂量接触苯会引起工人白细胞、血小板计数显著降

低［14-15］，Dong-Hee Koh等［16］发现男性工人的红细

胞计数与低水平苯暴露显着负相关，Eman SALEM

等［17］发现职业暴露于苯的汽油站工人DNA片段化

增加，微核率增加和白细胞活力降低；因此长期低

浓度接触苯等有机化学物的危害仍值得重视的。

长期接触正己烷可导致多发性周围神经病变，主要

表现为四肢远端痛触觉减退等症状［13］，本次研究未

发现正己烷的疑似职业病，但结果发现 2名作业人

员出现手麻木、7名作业人员尿糖 1～4＋、1名作业

人员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这些症状均有增加其患

病的风险，由于正己烷的发病过程具有隐匿性，因

此加油站作业人员正己烷的接触仍值得关注。

综上所述，建议加油站即使在各化学性有害因

素低于职业接触限值情况下，仍应做好职业防护。

①普及加油枪油品回收装置的安装，并做好保养维

护；②佩戴防渗透手套，避免化学物经皮肤吸收；③
有条件的油站，建议加装机械排风设施，加强作业

场所通风；④规范作业人员的操作，避免滴、漏等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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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2017年凉山州吸毒人群艾滋病等血源性疾病
哨点监测结果分析

王科，余刚，尹碧波，王菊

［摘要］目的 了解凉山州不同地区吸毒人群艾滋病流行情况和流行因素，为该人群艾滋病防治措施的制定提供参考依

据。方法 在2017-04/06哨点监测期内，选取吸毒人群监测样本进行现场问卷调查和血清学调查，样本来源于强制戒毒

所、社区、美沙酮门诊调查，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结果 本次监测以男性、彝族、20~50岁、在婚、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

以下为主，注射吸毒行为和共用针具行为美姑县最高，所占比例分别是81.60%和50.80%，吸毒后性行为最低的是西昌，所

占比例是8.18%，各县最近1年，与配偶/同居者有性行为的人数所占比例较高，同时伴有少许的商业性性行为，并且存在从

未使用安全套的情况，西昌HIV抗体确认结果阳性率最低（9.23%），HIV抗体确认结果阳性率最高的是越西、昭觉、美姑，

阳性率分别为38.0%、33.20%和27.20%。梅毒阳性率最低的2位是美姑县和金阳县，分别为0.80%和1.20%，HCV抗体检

测结果阳性率最高的是越西县49.20%，最低的是金阳县20.00%。结论 注射吸毒和共用针具行为及吸毒后性行为是感

染HIV、梅毒、丙肝的主要因素；其次，安全性性行为能减少HIV、梅毒、丙肝的性传播。安全套宣传和发放/艾滋病咨询与

检测、社区药物维持治疗/清洁针具提供/交换、同伴教育均是预防艾滋病传播的良好方式。

［关键词］吸毒人群；哨点监测；艾滋病

［中图分类号］R512.91；R18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028（2019）03-0156-06

Analysis of Surveillance Results of Blood-borne Disease Such as AIDS

Among Drug Users in Liangshan Prefecture in 2017

WANG Ke，YU Gang，YIN Bibo，WANG Ju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Liangshan Prefecture 61500，Sichu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epidemic situation and epidemic factors of AIDS among drug

users in different areas of Liangshan prefecture. In order to provide basi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strategies and measures of AIDS among drug users. Methods During the sentinel

surveillance period from April to June 2017， samples of drug users were selected for on- site

questionnaires and serological surveys， and the comparison of rates were analyzed by chi- square

test， samples were selected from compulsory

drug rehabilitation centers， communities and

methadone clinics. Results Male of Yi

nationality，20- 50 ages old，married，education

level was lower than high school was the

main sample we selected. Meigu County h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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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吸毒是我国艾滋病感染的主要途径之一［1］，

因此，吸毒人群是艾滋病哨点监测重点人群［2］。四

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凉山州”）艾滋病

疫情严重，艾滋病相关危险因素广泛存在。吸毒人

群艾滋病哨点监测是选择吸毒人群对其进行定点、

定时及定量监测，能准确反映该类人群艾滋病病毒

感染率的变化趋势，是了解吸毒者艾滋病感染率和

相关危险行为变化的重要方法。把握高危人群行

为发生情况，对于把握当地艾滋病流行态势具有重

大意义［3］。2018年，凉山州新报告病例中，以注射吸

毒为传播途径的占 19.60%，异性传播占 65.50%，传

播途径的构成已经由注射吸毒传播为主向异性传

播为主转变，艾滋病的流行规律表明，HIV在吸毒人

群中流行一段时间后，将通过无保护的性行为导致

其在性乱人群及吸毒者的配偶或性伴中流行，吸毒

者已成为将艾滋病和性病向一般人群传播的“桥梁

人群”［4］，因此，为了控制凉山州艾滋病在吸毒人群

中的传播，以及对一般人群的危及，本研究对 2017

年凉山州吸毒人群哨点监测结果进行分析，以期为

制定吸毒人群艾滋病防治措施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样本来源 2017年凉山州吸毒人群哨点监测

所选取的样本来源于7个县，计划总样本量为1 900

人，均为国家级哨点，布拖、甘洛、金阳、美姑、西昌、

越西和昭觉 7个县哨点监测中，西昌计划样本量是

400人，其余县均为 250人，凉山州实际完成样本量

1 901，西昌完成样本量 401，其余均与计划相符，本

次监测的样本来源监管场所和社区的比例为0.5∶1，

样本来源以社区为主，占2/3，符合方案的要求。

1.2 对象 监测对象为监管场所吸毒者、社区吸毒

者和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的吸毒者，包括口服、吸

入和注射海洛因、可卡因、鸦片、大麻、吗啡、冰毒、

K-粉、摇头丸和麻古等毒品的人。年龄范围介于

15~65岁。

1.2.1 监管场所吸毒者 对监测期内新进入监管

场所的所有吸毒者（包括已知的既往艾滋病抗体阳

性者）。

1.2.2 社区吸毒者 在社区内采用滚雪球等方法

招募监测对象。

1.2.3 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的吸毒者 最近1个月

吗啡尿检阳性者可作为吸毒者监测对象，尿检阴性

者严禁纳入。

如果社区或监管场所单独设点不能满足监测样

本量要求，可在本地区的监管场所或社区进行补充，

但两者的比例要相对固定。在社区设立的监测哨点，

社区吸毒者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二；在监管场所设立的

监测哨点，监管场所吸毒者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二。

1.3 各类人群监测方法 哨点监测由凉山州 7 个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承担，具体是布拖、甘洛、金

the highest injecting drug use and needle sharing behaviors， the rate was 81.60% and 50.80%

respectively. Xichang had the lowest sex behavior after drug taking，with a proportion of 8.18%. In

recent year of each county， the proportion of people who had sex with their spouses/cohabitants

was higher， meanwhile there were some commercial sex behavior， and the situation was existed

that some of them were never using condom. The positive rate of HIV antibody confirmation in

Xichang was the lowest （9.23%）. The highest positive rate of HIV antibody confirmation was

Yuexi， Zhaojue and Meigu these three counties， with the positive rate of 38.0% ， 33.20% and

27.20% respectively. The lowest positive rate of syphilis was Meigu and Jinyang county， which

were 0.80% and 1.20% respectively. The highest positive rate of HCV antibody test was 49.20% in

Yuexi county，and the lowest was 20.00% in Jinyang county. Conclusion Injection drug use，needle

sharing and sexual behavior after drug taking are the main factors of infection of HIV，syphilis and

hepatitis C. Secondly，safe sexual behavior can reduce the sexual transmission of HIV，syphilis and

hepatitis C. Promo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condom， counseling and testing of AIDS， drug

maintenance treatment in community，provide and change into the clean needle，education both for

couples are all good ways to prevent the spreading of AIDS.

Key words drug users；sentinel surveillance；A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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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美姑、西昌、越西、昭觉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具

体方法如下。

监测周期为 1 次/年。4-6 月为哨点监测期，监

测期内按照方案的要求抽取样本量进行现场问卷

调查和血清学检测。

1.4 监测内容 监测内容包括年龄、性别、婚姻、户

籍、民族、文化程度等一般人口学信息；血清学信息

包括艾滋病病毒（HIV）抗体检测、梅毒抗体检测以

及丙肝（HCV）抗体检测情况；行为学信息包括性行

为、吸毒行为等高危行为信息。艾滋病防治有关信

息包括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问题共 8题，答对 6

题为合格）、接受检测和行为干预服务的情况等。

监测时所采用的问卷源于《全国艾滋病哨点监测实

施方案（2017版）》中的吸毒者调查问卷，所有的监

测对象都须要参加调查。

1.5 统计分析 问卷通过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信

息系统哨点监测模块直接录入，数据通过网络导

出，采用SPSS 18.0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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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情况 吸毒人群均以男性为主，年龄主要

分布在20～50岁，民族除了西昌的样本汉族所占比

例为 73.57%外，其余各县样本都是以彝族为主，婚

姻状况以已婚为主，西昌的婚姻状况已婚人数构成

比相对其他 6 县较低，为 46.38%，文化程度以高中

及中专以下为主，各县人口学特征的构成比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性别、年龄、民族、婚姻、文化程度χ2值

分别为30.258、192.028、368.456、132.511和407.672，

P均＝0.000）（表1）。

表1 2017年凉山州样本县吸毒人群哨点监测一般情况

一般信息

性别

男

女

年龄/岁

0~

20~

40~

≥60

民族

彝族

汉族

其他

婚姻状况

未婚

在婚

同居

离异或丧偶

文化程度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或中专

大专及以上

布拖县

209（83.60）

41（16.40）

1（2.56）

128（10.25）

102（17.80）

19（47.50）

250（100.00）

0（0.00）

0（0.00）

20（8.00）

192（76.80）

29（11.60）

9（3.60）

156（62.40）

61（24.40）

32（12.80）

0（0.00）

1（0.40）

甘洛县

249（99.60）

1（0.40）

2（5.13）

173（13.85）

69（12.04）

6（15.00）

218（87.20）

25（10.00）

7（2.80）

72（28.80）

161（64.40）

0（0.00）

17（6.80）

143（57.20）

80（32.00）

26（10.40）

1（0.40）

0（0.00）

金阳县

246（98.40）

4（1.60）

23（58.97）

146（11.69）

75（13.09）

6（15.00）

243（97.20）

4（1.60）

3（1.20）

56（22.40）

191（76.40）

0（0.00）

3（1.20）

76（30.40）

134（53.60）

33（13.20）

6（2.40）

1（0.40）

美姑县

213（85.20）

37（14.80）

6（15.38）

166（13.29）

75（13.09）

3（7.50）

243（97.20）

6（2.40）

1（0.40）

68（27.20）

180（72.00）

0（0.00）

2（0.80）

163（65.20）

80（32.00）

7（2.80）

0（0.00）

0（0.00）

西昌市

338（84.29）

63（15.71）

2（5.13）

241（19.30）

156（27.23）

2（5.00）

94（23.44）

295（73.57）

12（2.99）

85（21.20）

186（46.38）

56（13.97）

74（18.45）

7（1.75）

100（24.94）

190（47.38）

78（19.45）

26（6.48）

越西县

229（91.60）

21（8.40）

5（12.82）

204（16.33）

40（6.98）

1（2.50）

221（88.40）

24（9.60）

5（2.00）

62（24.80）

182（72.80）

0（0.00）

6（2.40）

21（8.40）

206（82.40）

20（8.00）

2（0.80）

1（0.40）

昭觉县

220（88.00）

30（12.00）

0（0.00）

191（15.29）

56（9.77）

3（7.50）

247（98.80）

1（0.40）

2（0.80）

30（12.00）

201（80.40）

0（0.00）

19（7.60）

172（68.80）

57（22.80）

20（8.00）

1（0.40）

0（0.00）

χ2值

30.258

192.028

368.460

132.510

407.670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注：括号内为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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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各县知识知晓、行为及实验室检测情况 哨点

监测问卷内容涉及的艾滋病知识、吸毒行为、性行

为均是哨点监测的重要内容，均是艾滋病感染的影

响因素，知识知晓合格率甘洛县 35.60%，是 7 个县

中最低的，注射吸毒行为和共用针具行为美姑县最

高，分别是 81.60%和 50.80%，有吸毒后性行为最低

的是西昌，比例是8.18%，各县最近1年与配偶/同居

者有性行为的人数所占比例较高，均在 90.00%以

上，同时伴有少许的商业性性行为，甘洛、昭觉、越

西、西昌分别为 23.58%、33.00%、22.14%和 18.59%，

并且有从未使用安全套的情况存在，各县吸毒行为

（χ2＝20.49，P＝0.005）和性行为（χ2＝466.623，P＝

0.000）构成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同时，对HIV抗

体确认结果阳性率、梅毒检测结果阳性率、HCV抗

体检测结果阳性率做卡方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22.813，P＝0.029），西昌 HIV 抗体确认结果阳

性率最低，为9.23%，HIV抗体确认结果阳性率最高

的是越西、昭觉、美姑，阳性率分别为38.0%、33.20%

和 27.20%。梅毒阳性率最低的 2 位是美姑县和金

阳县，分别为0.80%和1.20%，HCV抗体检测结果阳

性率最高的是越西县 49.20%，最低的是金阳县

20.00%（表2，表3）。

表2 2017年凉山州吸毒人群哨点监测知识知晓、吸毒行为、性行为情况

地区

布拖县

甘洛县

金阳县

美姑县

西昌市

越西县

昭觉县

χ2值

P值

应答人数

250

250

250

250

401

250

250

知识知晓

合格率

（答对6题

以上合格）

208（83.20）

89（35.60）

250（100.00）

242（96.80）

358（89.28）

241（96.40）

237（94.80）

2 315.098

0.00<0.05

吸毒行为

注射吸毒

行为/%

101（40.40）

73（29.20）

62（24.80）

204（81.60）

138（34.41）

102（40.80）

43（17.20）

20.490

0.005<0.05

共用针具

行为/%

41（16.40）

43（17.20）

9（3.60）

127（50.80）

34（8.48）

95（38.00）

39（15.60）

性行为

最近1年

有吸毒后

性行为/%

42（25.15）

31（12.60）

31（16.94）

38（16.67）

22（8.18）

18（13.74）

69（34.50）

466.623

0.00<0.05

最近1年

与配偶/同

居者有性

行为/%

153（96.84）

155（95.68）

181（99.45）

160（97.56）

216（97.30）

115（95.83）

161（93.06）

最近1年与配

偶同居者性行

为时从未使用

安全套/%

46（30.07）

116（74.84）

35（19.34）

1（0.63）

136（62.96）

3（2.61）

12（7.45）

最近1年

与商业性

伴有性行

为/%

4（2.40）

58（23.58）

1（0.55）

0（0.00）

50（18.59）

29（22.14）

66（33.00）

最近1年与商\

业性伴性行为

时从未使用安

全套/%

3（75.00）

6（10.34）

0（0.00）

0（0.00）

10（20.00）

0（0.00）

1（1.52）

注：括号内为百分率。

表3 2017年凉山州吸毒人群实验室检测结果

地区

布拖县

甘洛县

金阳县

美姑县

西昌市

越西县

昭觉县

采血

人数

250

250

250

250

401

250

250

HIV抗体

确认结果

阳性

55

34

29

68

37

95

83

梅毒检测

结果阳性

16

15

3

2

29

26

12

HCV抗体

检测结果

阳性

98

93

50

79

177

123

111

HIV抗体

确认结果

阳性率/%

22.00

13.60

11.60

27.20

9.23

38.00

33.20

梅毒检测

结果阳性

率/%

6.40

6.00

1.20

0.80

7.25

10.40

4.80

HCV抗体

检测结果

阳性率/%

39.20

37.20

20.00

31.60

44.25

49.20

44.40

χ2值

22.813

P值

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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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艾滋病宣传干预服务 对最近1年，接受过的

有关预防艾滋病服务进行统计，安全套宣传和发放/

艾滋病咨询与检测占88.30%、社区药物维持治疗/清

洁针具提供/交换占38.60%、同伴教育占25.20%，统

计结果说明最近1年，调查者接受的预防艾滋病服务

以安全套宣传和发放及艾滋病咨询检测为主（表4）。

表4 最近1年凉山州哨点监测吸毒人群艾滋病宣传干预服务接受情况

最近1年，

是否接受过？

否

是

合计

安全套宣传和发放/艾滋病咨询与检测

频数

222

1 679

1 901

百分比

11.68

88.32

100.00

社区药物维持治疗 /清洁针具提供/交换

频数

1 168

733

1 901

百分比

61.40

38.60

100.00

同伴教育

频数

1 422

479

1 901

百分比

74.80

25.20

100.00

3 讨论

本次吸毒人群哨点监测以男性、彝族、20～50

岁、在婚、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以下为主，其中，西

昌的样本以汉族为主。根据有关资料报道，吸毒人

员的构成以中青年、文化程度低、卫生观念淡薄者

为多，而且不易戒断，复吸率极高［5］。文化程度较

低，知识知晓、风险意识不足，增大了艾滋病感染危

险性，是行为干预重点亚群［6］，应加强对性病、艾滋

病的监测力度，同时在这部分人群中开展性病、艾

滋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和行为干预，让他们更多

的了解性病、艾滋病的危害，增强防范意识，降低行

为风险［7-8］。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布拖、甘洛、金阳、美

姑、西昌、越西、昭觉分别为 83.20% 、35.60% 、

100.00%、96.80%、89.28%、96.40%和 94.80%，注射

吸毒行为和共用针具行为美姑县最高，有吸毒后性

行为所占比例最低的是西昌，实验室检测结果西昌

HIV抗体确认结果阳性率最低，为9.23%，HIV抗体

确认结果阳性率最高的是越西、昭觉、美姑，阳性率

分别为 38.0%、33.20%和 27.20%。梅毒阳性率最低

的两位分别是美姑县（0.80%）和金阳县（1.20%），

HCV抗体检测结果阳性率最高的是越西县49.20%，

最低的是金阳县20.00%。

从调查结果来看，各县最近 1 年，与配偶/同居

者有性行为的人数所占比例较高，同时伴有少许的

商业性性行为，并且存在从未使用安全套的情况，

这些有商业性性为者在发生性关系时几乎不使用

安全套，吸毒群体中有很大部分人对艾滋病知识

知之甚微，普遍存在共用针具及不使用安全套的情

况。如果不加强对这一群体的干预力度，艾滋病会

在这一群体中快速的蔓延和传播，更可怕的是会在

他们的性伴和配偶当中蔓延和传播，通过这一些桥

梁人群，最终危及普通人群［9］，其对家庭和社会的危

害更大，应提倡洁身自爱，一夫一妻，避免婚前性行

为，并推广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10］。可见，注射吸

毒和共用针具行为及吸毒后性行为是感染HIV、梅

毒、丙肝的主要因素，其次，安全性性行为能减少

HIV、梅毒、丙肝的性传播。根据这些特点，健康教

育中应针对不同的人群选择不同重点的内容，可能

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还需继续加强清洁

针具交换，安全套推广、自愿咨询检测等综合干预

工作，降低吸毒人群艾滋病相关的危险行为［11］。

疾病监测的目的是掌握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

及其相关因素，为制定预防、控制策略和措施，评价

效果，提供科学依据［12］。当前，性传播已经成为艾

滋病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商业性行为、吸毒现象及

性病感染等高危因素并存［13］，吸毒人群的艾滋病防

控还面临着较大的挑战和压力，在吸毒人群中开

展多病种的联合监测，并实施更有针对性的健康

教育和行为干预已成为防治性病艾滋病的当务之

急［14］。吸毒人群是艾滋病感染的高危人群之一。

了解吸毒人群艾滋病感染状况，科学开展艾滋病防

控工作［15］，还应该对广大人民群众宣传艾滋病等传

染病的危害，防止艾滋病等传染病由吸毒人群传播

到一般人群中［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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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2018年仁寿县农村中小学生生长发育及营养现况调查分析

周羽莎，邓春梅，吴宗达，黄河，但军

［摘要］目的 了解仁寿县7~19岁农村中小学生生长发育及营养状况，为改善仁寿农村中小学生生长发育和营养状况提

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法，分别在仁寿县60个镇（乡）辖区各随机抽取1所小学和1所（包括初中和高

中）或1所九年制学校中学，对所有学生进行身高、体重测量，数据运用SPSS 21.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身高、体重情况采

用 t检验、生长发育状况采用描述性统计、低体重、超重和肥胖检出情况采用χ2检验，检验水准α＝0.05，并与2014年全国学

生体质健康调研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本次调查 7~19岁男生、7~15岁及 19岁女生平均身高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19

岁男生、7~14岁女生平均体重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低体重检出率为 3.3%、超重检出率为 9.7%、肥胖检出率为 6.2%；小

学肥胖检出率为 6.8%，高于初中、高中组（P＜0.05），高中超重检出率为13.0%，高于小学、初中组（P＜0.05）；男生低体重

检出率为4.1%，高于女生2.4%（P＜0.05），男生超重检出率为8.8%，低于女生10.5%（P＜0.05）。结论 仁寿县农村中小学

生整体生长发育水平落后，低体重和超重肥胖同时存在，应加大农村中小学生营养改善投入力度，重点关注小学生肥胖、

高中生超重、男生营养不良情况，共同促进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关键词］农村中小学生；生长发育；营养状况

［中图分类号］R1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2X（2019）03-0162-05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Growth and Nutrition Status

of Rural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Renshou County in 2018

ZHOU Yusha，DENG Chunmei，WU Zongda，HUANG He，DAN Jun

Renshou County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Meishan 620599，Sichu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growth and nutritional status of rural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ged 7-19 in Renshou Count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growth and nutritional status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Renshou County. Methods By using the method of

stratified random cluster sampling，this study selected a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from each of

the 60 towns （township） districts in Renshou County. All the students were measured in height and

weight， the data were processed and analyzed

by SPSS 21.0， t- test was used for height and

weight analysi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were

conducted for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nalysis，

and chi- square test was performed for low

weight， overweight and obesity analysis， with

162



职业卫生与病伤 2019年6月第34卷第3期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Damage June 2019，Vol. 34，No.3

作为衡量人群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社会学研

究常把不同群体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水平、营养

状况结合其患病率、死亡率等，组成综合评价体系，

用于衡量社区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评估公共卫生

的公平性。而中小学生是处于旺盛生长发育时期

的群体，其生长发育和健康状况与未来生活质量密

切相关，也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健康水平、素质和国

家的未来［1］。2016年四川省农村学龄儿童青少年营

养状态调查结果显示，四川省农村学龄儿童面临营

养不良和营养过剩的双重挑战，且营养不良状况更

为突出［2］。本研究通过对2018年仁寿县农村7～19

岁中小学生身高、体重进行分析，了解其生长发育

和营养状况，为改善仁寿县农村中小学生生长发育

和营养状况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法分别在仁寿县

60 个镇（乡）辖区各随机抽取1所小学、1所中学（包

括初中和高中）或1所九年制学校，每所学校所有在

校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共计 50 038 名，男生 25 846

名（51.7%），女生24 1921名（48.3%）。

1.2 方法 依据学生健康检查技术规范［3］，经过统

一培训后，对学生的身高、体重进行测量，并计算

BMI值，按照《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4］分年级性

别的BMI判断为正常体重、低体重、超重和肥胖，所

得结果与 2014 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结果［5］对

比。

1.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21.0软件进行数据整

理与统计分析，身高、体重情况采用 t检验、生长发

育状况采用描述性统计、低体重、超重和肥胖检出

情况采用χ2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身高、体重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2018年仁寿

县农村中小学 7~l9 岁男生、7~15 岁及 19 岁女生平

均身高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19岁男生、7~14岁

女生平均体重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 16~18岁女

生平均体重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表1）。

2.2 生长发育状况 仁寿县农村中小学生身高、体

重均值随年龄的增加总体呈上升趋势。男女身高

发育曲线显示有两次交叉，第 1 次交叉的年龄为 9

岁，较全国提前 1岁，第 2次交叉年龄为 13岁，较全

国推迟 1岁。男女体重发育曲线显示有 2次交叉，

年龄分别为10和13岁，全国体重曲线无交叉（图1，

图2）。

2.3 低体重、超重和肥胖检出情况

2.3.1 不同学段学生低体重、超重和肥胖检出情

α＝0.05. This study also compared the data with the results of 2014 national students’ physical

health survey. Results The average height of boys aged 7- 19，girls aged 7- 15 and girls aged 19

were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The average weight of boys aged 7-19 and girls aged 7-14

were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The detection rate of low body weight was 3.3%， that of

overweight was 9.7%， and the obesity detection rate was 6.2% . The detection rate of obesity in

primary school was 6.8%，higher than that in middle school and high school group （P＜0.05），and

the high school overweight detection rate was 13.0%，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primary school

and middle school group （P＜0.05）. The detection rate of low body weight for boys was 4.1%，

higher than the 2.4% in girls （P＜0.05），and the detection rate of overweight for boys was 8.8%，

lower than the 10.5% in girls （P＜0.05）. Conclusion The overall growth and development level of

rural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Renshou County was backward， low body weight and

overweight and obesity existe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the investment in

nutrition improvement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rural areas，focus on the obesity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overweight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malnutrition of boys，and promote

the healthy growth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Key words rural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growth and development；nutritional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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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8年仁寿县7~19岁中小学生身高发育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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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全国男女生数据来源于 2014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

结果

图2 2018年仁寿县7~19岁中小学生体重发育曲线

表1 2018年仁寿县农村中小学生身高体重均值与2014年调研全国同龄学生比较

性别

男

女

年龄/岁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身高/cm

仁寿

124.3±5.7

128.7±5.9

134.5±6.7

138.9±6.8

144.1±7.2

150.5±8.8

158.4±8.3

163.7±7.2

165.8±6.8

167.7±7.3

169.2±6.8

168.0±7.4

168.9±5.9

123.1±5.7

127.8±6.4

134.8±7.5

140.7±7.6

146.8±7.2

151.6±6.7

155.6±5.9

157.0±5.7

157.7±6.4

160.2±7.5

160.3±6.6

160.2±7.5

157.1±7.8

全国

126.6

132.0

137.2

142.1

148.1

154.5

161.4

166.5

169.8

171.4

172.1

172.0

172.4

125.1

130.5

136.3

142.6

149.3

153.7

157.0

158.7

159.4

159.8

159.8

159.4

160.2

t值

－19.883

－31.552

－24.049

－27.053

－30.116

－20.766

－17.549

－20.769

－22.205

－13.199

－10.558

－9.079

－4.360

－16.227

－23.604

－11.653

－14.416

－18.443

－13.907

－11.756

－15.270

－8.716

1.437

1.636

1.529

－2.576

P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151

0.102

0.128

0.014

体重/kg

仁寿

25.5±4.8

27.8±5.5

31.4±7.0

34.6±7.7

38.2±8.8

42.4±9.8

47.6±9.6

52.4±10.0

54.9±8.9

57.9±9.9

60.5±10.1

59.7±9.5

61.3±10.5

24.3±4.0

26.7±4.9

30.8±6.6

34.9±7.9

39.1±8.2

42.9±8.1

47.5±7.8

50.1±7.6

51.4±7.9

54.2±8.3

54.9±8.5

54.0±8.0

53.8±9.3

全国

26.6

29.9

33.6

37.2

41.9

46.6

52.0

56.2

59.5

61.5

63.3

63.5

63.5

24.7

27.6

31.3

35.5

40.6

44.5

48.0

50.4

51.6

52.7

53.0

52.6

52.4

t值

－11.074

－21.738

－18.820

－19.035

－23.272

－19.365

－22.870

－20.371

－19.747

－9.355

－6.630

－6.643

－1.536

－4.618

－10.574

－4.059

－4.448

－9.944

－8.366

－2.981

－1.981

－0.936

4.695

5.103

2.639

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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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

＜0.01

＜0.01

＜0.01

＜0.01

0.003

0.048

0.349

＜0.01

＜0.01

0.09

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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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低体重检出率为 3.3%、超重检出率为 9.7%、肥

胖检出率为6.2%。小学肥胖检出率为6.8%，高于初

中、高中组（χ2＝73.752，P＜0.05），高中超重检出率

为 13.0%，高于小学、初中组（χ2＝49.915，P＜0.05），

不同学段低体重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表2）。

2.3.2 不同性别学生低体重、超重和肥胖检出情

况 男生低体重检出率为 4.1%，高于女生 2.4%

（χ 2＝110.208，P＜0.05），男生超重检出率为 8.8%，

低于女生 10.5%（χ2＝41.757，P＜0.05），男生和女生

肥胖检出率分别为 6.1%和 6.3%，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χ2＝0.886，P＞0.05）。对各学段内男女学生进

行比较，除高中超重检出率、小学和初中肥胖检出

率在不同性别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P＞0.05），

其他结果与总体结果相同且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表3）。

表3 2018仁寿县不同性别农村中小学生低体重、超重和肥胖检出情况

学段

小学

初中

性别

男

女

χ2值

P值

男

女

χ2值

P值

体检人数

17 086

16 175

7 458

6 820

低体重

648（3.8）

452（2.8）

25.887

＜0.01

345（4.6）

115（1.7）

98.736

＜0.01

超重

1 589（9.3）

1 680（10.4）

11.065

0.01

530（7.1）

708（10.4）

48.243

＜0.01

肥胖

1 181（6.9）

1 090（6.7）

0.392

0.531

338（4.5）

341（5.0）

1.722

0.189

学段

高中

合计

性别

男

女

χ2值

P值

男

女

χ2值

P值

体检人数

1 302

1 197

25 846

24 192

低体重

59（4.5）

14（1.2）

24.856

＜0.01

1 052（4.1）

581（2.4）

110.208

＜0.01

超重

164（12.6）

162（13.5）

0.484

0.487

2 283（8.8）

2 550（10.5）

41.757

＜0.01

肥胖

62（4.8）

98（8.2）

12.210

＜0.01

1 581（6.1）

1 529（6.3）

0.886

0.347

注：括号内为百分率/%。

表2 2018仁寿县不同学段农村中小学生低体重、

超重和肥胖检出情况

学段

小学

初中

高中

χ2值

P值

体检人数

33 261

14 278

2 499

低体重

1 100（3.3）

460（3.2）

73（2.9）

1.208

0.547

超重

3 269（9.8）

1 238（8.7）

326（13.0）

49.915

＜0.01

肥胖

2 271（6.8）

679（4.8）

160（6.4）

73.752

＜0.01

注：括号内为百分率/%。

3 讨论

儿童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旺盛时期，生长发

育水平和营养状况值得全社会人群给予高度重

视。身高、体重是反映人体生长发育的基本指标，

而营养状况是衡量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营养不良

会直接影响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而营养过剩引

起的超重、肥胖不仅会给儿童青少年造成心理问

题，同时也是引起成人期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等

慢性病的危险因素［6］。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仁寿县7~19岁中小学生身

高、体重随年龄的增加而增长，7~15岁增速较快，之

后增速缓慢并趋于平缓，符合人体一般的生长发育

规律，同时其身高、体重发育曲线出现2次交叉符合

青春期发育最经典的规律［7］。对比 2014 年全国数

据，仁寿县7~l9岁男生、7~15岁及19岁女生平均身

高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19岁男生、7~14岁女生

平均体重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仁寿县中小

学生整体生长发育水平落后，状况令人担忧。生长

发育是儿童自身的先天因素与其所处的后天各种

外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8］。仁寿县农村中小

学生生长发育水平整体不及全国平均水平，其原因

一方面可能与遗传因素以及该地区地理条件下形

成的体格低水平有关。身高体重的地理差别一般

表现为北高南低［9］，西南地区因日照时间偏少［1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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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影响了钙质吸收与转化导致儿童青少年

体内可能存在缺钙现象，而儿童发育阶段骨骼和身

高的发育受体内血清钙的含量影响［11］。另一方面

可能与各种外界因素相关，仁寿县地处西南，人口

数量大［12］，经济发展不均衡，农村中小学生因家庭

经济状况、居住条件、父母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相对

落后，可能造成学生膳食结构不合理、体育锻炼不

科学等，故此呈现出整体生长发育水平落后。

营养状况结果显示，肥胖检出率小学生组最

高，可能与低年龄段儿童家长不控制儿童饮食，传

统观念“吃的越多越好”有关，且小学生年纪小，自

我控制能力薄弱，易受各种高能量食品诱惑进而摄

入过多，加之体育锻炼不足而造成脂肪堆积造成肥

胖。高中超重检出率大于小学、初中，可能的原因

①高中生较小学、初中生学习压力大，睡眠时间不

足，有关研究显示［13］，中学生每天睡眠小于6 h则容

易增重；②高中生长期久坐，运动时间少造成脂肪

堆积；③高中生晚自习下课晚且课后喜爱摄入高脂

肪、高热量食物，加之随后即入睡更容易引起体重

上升。对不同性别中小学生低体重、超重和肥胖情

况进行对比发现，男生低体重检出率高于女生，女

生超重检出率高于女生。产生这一结果可能是由

于男生比女生天性好动且能量需求更大，男生在频

繁参加体育活动时会使能量消耗加快，如果不及时

补充营养就容易导致营养不良继而出现体重低下，

而女生普遍爱吃零食，偏好高能量、高脂肪的食品

且不爱活动，体育锻炼少，运动量小导致热量蓄积

体内造成超重［14］。

综上所述，仁寿县政府有关部门应重视农村中

小学生生长发育水平落后现状，加大政府帮扶力

度，针对不同年龄性别的中小学生制定科学的营养

干预计划。在加大学校营养餐投入的同时还应该

注意学生的饮食控制，特别是小学生和高中生高能

量、高脂肪食物的摄入；另外学校可有针对性的采

取相应措施来缓解学生的学习压力，建议学生听不

同旋律的音乐，下课或放学后漫步操场等；学校还

应提供适宜的休息环境，保证其睡眠质量，提供适

宜的运动场所，保证学生有足够的户外运动时间，

从而使他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树立正确的健康

观念；学校和家庭应重视男生营养不良、女生超重

的问题，可加强男生的营养餐的供给且鼓励女生积

极参加体育锻炼。总之，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需要

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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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2018年四川省358例儿童麻疹、风疹、流行性腮腺炎
抗体水平监测结果分析

刘宇，刘丽珺，杨庆，刘家洁，李银乔

［摘要］目的 了解四川省 0~7 岁儿童麻疹、风疹和流行性腮腺炎抗体水平，为相关免疫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将四川省各县按照经济情况划分为高、中、低三层，在各层中随机选取1个县，每个县采集98～119例0～7岁儿童血

清标本进行麻疹、风疹和流行性腮腺炎 IgG抗体水平检测。不同疾病、不同地区、年龄、性别、民族间抗体阳性率的的比较

采用χ2检验。结果 共采集 358 例 0～7 岁儿童血清标本，其中麻疹 IgG 抗体阳性率为 82.96%，风疹 IgG 抗体阳性率为

76.82%，流行性腮腺炎 IgG抗体阳性率为48.60%；在不同经济水平地区，麻疹、风疹和流行性腮腺炎 IgG抗体阳性率分别

在76.03%～94.87%、70.25%～87.18%和33.88%～59.83%之间；在不同年龄组，麻疹、风疹和流行性腮腺炎 IgG抗体阳性率

分别在18.75%～100.00%、12.50%～100.00%和0.00%～86.96%之间；麻疹、风疹和流行性腮腺炎 IgG抗体阳性率在男性中

分别为78.61%、70.05%和45.99%，在女性中分别为87.72%、84.21%和51.46%；麻疹、风疹和流行性腮腺炎 IgG抗体阳性率

在汉族中分别为84.98%、79.83%和56.22%，在藏族及其他中分别为79.20%、71.20%和34.40%。结论 四川省0～7岁儿童

麻疹抗体水平较高，但风疹和流行性腮腺炎抗体水平较低，存在薄弱地区和人群，应加强重点地区、重点年龄段人群的预

防接种工作；加大对重点人群的宣传力度；必要时开展强化免疫或查漏补种。

［关键词］麻疹；风疹；流行性腮腺炎；抗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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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nitoring Results of Measles，，Rubella and Mumps Antibody

Levels of 358 Children in Sichuan Province in 2018

LIU Yu，LIU Lijun，YANG Qing，LIU Jiajie，LI Yinq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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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to understand the measles， rubella and mumps

antibody levels of 0 to 7 year- old children. In oder to provide science evidence to policy of

immunization and prevention. Method The counties in Sichuan province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as their economic status， the study chose one county from each level as the sample sites，

and 98- 118 serum specimens of children aged 0 to 7 years old， selected from each of the three

sample sites， were accepted the measles， rubella and mumps antibody levels test. Result The

measles， rubella and mumps IgG antibody

positive rate was 82.96%， 76.82% and 48.60%

respectively in all of the 358 children aged 0

to 7 years old. The measles， rubella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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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疹、风疹和流行性腮腺炎分别是由麻疹病

毒、风疹病毒和腮腺炎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

病，该3种疾病传染性强，人群对这3种病毒普遍易

感，在密集易感人群中散播迅速［1］。随着计划免疫

和国家扩大免疫规划的实施，四川省麻疹、风疹和

流行性腮腺炎的发生和流行得到了有效控制［2-4］。

为了解四川省 0~7岁儿童麻疹、风疹和流行性腮腺

炎抗体水平，评估疫苗免疫效果，为相关免疫策略

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2018 年四川省抽取 3 个县

（市、区）开展了0~7岁儿童麻疹、风疹和流行性腮腺

炎抗体水平监测工作，现将结果分析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8年四川省 0~7岁儿童麻疹、风疹、

流行性腮腺炎抗体水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资料

来源于四川省统计年鉴，实验室检测数据来源于四

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

1.2 方法

1.2.1 样本估计 样本量计算采用现况研究的抽

样调查公式：n＝Z2α/2（1-P）/Ɛ2P 式中 P为预期的抗

体阳性率；Ɛ为容许误差，设Ɛ＝0.1×P；当α＝0.05，

Z＝1.96≈2；上述公式则简化为 n＝400（1-P）/P。取

P＝80.46%（2016 年四川省 8 个县 1~7 岁儿童风疹

IgG抗体水平检测结果），作为抗体水平的估计值，

计算结果n＝98，为平衡各年龄组（7个年龄组）抽样

人数和避免不合格血清标本对结果的影响，最终确

定每个监测点每个年龄组调查14~17人。

1.2.2 抽样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根据2018

年四川省统计年鉴中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数据，将四

川省各县按照经济情况划分为高、中、低三层，在各

层中随机选取1个县，最终确定攀枝花市东区、内江

市威远县、阿坝州红原县3个县（市、区）作为监测点

开展0~7岁儿童麻疹、风疹、流行性腮腺炎抗体水平

监测工作。监测对象分为7个年龄组：＜1岁、1岁~、

2岁~、3岁~、4岁~、5岁~、6~7岁，每个监测点每个年

龄组随机抽取 14~17 人，本研究共计对 358 份血清

标本进行检测。

1.2.3 血清标本采集 采集监测对象静脉血 4~

5 ml，及时完成血清分离，置于－20 ℃冻存待检。

1.2.4 检测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

对血清标本中的麻疹、风疹、流行性腮腺炎 IgG 抗

体进行检测，试剂购自德国维润赛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操作按照试剂说明书进行，麻疹 IgG 抗体含

量＞200 mIU/ml判断为阳性、风疹 IgG抗体含量＞

20 IU/ml 判断为阳性、流行性腮腺炎 IgG 抗体含量

＞100 U/ml判断为阳性。

1.3 统计分析 采用Excel 2016软件建立数据库，

应用SPSS 22.0统计软件对抗体水平检测结果进行

整理和分析。不同疾病、不同地区、年龄、性别、民

族间抗体阳性率的的比较采用卡方χ2检验，所有统

计分析均以α＝0.05为检验水准，以P＜0.05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总体情况 共检测 0~7 岁儿童血清标本 358

例，检出麻疹 IgG 抗体阳性 297 例，阳性率为

82.96% ；风疹 IgG 抗体阳性 275 例，阳性率为

76.82%；流行性腮腺炎 IgG抗体阳性174例，阳性率

mumps IgG antibody positive rate was 76.03% to 94.87%，70.25% to 87.18%，33.88% to 59.83%

in the three sample sites with different economic levels，was 18.75% to 100%，12.50% to 100%，

0.00% to 89.96% among different age groups， and was 78.61% ， 70.05% ， 45.99% in male

population and 87.72%，84.21%，51.46% in female population. Moreover，the measles，rubella and

mumps IgG antibody positive rate was 84.98% ， 79.83% and 56.22% in han nationality， and

79.20%，71.20% and 34.40% in Zang and other nationalities. Conclusion Measles antibody level of

0 to 7 years old children is relatively high， but the rubella and mumps is rather low， which

indicates the weak immunization areas and vulnerable groups. Therefore the vaccination in poor

immunization area and susceptible population should be promoted，as well as the publicity for the

key population， and the supplementary immunization activity （SIA） or catch- up vaccination could

be implemented if necessary.

Key words Measles；Rubella；Mumps；antibody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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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8.60%。经χ2检验，麻疹、风疹和流行性腮腺炎

IgG 抗体阳性率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113.304，P＜0.001）。

2.2 不同经济水平地区抗体水平比较 3个县（区）

0~7 岁儿童麻疹、风疹和流行性腮腺炎 IgG 抗体阳

性率分别在 76.03% ~94.87% 、70.25% ~87.18% 和

33.88%~59.83%之间，均为攀枝花东区阳性率最高，

阿坝州红原县阳性率最低。麻疹、风疹和流行性腮

腺炎 IgG抗体阳性率在不同经济水平地区之间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1）。

2.3 不同年龄组抗体水平比较 麻疹 IgG 抗体阳

性率在 18.75%~100.00%之间，18~23 月龄组最高

（100.00%），0~7 月龄组最低（18.75%）；风疹 IgG 抗

体阳性率在 12.50%~100.00%之间，18~23月龄组和

2 岁 ~组最高（均为 100.00%），0~7 月龄组最低

（12.50%）；流行性腮腺炎 IgG抗体阳性率在0.00%~

86.96%之间，4 岁~组最高（86.96%），0~7 月龄组最

低（0%）。麻疹、风疹和流行性腮腺炎 IgG抗体阳性

率在不同年龄组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表2）。

2.4 不同性别抗体水平比较 麻疹、风疹和流行性

腮腺炎 IgG抗体阳性率女性均高于男性。麻疹、风

疹 IgG抗体阳性率在不同性别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流行性腮腺炎 IgG抗体阳性率在不同

性别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3）。

2.5 不同民族抗体水平比较 麻疹、风疹和流行性

腮腺炎 IgG抗体阳性率汉族均高于藏族及其他。麻

疹、风疹 IgG抗体阳性率在不同性别之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流行性腮腺炎 IgG抗体阳性率在

不同民族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4）。

表1 2018年四川省不同地区0~7岁儿童血清抗体阳性率比较

地区

攀枝花市东区

内江市威远县

阿坝州红原县

合计

检测人数

117

120

121

358

麻疹

阳性数

111

94

92

297

阳性率/%

94.87

78.33

76.03

82.96

风疹

阳性数

102

88

85

275

阳性率/%

87.18

73.33

70.25

76.82

流行性腮腺炎

阳性数

70

63

41

174

阳性率/%

59.83

52.50

33.88

48.60

注：χ2
麻疹＝17.669，P＜0.05；χ2

风疹＝10.804，P＜0.05；χ2
腮腺炎＝17.126，P＜0.05。

表2 2018年四川省不同年龄组0~7岁儿童血清抗体阳性率比较

年龄/岁

0~7月龄

8~17月龄

18~23月龄

2~

3~

4~

5~

6 ~7

合计

检测人数

16

86

29

49

42

46

43

47

358

麻疹

阳性数

3

60

29

48

38

39

40

40

297

阳性率/%

18.75

69.77

100.00

97.96

90.48

84.78

93.02

85.11

82.96

风疹

阳性数

2

53

29

49

36

43

35

28

275

阳性率/%

12.50

61.63

100.00

100.00

85.71

93.48

81.40

59.57

76.82

流行性腮腺炎

阳性数

0

2

19

25

23

40

32

33

174

阳性率/%

0.00

2.33

65.52

51.02

54.76

86.96

74.42

70.21

48.60

注：χ2
麻疹＝76.031，P＜0.05；χ2

风疹＝89.234，P＜0.05；χ2
腮腺炎＝140.278，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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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麻疹 IgG抗体阳性率最

高，可能与麻疹风疹联合减毒活疫苗（麻风疫苗）、

麻疹腮腺炎风疹联合减毒活疫苗（麻腮风疫苗）高

免疫接种率以及我省2007-2017年每年开展麻疹疫

苗强化免疫或查漏补种活动有关；风疹 IgG抗体阳

性率次之，可能与高常规免疫接种率以及2017年开

展了全省范围的麻疹-风疹联合减毒活疫苗（麻风疫

苗）查漏补种活动有关；流行性腮腺炎 IgG抗体阳性

率最差，其原因可能与含腮腺炎成分疫苗仅接种一

剂次，且我省未开展过含腮腺炎成分疫苗的强化免

疫或查漏补种活动有关。

不同经济水平地区之间，麻疹、风疹和流行性

腮腺炎 IgG抗体阳性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阳性

率随经济水平的升高而升高，可能是经济条件好的

地方，免疫服务的质量更高，儿童家长对预防接种

的接受度与配合度也更好，这与银川市［5］的报道基

本一致。不同年龄组之间，麻疹 IgG抗体阳性率以

18~23 月龄最高（100.00%），2 岁组次之（97.96%），

风疹 IgG抗体阳性率以18~23月龄和2岁组最高（均

100.00%），这一结果与国内其他地方［5- 8］的报道一

致，说明我省麻风和麻腮风疫苗接种后效果显著。

流行性腮腺炎 IgG抗体阳性率显示，18~23月龄和2

岁组抗体阳性率并不理想，这两个年龄组按预防接

种免疫程序大部分是接受了麻腮风疫苗接种的，抗

体水平理应较高，但结果与想象不一致，分析原因

可能与麻腮风疫苗未及时接种以及一针次接种后

阳转率不高有关，这与国内其他地区［9-11］的报道一

致；流行性腮腺炎 IgG抗体阳性率在4岁组和5岁组

较高，主要是由于疾病流行导致的显性或隐性感染

引起的病后免疫；以上两点，提示我们现行的腮腺

炎疫苗接种策略需要进行优化，已有研究证明，要

达到对腮腺炎的长期免疫保护需要接种两剂次腮

腺炎疫苗［12-13］，世界卫生组织的立场文件上也鼓励

目前实行单剂次腮腺炎接种的国家在免疫程序中

增加第 2针，以确保获得长期的免疫保护［14］。不同

性别之间，麻疹、风疹 IgG抗体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这与银川市［5］和营山县［6］的报道不一致，造成

这种差异的原因笔者尚未找到合理的解释，将在以

后的研究中开展进一步调查。不同民族之间，流行

性腮腺炎 IgG抗体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可能

原因一是藏族及其他民族由于经济、宗教、文化等

原因，对疫苗接种的认知度、接受度和配合度与汉

族有一定差异［15］；二是我省开展过针对麻疹、风疹

的强化免疫或查漏补种活动，而没有开展针对流行

性腮腺炎的相关活动，不能弥补常规免疫接种率之

表3 2018年四川省不同性别0~7岁儿童血清抗体阳性率比较

性别

男

女

合计

检测人数

187

171

358

麻疹

阳性数

147

150

297

阳性率/%

78.61

87.72

82.96

风疹

阳性数

131

144

275

阳性率/%

70.05

84.21

76.82

流行性腮腺炎

阳性数

86

88

174

阳性率/%

45.99

51.46

48.60

注：χ2
麻疹＝5.244，P＜0.05；χ2

风疹＝10.052，P＜0.05；χ2
腮腺炎＝1.071，P＞0.05。

表4 2018年四川省不同民族0~7岁儿童血清抗体阳性率比较

民族

汉族

藏族及其他

合计

检测人数

233

125

358

麻疹

阳性数

198

99

297

阳性率/%

84.98

79.20

82.96

风疹

阳性数

186

89

275

阳性率/%

79.83

71.20

76.82

流行性腮腺炎

阳性数

131

43

174

阳性率/%

56.22

34.40

48.60

注：χ2
麻疹＝1.922，P＞0.05；χ2

风疹＝3.401，P＞0.05；χ2
腮腺炎＝15.510，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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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差距。

综上所述，四川省 0~7岁儿童麻疹抗体水平较

高，疫苗接种效果显著，建立了有效的免疫屏障。

风疹和流行性腮腺炎抗体水平较低，不能有效控制

疾病的发生和流行，建议应加强重点地区、重点年

龄段人群的预防接种工作，提高接种的及时性和普

及性；加大对重点人群的宣传力度，提高群众对疾

病防控知识的了解，提升接种积极性；必要时开展

强化免疫或查漏补种，以保持人群高免疫水平，更

好的保护人群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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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重庆市大渡口区一起副溶血性弧菌食物中毒事件

李红霞，邹庆

［摘要］目的 分析重庆市大渡口区1起食物中毒事件的原因和特点，为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对

2018-07-07/08重庆市大渡口区这起食物中毒事件的流行病学调查、卫生学调查以及实验室检测结果进行流行病学分析。

结果 2018-07-07/08，重庆市大渡口区因1起食用被污染的食物而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可能病例24例，主要临床表现以

腹痛、腹泻、呕吐等为主，最短潜伏期11 h，最长潜伏期25 h，病例为集体就餐后发生，均与食用污染食物有关。共采集25

件样品，在6件患者肛拭、1件患者粪便、1件厨师肛拭、1件熟食菜板中检出副溶血性弧菌。结论 这是一起由副溶血性弧

菌污染食物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

［关键词］副溶血性弧菌；食物中毒

［中图分类号］R155.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2X（2019）03-0172-04

A Case of Vibrio Parahemolyticus Food Poisoning

in Dadukou District in Chongqing City

LI Hongxia，ZOU Qing

Dadukou District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hongqing 40008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aus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n incident of food poisoning

incident in Dadukou district of Chongqing City. In order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preventing the

similar events. Methods The study performed epidemiological analysis on the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hygienic investigation and laboratory test results of this food poisoning incident in

Dadukou district from July 7 to 8，2018. Results On July 7 to 8，2018，there was an incident of

food poisoning resulted from eating contaminated food reported in Dadukou district of Chongqing.

The number of potential case was 24，with main clinical symptoms of abdominal pain， diarrhea

and vomiting. The shortest incubation period was 11 h and the longest was 25 h. These symptoms

were emerged after collective meals，all related to the consumption of contaminated food. A total of

25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nd the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was detected in the anal swabs of 6

patients， the feces of a patient， the anal swab

from a chef， and on 1 cooked food board.

Conclusion This food poisoning incident is caused

by the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contaminated food.

Key words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food

pois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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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08 T 07：12，重庆市大渡口区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接到区食品药品监督分局告知，大渡口

区渝都花园酒店发生疑似食物中毒事件。区疾控

中心接到通知后，立即组织相关工作人员核实疫

情并派出流行病学、卫生学以及检验等相关专业

人员先后前往区人民医院和涉事酒店“渝都花园

酒店”开展调查及采样工作。通过患者的临床表

现、流行病学史等病例信息、回顾性流行病学调

查、现场流行病学调查、食品卫生学调查、实验室

检测等综合分析，确认为 1 起进食被副溶血性弧

菌污染的食物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为防止类似

事件的发生，保障人群的健康，现对这起食物中毒

事件分析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事件起因 2018-07-07 T 12：00，杨某在大渡

口区渝都花园酒店为其孙举办周岁酒，约 150位亲

朋好友受邀在酒店就餐，餐后部分就餐人员于7月7

日 23时-7月 8日 13时突发不适，主要症状为腹痛、

腹泻、呕吐。当天现场调查 10例腹泻患者，然后根

据宴席主办方杨某提供的名单对另外 79位共同就

餐的人员进行了电话个案调查，一共电话调查了76

例（电话空号2例，拒绝接受调查1例），并对该酒店

供水系统、后厨卫生状况、从业人员健康状况进行

了调查。

1.2 方法

1.2.1 病例定义 疑似病例：2018-07-08，共同就餐

的人员出现腹泻（＞3次/24 h）伴大便形状改变或腹

痛。可能病例：检查血常规的白细胞和中性粒细

胞，及大便常规，任意一项异常者。确诊病例：疑似

病例或可能病例＋副溶血性弧菌检测阳性。

1.2.2 病例搜索 通过面访病例、宴请人杨某、酒

店负责人、医生及检索医院门诊日志等方式进行病

例搜索，最终核实符合病例定义人数，调查是否出

现重症和死亡病例。

1.2.3 流行病学调查 根据《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

学调查技术指南（2012版）》，采用回顾性及现场流

行病学调查方法，通过制定病例定义进行病例搜索

并使用食物中毒个案调查表对搜索到的病例逐一

开展个案调查，调查的主要内容为此次食物中毒发

生的经过、临床症状和体征、可疑餐次和可疑食物

等。

1.2.4 食品卫生学调查 通过现场查看、询问相关

工作人员，采集食品、从业人员及食品用工具、加工

外环境及存放食品外环境等样品。

1.2.5 采样及实验室检测方法 依据现场流行病

学调查结果，采集食品（半成品）3件、食品用工具 8

件，患者肛拭10件，患者粪便1件，厨师肛拭3件，共

25件样品送实验室进行检测。因该店厨房食品成

品未留样，故仅采集到半成品食品样及工具。所有

采集样本按《食品卫生微生物检验方法》，进行常见

食源性致病菌分离培养和血清学检测，检测项目为

沙门菌、志贺菌、致泻性大肠埃希菌、副溶血性弧

菌、变形杆菌、霍乱弧菌。

1.2.6 统计分析 采用Excel 2007建立数据库，对

食物中毒事件个案调查表进行录入，编制病例一览

表。

2 结果

通过流行病学调查核实，150 人就餐，调查 86

人，可能病例 24例，罹患率为 16.00%（24/150）。所

有病例症状较轻微，无重症和死亡病例。

2.1 临床表现 出现症状的病例为 54 例，多数病

例出现腹痛、腹泻、呕吐，少数病例伴有乏力、头晕、

里急后重等症状（表1）。

表1 重庆市大渡口区渝都花园酒店病例临床表现

类别

腹痛

腹泻

呕吐

乏力

头晕

里急后重

头痛

腹胀

冷汗

恶心

症状数（n＝54）

52

46

28

14

7

4

3

3

1

1

百分率

96.30

85.19

51.85

25.93

12.96

7.27

5.45

5.45

1.82

1.82

2.2 流行病学特征

2.2.1 时间分布 首例病例发病时间 7 月 7 日 23

时，末例病例发病时间7月8日13时。以7月7日12

时为暴露时间计算平均潜伏期：14 h（11~25 h），中

位数7月8日1时（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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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人群分布 发病24例，罹患率为16.00%（24/

150），女性14例，男性10例，男女性别比为1∶1.4。

2.2.3 食源性疾病因素 经流行病学分析，这次食

物中毒事件与患者食用被污染的食物有关。

2.3 食品卫生学调查

2.3.1 食品安全管理 该餐厅持有卫生许可证。

餐厅共8名工作人员，3名厨师、4名服务员和1名洗

碗工。其中6名持有有效健康证，2名无证。现场调

查发现厨房有 1个消毒柜，食品用工具用“84”消毒

液每3 d消1次，冰箱内生熟食品混放。

2.3.2 平面布局及工艺流程 经过对厨房现场查

看以及对工作人员的询问，厨房内未分区功能，无

凉菜间，无择菜区，洗菜区及洗碗区混淆使用，生熟

食品加工区混淆使用且无明显标识，厨房卫生状况

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2.3.3 食物来源及加工方式 食物来源方面，该酒

店菜由“小罗配送”（石桥铺交易城罗朝龙）提供。

食材加工方面，酱鸭、卤牛肉、卤兔子头天晚上煮

好，在空调房内室温20 ℃放置一晚，次日上午7：00~

9：00 开始蒸 15~20 min，在空调房内放置至中餐时

食用。其他菜于次日上午食前加工。

2.3.4 饮水情况 该酒店饮水使用市政管网自来

水，与居民区水源相同，无蓄水。

2.4 实验室检测 采集食品（半成品）3件、食品用

工具8件，病人肛拭10件，患者粪便1件，厨师肛拭3

件，共25件样品。其中在6件患者肛拭、1件病人粪

便、1件厨师肛拭、1件熟食菜板中检出副溶血性弧

菌，阳性率为36.00%。

3 讨论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卫生学调查、患者的潜伏

期、临床症状和实验室检测结果，可判定这是一起

由副溶血性弧菌引起的食物中毒暴发事件，发病人

数24人。根据《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报告规

范》，本次事件定级为未分级事件。主要依据：①患

者有共同进餐史、有共同污染食物来源，发病率

16.00%；②患者有相近的发病时间，潜伏期在 11~

25 h之间，平均潜伏期为14 h，符合细菌性食物中毒

的临床表现；③患者有相似的临床症状，以腹痛、腹

泻、和呕吐为主要症状；④实验室检测结果：病人肛

拭（粪便）、厨师肛拭与熟食菜板中检测出同一致病

菌（副溶血性弧菌）；⑤与发病者接触人群中无直接

传染现象发生。

副溶血性弧菌常存在于近海岸的海水、海底沉

积物、海产品（鱼类、贝类）及盐渍菜、肉、蛋品中［1-6］。

沿海地区饮食从业人员、健康人群及渔民副溶血性

带菌率为 0.0% ~11.7%，有肠道病史者带菌可达

31.6%~88.8%［7］。经查明，本次食源性疾病发生的

原因为酒店厨房工作人员长期接触海产品，不注重

个人卫生而带菌，而酒店厨房消毒不规范造成食物

被污染，又逢天气较热，细菌大量繁殖而造成此次

事件。副溶血性弧菌不耐热，80 ℃下 1 min可被杀

灭，繁殖的最适温度为30 ℃~37 ℃，带有少量细菌的

图1 重庆市大渡口区渝都花园酒店可能病例发病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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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在适宜的温度下经过3~4 h，细菌可急剧增加，

并引起食物中毒［8］。

本次事件调查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性：①调查的

局限性：由于参加生日宴人数众多，没有对所有进

餐人员进行病例搜索，难免存在抽样误差；②回忆

偏倚：尽管已经打电话逐个回访调查，并提供两个

餐次的菜谱，让被调查者及亲属尽量回忆自己吃过

的食物，但不排除存在回忆偏倚，可能影响调查质

量；③采样局限性：由于该酒店未按规定留样，未采

集到就餐食品样品，不能准确判断污染来源。

鉴于此次事件的特点，提出以下建议：①渝都

花园酒店应加强食品安全管理。从事食品安全的

工作人员8人应重新体检，体检合格后方能上岗；加

强食品从业人员卫生知识意识，严格控制好各环节

的食品卫生状况；认真落实食品留样制度，严格落

实生熟食品分开制度，生熟菜板分开使用制度，食

品用工具、加工区应定期消毒，做好食品加工、烹调

等环节的安全管理；②辖区食药监管部门应加大执

法力度。夏秋季为食物中毒高发季节，尤其是夏

季，气温较高，海产品副溶血性弧菌的污染率和污

染量均会有显著的提高［8-10］，建议食品监管部门加强

指导、监管、巡察力度和频次；积极开展食品安全卫

生知识宣传教育，增强人们自我保护意识，不食用

被污染或变质食品，才能有效预防此类事件再发

生，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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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2017年郑州市全人群死因监测漏报调查

郭向娇，王艳红，刘建勋，李建彬

［摘要］目的 评估2017年郑州市死因监测漏报情况，调查漏报原因，提高死因监测工作水平。方法 根据2017年郑州

市15个县（市、区）各乡镇（街道）死亡报告情况、经济情况及人口水平，随机抽取1个街道（办事处），每个抽中的乡镇（街

道）的所有家庭均为调查对象。结合公安、民政、妇幼计生等部门及各村（居委会）等多个途径，调查收集发生在该地区

的所有死亡信息，与人口死亡信息登记管理系统信息进行比对，计算郑州市死亡报告漏报率。两组率的比较采用χ2检

验。结果 郑州市2017年死因漏报调查漏报率为25.24%。死亡漏报病例特点为城市漏报率（30.40%）高于农村（14.64%），

男性（26.79%）高于女性（22.88%），低年龄段高于高年龄段，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不同死亡地点死亡漏报率也不相

同。结论 郑州市死因登记存在明显死亡个案漏报，应加强信息共享，完善死亡登记报告制度，提高死因监测工作水平。

［关键词］死亡报告；漏报率；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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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Under-reporting in Death Cause Surveillance

in Zhengzhou City in 2017

GUO Xiangjiao，WANG Yanhong，LIU Jianxun，LI Jianbin

Zhengzhou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Zhengzhou 450001，Hen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under- reporting of death causes of Zhengzhou City in 2007，

explore the reasons of under- reporting，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surveillance levels.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quality of death cause report， economic and population level of all districts in

Zhengzhou city in 2017，15 towns or streets were selected，and the household in these fields are

all covered. The death data was collected from different sectors and channels，such as civil affairs，

public security，maternal and child family planning and villages （community committees），and were

compared with the reporting death data from the National Cause of Death Surveillance System. The

under-reporting rate was calculated. The SPSS21.0 software was applied for statistical processing and

Chi-square analysis. Results The under-reporting rate was 25.24% in Zhengzhou.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nder-reporting death cases showed that the rate in urban areas （30.40%）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rural areas （14.64%）， the male （26.79%）

was higher than the female （22.88%）， the low

age was higher than the other age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

176



职业卫生与病伤 2019年6月第34卷第3期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Damage June 2019，Vol. 34，No.3

死因监测是获取人口死因信息的重要来源，同

时可以及时掌握居民病伤死亡水平、疾病谱和人口

自然变化规律，为确定疾病防控重点，制定防控对

策、评估干预措施以及人口发展、经济建设提供科

学依据［1-2］。定期开展死因漏报调查可以提升死因

统计质量。郑州市于 2011年形成了全人群覆盖的

死因监测网络直报系统，为评估郑州市死因监测数

据的完整性，深入发掘郑州市死因监测中存在的问

题，郑州市首次在全市开展 2017年死因漏报调查，

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次死因漏报调查对象为 2017-01-01/

12-31调查点的所有户籍人口。

1.2 方法

1.2.1 抽样方法 参照 2018年全国死因监测漏报

调查方案，郑州市各县（市、区）从与本辖区各乡镇

（街道办事处）中选取粗死亡率与本县区最接近的3

个乡镇（街道），根据 3个乡镇（街道）人口数量及社

会经济水平选取 1个居平均水平的乡镇（街道），抽

中乡镇（街道）的所有家庭均为调查对象。

1.2.2 人口信息收集 收集各县区及调查乡镇（街

道）分性别、分年龄段户籍人口信息。

1.2.3 收集死亡信息 调查员在村（居委会）干部、

村（片）医的协助下，收集汇总各村（居委会）死亡名

单，同时收集整理来自于民政、公安、计生、妇幼、新

农合等部门来源的各村（居委会）死亡名单，核查补

充后形成本乡镇（办事处）的摸底死亡名单。对摸

底死亡名单的完整性进行评估，计算粗死亡率若低

于6‰，则需进一步核查死亡名单。

1.2.4 入户调查 调查员根据摸底死亡名单进行

入户调查，对死亡信息逐条补充完善，并订正摸底

调查表中的错误信息。

1.2.5 漏报标准及漏报名单的确定 将核实后的

死亡名单与人口死亡信息登记管理系统中死亡信

息进行逐一比对，将系统中未报告，或报告时间在

2018-02-28之后的死亡名单视为漏报。

1.3 质量控制 质量控制是漏报调查的重要环节

且贯穿整个调查过程。在实施调查前依据 2018年

全国死因监测漏报调查方案，并结合本地实际情况

制定郑州市死因漏报调查总体方案，并对参与调查

的所有人员进行培训，且考核合格方可参与调查；

在调查实施阶段采用多种形式进行督导，查看各调

查点收集相关资料是否完善，与村支书核对死亡信

息，抽查死亡信息准确性等，确保调查点严格按照

方案开展工作；调查结束后对收集的资料进行多次

核实，确保资料真实可靠。

1.4 统计分析 使用Excel 2010整理汇总数据，使

用SPSS 21.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调查所得数据

中计数资料以构成比或率表示，两组率的比较采用

χ2检验，α＝0.05；多组间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两

两比较，根据比较次数调整α值，α＝0.05/n，n为需两

两比较次数。

2 结果

2.1 郑州市总体漏报率 本次调查郑州市共抽取

15个乡镇（街道），包含231个行政村（居委会），共计

664 739人口，占郑州市总人口的8.86%。通过此次

漏报调查，共收集死亡病例 3 899例，其中漏报 984

例，漏报率为25.24%，计算报告死亡率为5.87‰。

2.2 郑州市不同地区漏报特征 本次漏报调查显

示，城市报告死亡率为 5.64‰，农村报告死亡率为

6.38‰，城市低于农村，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

13.092，P＝0.001）；各调查点漏报程度不一，郑东新

区民生路办事处漏报率最高（76.47%），新郑市薛店

镇最低（8.18%），城市漏报率（30.40%）明显高于农

村（14.64%），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12.242，

P＝0.001）（表1）。

2.3 郑州市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死亡漏报情况 本

次调查死亡病例中，男性2 352例，其中漏报630例，

漏报率为 26.79%；女性 1 547 例，其中漏报 354 例，

漏报率为 22.88%，男性漏报率略高于女性（χ2＝

7.533，P＝0.006）；不同年龄段漏报率也不同（χ2＝

under- reporting rate wa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places. Conclusion Zhengzhou has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under-reporting deaths. Information sharing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e death registration

reporting system should be optimized，and the level of death monitoring should be improved.

Key words death report；under-reporting rate；mortality

177



职业卫生与病伤 2019年6月第34卷第3期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Damage June 2019，Vol. 34，No.3

32.611，P＝0.001）。卡方检验两两比较显示：5岁以

下儿童死亡漏报率（56.14%）与其他高年龄段；漏

报率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5.695，P＝

0.001；χ2＝31.911，P＝0.001；χ2＝28.137，P＝0.001），

高年龄段之间漏报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α＝0.05/

6）（表2）。

表1 2017年郑州市各调查点居民死亡漏报调查前后对比情况

调查点

城市

二七区五里堡

中原区秦岭路

惠济区刘寨

金水区南阳新村

管城区二里岗

上街区济源路

港区张庄

郑东新区民生路

经开区明湖

高新区沟赵

城市合计

农村

登封市石道乡

荥阳市城关乡

新密市新华路

中牟县狼城岗

新郑市薛店镇

农村合计

合计

户籍人口数

62 440

40 887

31 452

91 526

25 948

30 439

36 669

56 860

30 937

56 318

463 476

44 194

47 816

37 578

34 917

36 758

201 263

664 739

调查前报告数

292

216

80

393

135

172

158

80

94

200

1 820

236

264

210

183

202

1 095

2 915

调查后报告数

371

240

188

547

155

194

182

340

175

223

2 615

297

317

234

216

220

1 284

3 899

漏报数

79

24

108

154

20

22

24

260

81

23

795

61

53

24

33

18

189

984

调查前死亡率/‰

4.68

5.28

2.54

4.29

5.20

5.65

4.31

1.41

3.04

3.55

3.93

5.34

5.52

5.59

5.24

5.50

5.44

4.39

调查后死亡率/‰

5.94

5.87

5.98

5.98

5.97

6.37

4.96

5.98

5.66

3.96

5.64

6.72

6.63

6.25

6.19

5.99

6.38

5.87

漏报率/%

21.29

10.00

56.91

28.15

12.90

11.34

13.19

76.47

46.29

10.31

30.40

20.54

16.72

10.26

15.28

8.18

14.64

25.24

年龄段/岁

0～

5～

15～

45～

≥65

合计

男性

调查后报告数

25

12

141

544

1 630

2 352

漏报数

13

4

39

126

448

630

漏报率/%

52.00

33.33

27.66

23.16

27.48

26.79

女性

调查后报告数

15

5

69

230

1 228

1 547

漏报数

12

3

20

49

270

354

漏报率/%

80.00

60.00

28.99

21.30

21.99

22.88

合计

调查后报告数

40

17

210

774

2 858

3 899

漏报数

25

7

59

175

718

984

漏报率/%

62.50

41.18

28.10

22.61

25.12

25.24

表2 2017年郑州市居民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漏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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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不同死亡地点死亡漏报情况 全市死亡病例

中，在医院死亡病例漏报率为 27.04%，在家中死亡

病例漏报率为 23.28%，在其他场所死亡病例漏报

率为 25.74%，赴院途中死亡病例漏报率为 35.05%，

不同死亡地点死亡漏报率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1.721，P＝0.008）（表3）。

表3 2017年郑州市不同死亡地点居民死亡漏报

调查前后对比情况

死亡地点

医院

家中

赴院途中

其他

合计

调查前报告数

1 144

1 532

63

176

2 915

调查后报告数

1 568

1 997

97

237

3 899

漏报数

424

465

34

61

984

漏报率/%

27.04

23.28

35.05

25.74

25.24

2.5 校正粗死亡率 2017年郑州市共报告户籍死

亡病例 33 969例，报告死亡率为 4.53‰。2017年郑

州市共收集死亡病例 3 899例，漏报 984例，漏报率

为 25.24%，经校正后郑州市粗死亡率为 6.06‰，其

中男性粗死亡率为7.27‰，女性粗死亡率为4.86‰，

男女死亡比为1.50∶1。

3 讨论

根据本次漏报调查结果，郑州市死亡漏报率为

25.24%，高于河南省疾病监测点 2013-2014 年漏报

率 13.75%［3］，与山东省居民 2012-2013 年死因漏报

率 23.15%接近［4］，远远高于成都市 2013-2014 年调

查结果（7.41%）［5］、济南市2015年调查结果（9.21%）［6］、

惠州市2013-2014年死因漏报调查结果（9.20%）［7］及

武汉市调查结果（7.90%）［8］，总体来说郑州市死亡漏

报严重，这也是郑州市报告粗死亡率低的主要原

因。分析主要漏报原因如下：①三部委（公安、民政

和计生）死亡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居民病伤死亡

数据不能得到及时的交换共享；②死亡证明管理不

规范，调查发现村委、居委会、死者工作单位等部门

均可出具死亡证明进行火化；③培训不到位，死亡

报告人员对报告规范、报告标准以及报告流程等不

清楚；④责任缺失，主动报告意识缺乏。

本次漏报调查结果显示郑州市死亡漏报特征

为：不同地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以及不同死亡地

点之间均存在不一致。从地区来看，城市死亡漏报

率要高于农村，这与安徽省 2013-2014 年死因监测

漏报调查结果一致［9］，但不同于河南省2013-2014年

监测点农村漏报率高于城市［3］。分析主要原因有以

下几点：①农村人口相对较稳定，而城市人口流动

性大，居住地点多变，为调查带来了困难；②相比农

村地区，村医与辖区村民相互比较熟悉，而城市基

层医疗机构多为民营，死因监测工作人员不固定，

对管辖片区不熟悉，更容易漏报。从性别来看，男

性漏报率略高于女性。从年龄组来看，婴幼儿死亡

漏报严重，与济南［6］、遵义［10］、安徽省［9］等调查结果

一致。一方面家属对于婴幼儿死亡比较忌讳，不愿

多谈，多采取隐瞒的形式；另一方面，部分医疗机构

对活产定义尺度不一，容易漏报出生即死亡案例。

从死亡地点来看，不同死亡地点死亡漏报率不同，

赴院途中死亡病例漏报率达 35.05%，根据《人口死

亡信息登记管理规范》，来院途中死亡病例由负责

救治的医疗卫生机构报告，而急诊忽视这一点是造

成来院死亡病例漏报率高的主要原因。

根据本次漏报率对 2017年郑州市粗死亡率进

行校正后，郑州市粗死亡率为6.06‰，男性粗死亡率

为 7.27‰，女性粗死亡率为 4.86‰，男女死亡比为

1.50，这可能与男性不良的健康生活方式（吸烟、饮

酒等）、职业特征、生活压力大等有关［11-12］。

综合以上漏报调查结果及漏报原因分析，为

切实提高死因监测工作，提出以下建议：①建立信

息共享机制，确保死亡信息交流共享：对于城区来

说，除公安、民政、妇幼等部门外，还应积极获取全

员人口数据库（卫计委）、老龄委、退休办、居委会

等部门死亡信息，从而多渠道收集死亡信息，减少

漏报。对于农村来说，村医（片医）应加强主动监

测，并定期与村委进行死亡信息核对；②基层医疗

机构应充分利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筛查死亡

信息，如通过 65 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体检项目对未

参加体检老人进行摸底筛查，及时发现死亡信息；

③规范《死亡证明》的签发，除非正常死亡外，居民

死亡后火化、销户等手续凭证均应以医疗卫生机

构签发的《死亡证》为依据；④稳定监测队伍并加

强培训，贯彻落实死亡报告规范，明确报告职责，

提高责任心与工作能力，减少各级医疗机构漏报；

⑤加强督导，尤其是粗死亡低的县区，应通过卫计

委定期通报，并对县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给

予解决。 （下转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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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2018年普洱市县（区）级疾控机构卫生应急能力现况调查

刘俊伟，杨华智，李燕，谢玲玉，马梅华

［摘要］目的 全面了解和掌握普洱市县（区）级疾控机构卫生应急能力现况，为普洱市下一步卫生应急体系建设提供科

学依据。方法 2018-03对普洱市10县（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问卷调查，问卷调查采用自行设计《普洱市疾控机构卫

生应急能力调查表》，。采用EpiData 3.1软件建立数据库。运用Excel 2007对数据进行整理及统计分析。结果 普洱市

县（区）级疾控机构在职在编职工414名，卫生应急队员305人，其中40~49岁人员占队伍总数的50.16%，无研究生及以上

学历者，59.02%的队员从未参与过突发事件或重大自然灾害处置，仅有2家机构设有独立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部门，应急预

案数目最多的县为48个，最少的县13个；各县（区）均已制定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定期分析制度，1个县分析周期为

半年，1个县分析周期为季度，其余8个县分析周期为月；A类检验能力所需仪器设备配置比例最高的县仅为78.26%，明显

低于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实验室主要仪器装备标准，理化检验能力平均具备35.40%，明显低于其他检测能力，平均每

县有3.1辆应急车辆，明显不足，仅5个县有持续性经费投入。结论 普洱市县（区）级疾控机构人员配置、经费投入、设备

装备和技术实力等方面亟待提高。

［关键词］卫生应急能力；县区疾控机构；现况调查

［中图分类号］R19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2X（2019）03-0180-06

Investigation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Health Emergency Response

Capacity of County and District Level CDCs in Puer City

LIU Junwei，YANG Huazhi，LI Yan，XIE Lingyu，MA Meihua

Puer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Puer 665000，Yunn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health emergency response capacity of county （district）

level CDCs，so as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ealth emergency response

system. Methods The questionnaire named Survey of Health Emergency Response Capacity of

Disease Control Institutions in Puer City was self-design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10 counties （districts） of Puer city in March，2018. Database was established by Epidata 3.1. All

data were analyzed by Excel 2007. Results There was a total of 441 employees in county （district）

level CDC in Puer City. There was a total of 305 emergency medical personnel. The employees

aged 40 to 49 years old accounted for 50.16 %

of the total number of teamsemployees. No

employees have a graduate degree or above.

There was 59.02% of the employees never

participated in emergency or major na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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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突发性、公共属性和危

害严重性特征［1］，对其预测预警、预防控制、应急处

置是政府赋予疾控机构的重要工作职责［2］，普洱市

（以下简称“全市”）地处云南省西部，与缅甸、越南

和老挝接壤，传染病防控有来自境内外的双重压

力；地质条件复杂，属于地震高发地区，全市卫生应

急工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全面了解和掌握普

洱市县（区）级疾控机构卫生应急能力现况，普洱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根据国家卫生应急能力评估工

作指导方案［3］，2018-03采用横断面调查法对全市10

家县（区）级疾控机构进行应急能力调查，现将调查

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8-03 对普洱市辖区内的全部 10 个

县（区）级疾控中心卫生应急能力进行调查。

1.2 方法 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设计的

《卫生应急能力评估调查问卷及评估标准》［3］问卷的

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资料［2-4］及普洱市实际情况，

自行设计《普洱市疾控机构卫生应急能力调查表》，

并以文件的形式下发至普洱市各县（区）疾控中

心。每个县（区）一份调查表，表格由各县（区）疾控

中心办公室负责人组织单位相关部门人员进行填

写，单位主要领导或卫生应急分管领导负责审核并

于2018-04-01前上报调查表格。问卷内容主要包括

基本情况、预测预警能力、实验室检测能力、技术实

施能力、资源储备能力 5个方面。本次调查向全市

10个县（区）共发出10份调查问卷，所有问卷均按时

收回，有效回收率为100.00%。

1.3 质量控制 召开全市卫生应急能力评估培训

会，对办公室负责人和单位负责人进行培训，到各

县（区）疾控中心对调查表格中的部分数据进行现

场核实确保调查数据真实可靠。

1.4 统计分析 调查数据进行平行双录入，采用

EpiData 3.1 软件建立数据库。运用 Excel 2007 对

数据进行整理及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2.1.1 人员基本情况 普洱市县（区）级疾控机构

目前拥有编制459个，在职在编职工数为414名，空

编45个，空编较多的县为墨江县，空编12个。卫生

应急队员为正式在编在岗的工作人员，年龄偏大，

40~49岁人员占队伍总数的50.16%（153/305），50岁

及以上人员占队伍总数的 13.11%（40/305）。学历

以本科/专科为主，占队伍总数的89.84%（274/305），

无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高、中、初级职称比例为

1∶1.26∶4.37（46∶58∶201）。从未参与过突发事件或

重大自然灾害处置的人数为 180名，占队伍总数的

59.02%（180/305），参加过1~2次突发事件或重大自

然灾害处置的人数为105名，占总数的34.43%（105/

305）（表1）。

disaster management. Only two institutions have independent emergency management departments.

The county CDC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emergency plans has 48 emergency plans，while the

county CDC with the least number of emergency plans have 13 emergency plans. All counties

（districts） CDCs have established a regular analysis system for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The analysis cycle of a county CDC is six months， the analysis cycle of a county

CDC is six month and the analysis cycles of remaining eight county CDCs are monthly. The county

CDC with the highest proportion of equipment and equipment required for Class A inspection

capacity is only 78.26% ， which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main instrument and equipment

standards of the laboratory of the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gency of Yunnan Province. The

average physical and chemical inspection capacity of those CDCs is 35.40%，which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other types of detection capabilities. There are average 3.1 emergency vehicles in those

CDC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shortage of special funds for health emergency in those CDCs，with

only five districts CDCs having ongoing funding. Conclusion It needs to be improved in personnel

allocation， fund input，equipment and technical strength in county and district Level CDC in Puer

City.

Key words health emergency capacity；county CDCs；status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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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应急机构设立情况 仅有2家机构设有独立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部门，其余 8家机构为指定其他

部门承担卫生应急管理工作。全市县（区）级疾控

中心从事卫生应急管理的工作人员为30人，西盟县

仅1人从事本项工作。

2.2 技术实施能力 5个县建立了本级卫生应急专

家库，其中4个县制定了本级卫生应急专家库管理

制度。仅 1个县有中毒处置方面的专家，全市均无

心理救援专家。2015-2017 年，全市均组织开展了

针对本单位工作人员的卫生应急知识全员培训，但

4个县未专门对卫生应急队伍进行培训，普遍存在

培训内容不全面的情况；2015-2017年，全市均开展

了卫生应急演练，演练方式以桌面推演为主。

除宁洱县外，其余县均储备有国家与省级卫生

应急技术方案，均已制定本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单

项应急预案，但应急预案数目参差不齐，最多的镇

沅县48个，最少的为宁洱县13个。经现场核查，发

现普遍存在仅将国家级或省级预案或方案简单修

改就留存为本级预案的现象，预案实用性与操作性

不强。

对各县（区）近 10 年来处置的 5 起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调查结果进行评估，不足 5 起的全部评估。

表1 2018年普洱市县（区）级疾控系统卫生应急队伍人员构成情况

基本情况

编制

在职

专技数

应急队人数

应急队伍年龄/岁

≤29

30~

40~

≥50

职称

高级

中级

初级及以下

学历

中专以下

本科/专科

研究生

突发事件处置次数

0

1~

3~

≥5

思茅

41

41

39

41

6（14.63）

7（17.07）

23（56.1）

5（12.2）

6

9

26

4

37

0

33

8

0

0

宁洱

43

37

33

32

2（6.25）

8（25.00）

12（37.5）

10（31.25）

7

3

22

7

25

0

5

27

0

0

墨江

70

58

53

31

5（16.13）

6（19.35）

19（61.29）

1（3.23）

4

10

17

3

28

0

26

5

0

0

景东

44

39

35

15

0（0.00）

2（13.33）

13（86.67）

0（0.00）

7

3

5

0

15

0

0

0

15

0

景谷

37

33

27

33

1（3.03）

8（24.24）

17（51.52）

7（21.21）

3

7

23

3

30

0

0

33

0

0

镇沅

40

36

32

36

8（22.22）

9（25.00）

16（44.44）

3（8.33）

6

9

21

3

33

0

34

2

0

0

江城

32

28

24

28

3（10.71）

9（32.14）

13（46.43）

3（10.71）

4

1

23

1

27

0

24

4

0

0

孟连

40

37

35

35

3（8.57）

14（40.00）

14（40.00）

4（11.43）

3

7

25

1

34

0

16

14

5

0

澜沧

82

76

65

25

3（12.00）

9（36.00）

9（36.00）

4（16.00）

3

2

20

4

21

0

18

7

0

0

西盟

30

29

24

29

1（3.45）

8（27.59）

17（58.62）

3（10.34）

3

7

19

5

24

0

24

5

0

0

合计

459

414

367

305

32（10.49）

80（26.23）

153（50.16）

40（13.11）

46

58

201

31

274

0

180

105

20

0

注：括号内为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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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报告及时率为 100.00%，规范处置率为

98.00%，事件报告完整率为 98.00%，报告规范率为

98.00%，事件采样率为 88.60%，检测率为 92.00%，

事件原因明确率为94.60%。

2.3 预测预警能力

2.3.1 疾病监测及数据分析 常规监测病种为不

明原因肺炎、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人感染高致

病禽流感、鼠疫、霍乱、脊灰、结核、麻疹、疟疾、登革

热、寨卡病毒病、乙脑、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

各县（区）均已制定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定期分析制度，但分析周期不统一。景谷分析周

期为半年，宁洱分析周期为季度，其余县（区）分析

周期为月。工作人员均能使用“疾病监测信息报告

管理系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信息系统”和

“国家传染病自动预警系统”获取数据，但有 4个县

未将分析结果形成分析报告或简报，有 5个县未开

展网络舆情监测。

2.3.2 风险评估 目前仍有2个县未成立风险评估

专家组。全部县均开展日常风险评估工作，有 7个

县按月开展，其余 3个县半年开展一次。有 4个县

不开展专题风险评估工作。景谷、思茅区、宁洱、江

城不掌握辖区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重要/危险

因素分布；思茅区、宁洱、镇沅和西盟不掌握辖区

内人口基本统计数据（包括每日人口流动模式、结

节性人口变化等）。

2.4 实验室检测能力 各县（区）均已通过省级

剂量认证，检测项目总数最多的为孟连县 146 项，

最少的为景谷县 73项。A类检验能力所需仪器设

备配置比例明显低于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实

验室主要仪器装备标准［5］。A 类项目检测能力

中，平均理化检验能力仅占应具备能力的 35.40%

（表 2）。

表2 各县（区）疾控中心A类项目检测能力

县（区）

思茅区

宁洱

墨江

景东

景谷

镇沅

江城

孟连

澜沧

西盟

理化/项（n＝79）

具备能力

30

38

38

44

29

31

32

38

45

29

认证能力

26

30

32

27

26

29

32

38

31

21

微生物/项（n＝22）

具备能力

18

17

18

17

15

16

15

15

20

15

认证能力

13

17

16

12

13

16

14

13

12

10

疾病/项（n＝15）

具备能力

12

12

11

11

10

12

8

13

14

10

认证能力

10

11

11

7

9

6

8

13

9

8

放射/项（n＝2）

具备能力

0

0

1

0

0

0

0

0

1

0

认证能力

0

0

0

0

0

0

0

0

0

0

寄生虫/项（n＝16）

具备能力

13

9

8

5

5

5

4

6

16

5

认证能力

1

5

6

0

1

0

4

6

1

4

A类检验能力

设备配置比例

/%

67.00

74.50

66.70

43.38

50.00

78.26

40.00

65.00

50.00

48.64

2.5 资源储备能力 除思茅区、宁洱、孟连外，其余

单位均已制定本单位卫生应急装备管理办法，以及

卫生应急装备仓库管理、调配、维护、更新管理制

度。各县（区）应急物资的储备方式均采用实物储

备，其中思茅区、孟连、墨江除采用实物储备外还采

用信息储备。景谷、宁洱、江城在过去的一年中未

收到卫生应急专项经费，其余县（区）共收到卫生应

急专项经费 20万元。有 5个县有持续性的卫生应

急专项经费投入，但投入量均不能满足卫生应急工

作需要。

储备的卫生应急物资以个人防护用品和个人

携行装备为主。个人防护用品中，7个县能达到传

染病二级防护标准［1］，3 个县仅能达到一级防护标

准，各县（区）均无传染病三级防护、中毒防护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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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生活保障装备与个人生活用品在品种和数

量上储备量均严重不足。各县（区）均未配备专门

用于卫生应急工作的车辆。目前能用于开展卫生

应急工作的车辆共31辆，5年内将报废的车辆为22

辆，占车辆总数的70.96%。

思茅区、宁洱、墨江、孟连储备有预防药品共计

3种 855人份，其余县无预防药品储备；西盟、墨江、

镇沅、景东储备有应急疫苗共计9种8 400人份，其

余县（区）无应急疫苗储备。

3 讨论

3.1 人员配置不合理，机构设置不健全 在机构人

员数量上，全市常住人口万人疾控人员实际配备比

例为1.58/万人，略低于国家1.75/万人的比例［6］。无

研究生以上学历人员，缺乏高尖端人才，提示普洱

市应多推出人才优惠政策，吸引高精尖人才前来就

业。职称构成不合理，云南省对应急队伍的职称搭

配推荐为高、中、初级比例为1∶4∶2［7］，提示应注重中

青年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在职称晋升上应加大培训

力度。应急队伍中从未参加过应急处置和参加过

1~2 次应急处置的人员占应急队伍总数的比例过

高，普遍缺乏处置经验；提示应加强培训力度。卫

生应急队员的培训主要采取桌面推演的方式，队员

的参与度较低，按照丁鸿［8］对卫生应急培训效果

的研究，现场操作和讲授是学员认为最好的培训

方式。因此，在今后的培训方式上，应更多地采取

现场演练。总体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培训要

涵盖3个方面的内容［9］：①卫生应急相关法律法规；

②卫生应急组织流程的熟悉；③各类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处置专业知识和技能。

3.2 卫生应急专家专业构成不全，队伍培训方式单

一 尚有 5个县（区）未建立本级卫生应急专家库，

全市仅有澜沧县有职业中毒处置的专家。主要是

因为普洱市缺乏工矿企业，导致大部分疾控工作人

员认为从事职业卫生工作发展前途不大，在个人发

展上都更愿意向传染病防控方面发展。但随着国

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2020年普洱市澜沧

江开发开放经济带的建成［10］，职业中毒处置必将迎

来新的挑战。因此，应从现在开始注重职业中毒专

业专家的培养。全市均缺乏心理救援方面的专家，

可由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采用行政手段，将其他同级

医疗机构中的心理救援专家纳入到卫生应急专家

库中。

在应急预案储备方面，各县（区）预案数量参差

不齐，主要是由于国家级和省级在预案的下发上以

单个下发为主，未进行系统整理下发导致。因此，

建议国家级和省级将单个预案编制成册，以文件或

教材的形式下发，便于下级使用。

3.3 卫生应急经费投入过少，后勤保障难以维

继 经费投入过少，特别是缺少持续性的经费投

入，极大地影响了卫生应急物资的模块化采购。普

洱市各县（区）现存的卫生应急物资较为匮乏，与云

南省［11］、黑龙江省［12］调查情况一致，经费过少导致

各县（区）疾控在卫生应急物资采购上不能按照模

块化进行，但是大量采购又极易造成物资过期浪

费。因此，建议由政府在州（市）一级单独设立应急

物资储备中心，对全市所有部门的应急物资进行集

中采购、管理与调配。普洱市国土面积 4.5万平方

公里，山区占98.30%［13］，道路交通条件极为不便，而

卫生应急处置又是一项非常紧迫的工作，因此，政

府应适当放松对疾控系统车辆的审批，适当增加车

辆编制。

综上所述，卫生应急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强、涉

及面广的长期工作，因此，在平时的工作中要做好

应对各种复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准备，使其能最

大限度的满足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需要，保证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得到及时、规范、有效的处置，

保障社会的安全和谐发展。

致谢：在此对云南省疾控中心处突中心、普洱

市辖区内各县（区）疾控中心领导同仁在调查及论

文撰写过程中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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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荧光法测定食盐中的总汞及总砷

张玉美，张明洪，李红梅

［摘要］目的 采用原子荧光光度法分别测定食用盐中砷、汞的含量，了解食盐的砷、汞污染物安全现状和再污染现状。

方法 2018-04/08间采集南充市每个区（县）盐样各100份，总计900份。食盐样品直接加水溶解定容，砷测定以制盐工业

通用试验方法为依据，砷在硫脲预还原剂作用下还原成As3＋。汞测定参考GB 5009.17-2014和GB/T 5750.6-2006两个方

法，汞在溴酸盐的作用下全部转为Hg2＋。结果 砷检出限为0.003 0 mg/kg，ＲSD为6.71%，加标回收率在96.0%~102.8%

之间。汞检出限为 0.000 10 mg/kg，RSD为 9.15%，加标回收率在 98.8%~112.0%之间。样品测定结果砷含量均低于 0.016

mg/kg，汞含量均低于0.019 mg/kg，砷、汞含量均未超标。结论 此方法操作简单，结果准确，非常适合食用盐中砷、汞的测

定，调查得出砷、汞污染物均符合国家污染物限值要求，绿色安全。

［关键词］原子荧光法；食用盐；砷；汞

［中图分类号］O657.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2X（2019）03-0186-04

Determination of Total Mercury and Arsenic in Salt by Atomic

Fluorescence Spectrometry

ZHANG Yumei，ZHANG Minghong，LI Hongmei

Nanchong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Nanchong 637000，Sichu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ate the arsenic and mercury in edible salt by using the method of

atomic fluorescence spectrometry and understand the safety status and re-polluting status of arsenic

and mercury pollutants in salt. Methods Salt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bout 100 samples for each

district （county） in Nanchong City from April to August 2018，which were 900 samples in total.

The salt sample was directly added with water to dissolve the volume，arsenic determination wa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eneral test method of the salt industry， and arsenic was reduced to As3 ＋

under the action of thiourea pre-reducing agent. Mercury，which was converted to Hg2 ＋ under the

action of bromine，was measured based on the GB5009.17- 2014 and GB/T 5750.6- 2006. Results

The detection limit of arsenic was 0.003 0 mg/kg， the RSD was 6.71% ， and the recovery rate

ranged from 96.0% to 102.8% . The mercury detection limit was 0.000 10 mg/kg， the RSD was

9.15% ， and the spiked recovery rate varied from 98.8% to 112.0% . The arsenic content of the

samples was less than 0.016 mg/kg， and the

mercury content was less than 0.019 mg/kg. The

arsenic and mercury contents were not exceeded.

Conclusion This method was simple， accu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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砷、汞是对人体有害的重金属元素，能够在人

体内蓄积，引起慢性中毒。食盐是每天生活必需

品，因此对食用盐中汞、砷的含量进行了严格控制。

国家强制标准 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污染物限量》中规定食用盐的汞≤0.1 mg/kg、砷

≤0.5 mg/kg，并且规定了砷、汞的检测方法为 GB

5009.11-2014 和 GB 5009.17-2014［1］。无机盐完全

不需要复杂的前处理，相比于 ICP-MS和原子吸收

检测方法测定食盐中砷、汞会受食盐中钾、钠、钙、

镁等元素的影响，ICP-AES法和氢化物发生-原子荧

光光度法均具有分析灵敏度高、干扰少、线性范围

宽等特点，是两种优良的痕量分析技术，对食用盐

来讲，高盐分体系对砷、汞的测定不产生干扰［2-6］。

2012年新修订的制盐工业通用试验方法中就增加

了砷检测的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光度法［7］，但该系

列标准没有专门增加食盐中汞的检测，而 GB

5009.17-2014的检测方法没有专门规定食盐的前处

理方法，若无机盐同其他类型样品一样进行消解之

后再定容上机会非常繁杂且没有意义。本文采用

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光度法对食用盐中砷、汞含量

进行检测，砷测定以制盐工业通用试验方法为依

据，砷在硫脲预还原剂作用下还原成As3＋。汞测定

参考GB 5009.17-2014和GB/T 5750.6-2006两个方

法，汞在溴酸盐的作用下全部转为Hg2＋。对采集南

充市三区六县的居民正在食用的盐900份，测定砷、

汞的含量，从而调查人们正在食用的盐中砷、汞污

染物安全现状和再污染现状。

1 材料与方法

1.1 标准物质及试剂

1.1.1 标准物质 砷标准贮备液：1 000 μg/ml（中国

计量研究院，GBW（E）08611，2023-08-01）；砷标准

中间液：10 μg/ml（取1.00 ml标准贮备液液于100 ml

容量瓶中，用硝酸溶液（2＋98）定容至刻度）；砷

标准使用液：100 μg/L（取 1.00 ml 标准贮备液液于

100 ml容量瓶中，用硝酸溶液（2＋98）定容至刻度）。

汞标准贮备液：100 μg/ml（中国计量研究院，GBW

（E）080124，2023-07-01）；汞标准中间液：1.0 μg/ml

（取 1.00 ml 标准贮备液液于 100 ml 容量瓶中，用

重铬酸钾硝酸溶液定容至刻度）；汞标准使用液：

10 μg/L（取 1.00 ml 标准贮备液液于 100 ml 容量瓶

中，用重铬酸钾硝酸溶液定容至刻度）。

1.1.2 试剂 载流：（5＋95）盐酸溶液；二级水：符

合 GB/T 6682-2008 的要求；盐酸：优级纯，科隆化

工；硼氢化钾-氢氧化钠溶液：称取 20 g硼氢化钾，

溶于 1 000 ml 氢氧化钠溶液（2 g/L）中，用时现配；

硫脲-抗坏血酸溶液：称取 10.0 g 硫脲，加约 80 ml

水，加热溶解，冷却后加入 10.0 g抗坏血酸，稀释至

100 ml；溴酸钾-溴化钾溶液：称取 2.784 g无水溴酸

钾及10 g溴化钾，用纯水溶解至1 000 ml；重铬酸钾

硝酸溶液：称取0.5 g重铬酸钾，用硝酸溶液（1＋19）

溶解并稀释至1 000 ml；盐酸羟胺溶液：称取10.0g，

用纯水溶解并稀释至100 ml。

1.2 仪器及工作条件 AFS-8230双道原子荧光光

度计（ 北京吉天仪器有限公司）（配备砷空心阴极

灯和汞空心阴极灯）；仪器条件：光电倍增管负高压

（270 V）；原子化器高度（8 mm）；砷灯总电流（60

mA）；砷灯辅电流（30 mA）；汞灯总电流（30 mA）；

汞灯辅电流（15 mA）；载气流量（400 ml/min）；屏蔽

气流量（900 ml/min）；读数时间（10 s）；延迟时间

（1.0 s）；读数方式（Peak Area）。

1.3 样品及样品溶液的制备 称取 10.00 g 试样，

加水溶解后转移至 100 ml 容量瓶中，加水定容至

刻度，摇匀。准确样品溶液 10.00 ml 至 10 ml 比色

管中，加 1.0 ml 浓盐酸，2.0 ml 硫脲 -抗坏血酸溶

液，摇匀，放置 30 min 后测定总砷；准确移取该溶

液 10.00 ml 至 10 ml 比色管中，加 1.0 ml 浓盐酸，

0.50 ml溴酸钾-溴化钾溶液，摇匀，放置 30 min后，

加入 2滴盐酸羟胺溶液使黄色褪尽，再混匀后测定

总汞。

1.4 标准曲线溶液的配制 分别取砷标准使用液

（100 μg/L）：0.0 ml、0.1 ml、0.2 ml、0.5 ml、1.0 ml、

1.5 ml 和 2.0 ml 于 10 ml 比色管中，加水定容至刻

and extremely suitable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mercury and arsenic in edible salt. The investigation

finds that arsenic and mercury pollutants are in line with the national pollutant limit requirements

and are green and safe.

Key words Atomic fluorescence spectrometry；edible salt；arsenic；merc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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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加 1.0 ml浓盐酸，2.0 ml硫脲-抗坏血酸溶液，摇

匀，放置30 min 后测定总砷。分别取汞标准使用液

（ 10.0 μg /L）：0.0 ml、0.10 ml、0.20 ml、0.50 ml、1.0

ml、2.0 ml、2.5 ml于 10 ml比色管中，加水定容至刻

度，加1.0 ml浓盐酸，0.50 ml溴酸钾-溴化钾溶液，摇

匀，放置30 min后，加入2滴盐酸羟胺溶液使黄色褪

尽，再混匀后测定总汞。这样配制的标准曲线浓度

为：砷（As）：0.00、1.0、2.0、5.0、10.0、15.0和20.0 μg/L。

汞（Hg）：0.00、0.10、0.20、0.50、1.0、2.0和2.5 μg/L。

1.5 测定 开机设置好仪器条件，预热 30 min后，

以（5＋95）盐酸为载液，以硼氢化钾-氢氧化钠溶液

为还原剂，待测定标准系列空白溶液读数稳定

后，测定标准曲线及样品溶液。以所测样品的荧

光强度，从标准曲线中查得样品溶液中砷、汞的浓

度（μg/L）。

2 结果

2.1 线性范围 砷的线性范围在0.00~20.0 μg/L之

间，汞的线性范围在 0.00~2.5 μg/L 之间，相关系数

均在0.999以上。

2.2 准确度试验 称取样品 10.00 g 3 份，加水溶

解后，取汞标准使用液（10.0 μg/L）和砷标准使用液

（100 μg/L）分高、中、低3个浓度水平加标，最后定容

至 100 ml混匀，取 10.00 ml分析。高、中、低加标分

别计算加标回收率，砷的加标回收率在 96.0%~

102.8%之间，汞的加标回收率在 98.8%~112.0%之

间，具体的数据见表1。结果显示砷、汞测定的准确

度高，完全满足要求。

2.3 精密度试验 称取同一样品6份，同时处理并

上机测定，计算相对标准偏差。砷的RSD为6.71%，

汞的RSD为9.15%（表2）。结果显示砷、汞测定的精

密度好，满足方法要求。

表1 准确度试验结果

样品

低浓度组

中浓度组

高浓度组

砷

本底含量

/mg·kg-1

0.011 0

0.011 0

0.011 0

加标量

/mg·kg-1

0.010 0

0.020 0

0.050 0

测量均值

/mg·kg-1

0.020 6

0.030 7

0.062 4

加标回收率

/%

96.0

98.5

102.8

汞

本底含量

/mg·kg-1

0.003 24

0.003 24

0.003 24

加标量

/mg·kg-1

0.001 00

0.002 00

0.005 00

测量均值

/mg·kg-1

0.004 36

0.005 29

0.008 18

加标回收率

/%

112.0

102.5

98.8

表2 精密度试验结果

测定元素

砷/mg·kg-1

汞/mg·kg-1

测定次数

1

0.011 30

0.003 19

2

0.010 10

0.003 07

3

0.011 70

0.003 11

4

0.011 90

0.003 42

5

0.010 40

0.003 74

6

0.010 60

0.002 91

均值

0.011 00

0.003 24

RSD/%

6.71

9.15

2.4 检出限试验 按试验方法取样量为 10.00 g，

溶解定容至 100 ml 计算检出限，砷的检出限为

0.003 0 mg/kg，汞的检出限为0.000 30 mg/kg。砷的

定量限为0.010 mg/kg，汞的定量限为0.001 0 mg/kg。

砷、汞的方法检出限均能满足痕量分析的要求。

2.5 样品结果 南充市下属三区六县（市），在

2018-04/08每个地区采集 100份样品，共计 900份。

2018-09/12完成样品的检测工作，样品测定结果砷

含量均低于0.016 mg/kg，汞含量均低于0.019 mg/kg，

砷、汞含量均未超标，符合国家标准限值要求。

3 讨论

3.1 方法的选择 无机盐完全不需要复杂的前处

理，食用盐中含有大量的钾、钠等元素，ICP-MS 和

原子吸收等检测方法测定食盐中砷、汞会受食盐中

钾、钠、钙、镁等元素的影响。氢化物发生-原子荧

光光度法因为是将元素反应形成气态带入仪器分

析，所以基体干扰影响小，是一种优良的痕量分析

技术。GB 5009.17-2014测定汞的检测方法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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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的样品都是经过消化处理过的［8］，而食用盐样

品处理可以直接用纯水溶解，所以汞测定参考GB/

T 5750.6-2006的方法，汞在溴酸盐的作用下全部转

为Hg2＋，再用硼氢化钾溶液作为还原剂，将二价汞

全部还原成原子态汞，由载气带入原子化器进行测

定［9］。砷检测方法选用 2012 年新修订的制盐工业

通用试验方法中的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光度法。

3.3 污染的消除 整个检测过程中砷、汞极易受到

试剂、容器、环境、仪器等因素的影响造成污染［10-11］，

所有试剂必须要用优级纯的，纯水使用新鲜制备

的，试验所需10 ml比色管均用塑料管，其余的容量

瓶、刻度吸管等玻璃器材都必须用50%的硝酸浸泡

过夜，总之要保持标准空白在 100~400的荧光强度

之间，所测定的样品数据才准确度、精密度更高［12］。

3.4 样品的选择 为了让调查的样本数据具有代

表性，选取的样本覆盖了南充市下属的所有区县，

每个区县随机抽取 4个乡镇，每个乡镇再随机抽取

25户居民，每户居民均采集该户散装并正在食用的

食盐，这样就同时调查了食盐使用过程中用户二次

污染的情况。采集样品用干净的塑料采样袋，注意

不要引入固体异物杂质（辣椒粉、油滴等）造成污

染。

3.5 结论 经过一系列的试验和测定证明，使用原

子荧光光度法测定食用盐中砷、汞，方法切实可行、

基体对测定影响小、方法简单快捷、结果准确稳定，

适用于食用盐中砷、汞的测定。900份入户抽取的

食盐中砷、汞的检测数据显示，砷、汞含量均符合国

家的限值标准，可放心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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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相色谱法测定中毒样品中毒鼠强

罗定浩

［摘要］目的 建立用氮磷检测器气相色谱测定中毒样品中毒鼠强含量的方法。方法 样品经三氯甲烷提取，用无水硫

酸钠脱水，选用DB-17毛细管色谱柱分离，气相色谱氮磷检测器测定。结果 该方法相对标准偏差为0.54%～5.70%；加标

回收率为94.0%~98.6%；方法检出限为0.028 mg/kg；线性范围1.0 μg/ml～100 μg/ml，相关系数为0.999 9。结论 该方法灵

敏度高、精密度好、回收率高，能够满足实验要求，适合于中毒样品中毒鼠强的初筛和定量测定。

［关键词］中毒样品；毒鼠强；氮磷检测器；气相色谱

［中图分类号］R927.1；R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2X（2019）03-0190-03

Determination of Tetramine in Poisoning Samples

by Gas Chromatography

LUO Dinghao

Quxian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Quxian 635200，Sichu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s of tetramine in poisoning

samples by nitrogen phosphorus detector-gas chromatography. Methods The sample was extracted by

trichloromethane, dehydrated with anhydrous sodium sulfate, separated by DB- 17 capillary column,

and measured by gas chromatography nitrogen phosphorus detector. Results The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was 0.54%~5.70%, The recovery rate is 94.0%~98.6%, The detection limit of the method

was 0.028 mg/kg，The linear range is 1.0 μg/ml~100 μg/ml,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s 0.999 9.

Conclusion The method has high sensitivity, precision and high recovery, and can meet the

experimental requirements. It is suitable for the initial screening and quantitative determination of

tetraamine in poisoning samples.

Key words Poisoning samples；tetramine；nitrogen phosphorus detector；gas chromatography

毒鼠强因其杀鼠效果好，作为鼠药曾经被广泛

使用，由于其剧毒且易导致二次中毒［1］，国家已明令

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但由于市场上仍有个别商

贩非法销售，因而毒鼠强引起的人畜中毒事件时有

发生。目前报道的毒鼠强检测方法有化学法［2］、气

相色谱法［3-4］、气相色谱/质谱法（GC/MS）［5］。化学法

灵敏度低、干扰因素多、难以满足分析要求；GC/MS

定性准确、灵敏度高、抗干扰强，是检测毒鼠强可靠

和理想的方法，但因设备昂贵，一般基层单位无法

配备，难以普及和应用；而气相色谱仪已基本普及，

其灵敏度高、定量准确、简单快速，是基层单位作为

毒鼠强中毒的主要初筛方法，对于中毒患者的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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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治疗和中毒事件判断及处理有实际指导意义［6］。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仪器及条件 GC7890A气相色谱仪带NPD

检测器（美国安捷伦）；色谱柱：DB-17石英毛细管色

谱柱（123-1732），规格：30 m×320 μm×0.25 μm。进

样口温度：250 ℃；检测器温度：330 ℃；柱温：80 ℃
（保持 0 min），15 ℃/min 升到 200 ℃（保持 0 min），

25℃/min升到240℃（保持2 min）。N2流速：3.5 ml/min；

H2流速：3 ml/min；Air流速：60 ml/min。进样方式：

不分流进样。HH-M8恒温水浴锅（上海赫田）；HY-

5回旋振荡器（常州国华）。

1.1.2 试剂

1.1.2.1 毒鼠强标准储备液 200 μg/ml（乙酸乙酯

溶液），购于国家标准物质中心，于4 ℃保存。

1.1.2.2 其他试剂 色谱纯三氯甲烷、乙酸乙酯和

乙腈，分析纯无水硫酸钠。

1.2 方法

1.2.1 原理 样品中的毒鼠强用三氯甲烷或乙酸乙

酯或乙腈提取，经DB-17石英毛细管色谱柱分离，

NPD检测器检测，以保留时间定性，峰面积定量。

1.2.2 样品的采集、运输和保存 现场采样按照

《四川省食物中毒流行病学调查技术指南》［7］执行。

采样后，立即封闭，置于清洁的容器内运输和保存；

原则上应在 24 h内分析，若不能完成分析，样品可

以4 ℃保存。

1.2.3 样品处理［8］

1.2.3.1 小麦、大米、白糖、米饭样品 称取5.0 g于

25 ml具塞比色管中，加入 5.0 ml三氯甲烷，于振荡

器上振摇提取 5 min，静置分层，三氯甲烷层用无水

硫酸钠过滤，取滤液1 ml装于样品瓶中，待测。

1.2.3.2 馒头和各类面粉样品 称取5.0 g于25 ml

三角瓶中，加乙酸乙酯10.0 ml提取3次，过滤，残渣

及漏斗用少量乙酸乙酯洗3次，合并洗液于50 ml蒸

发皿中，于 70 ℃水浴上蒸干，残渣用三氯甲烷定容

至2.0 ml，装于样品瓶中，待测。

1.2.3.3 茶水样及洗胃液体样品 取 50 ml 置于

125 ml分液漏斗中，加入 5.0 ml三氯甲烷振摇提取

3 min，静置分层，三氯甲烷层用无水硫酸钠过滤，取

滤液1 ml装于样品瓶中，待测。

若样品溶液中待测物浓度超过测量范围，可用

三氯甲烷稀释后测定，计算时乘以稀释倍数。

1.2.4 标准系列 分别吸取一定量的标准溶液，用

三氯甲烷定容至 10.00 ml，混匀。配成 0、1.0、5.0、

10.0、15.0、20.0、40.0、60.0、80.0 和 100.0 μg/ml 标准

系列。装瓶待测。

1.2.5 测定 进样 1 μl标准系列和样品处理液，每

个浓度重复测定 3次，记录组分峰面积。根据标准

中组分的保留时间（相差±0.02 min）定性，毒鼠强保

留时间为9.514 min。用外标法定量，色谱工作站自

动计算出相应含量。以浓度为横坐标，相应的峰面

积值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1.3 结果计算 样品中毒鼠强含量/mg · kg- 1＝

C·V
m

。

C-从色谱图上读取的试样中毒鼠强浓度，

μg/ml；m-样品质量，g；V-定容体积，ml。

2 结果

2.1 色谱柱选择 分别用 DB-1701、HP-5、DB-17

毛细管色谱柱在同一色谱条件下对同一浓度的毒

鼠强进行测定，实验表明只有DB-17毛细管色谱柱

可获得最大色谱峰且峰型尖锐而窄，因此本实验选

择DB-17毛细管色谱柱作为分析柱。

2.2 检测器选择 用DB-17毛细管色谱柱分别在

FID 和 NPD 检测器上对同一浓度的毒鼠强进行测

定，实验表明在NPD检测器上获得的灵敏度比FID

检测器灵敏度高40倍。因此本实验选择NPD检测

器。

2.3 色谱条件选择 本实验研究了不同柱温、不同

载气流速对被测组分分离度的影响。实验结果发

现，在本文色谱条件下可获得最高灵敏度。毒鼠强

标准溶液色谱图（图1）。

图1 毒鼠强标准色谱图

NPD1A，前部信号（C：\数据\毒鼠强测定_GC 2014-09-08 08-09-59\110F0801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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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方法的线性范围 按分析步骤配制标准系列，

在本法选择的条件下制备标准曲线（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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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方法检出限 本法最低检出浓度为0.028 μg/ml

（3 倍空白噪声/斜率），若取 5.0 g 样品，用 5.0 ml 三

氯甲烷提取过滤后进样测定，则本方法检出限为

0.028 mg/kg。

2.6 方法精密度试验 对高、中、低 3 种浓度的毒

鼠强标准各测6次，相对标准偏差为0.54%～5.70%

（表2）。

表1 方法的线性范围

组分

毒鼠强

线性范围

/μg·ml-1

1.0～100

线性回归方程

Y＝14.197 14X－0.085 765 8

相关系数

0.999 9

注：Y表示峰面积；X表示质量浓度/μg·ml-1。

表2 方法精密度试验结果（n＝6）

标准浓度/μg·ml-1

1.0

10.0

40.0

峰面积

1

14.002 6

141.795 1

584.786 2

2

15.336 8

141.961 1

578.972 3

3

13.233 2

141.462 0

585.840 8

4

14.456 8

139.206 2

583.072 8

5

15.320 7

140.189 0

587.6725

6

14.933 7

141.479 8

586.6933

x/μg·ml-1

14.547 3

141.015 5

584.506 3

S

0.824 9

1.083 8

3.141 5

RSD/%

5.70

0.77

0.54

2.7 加标回收试验 用不含毒鼠强的大米粉中加

入低、中、高3个浓度的毒鼠强，按本法测定，其回收

率为94.0%～98.6%（表3）。

表3 加标回收试验结果

浓度

低

中

高

加标值/μg·ml-1

12.0

20.0

42.5

测得值/μg·ml-1

11.309 29

19.302 85

41.926 25

回收率/%

94.0

96.4

98.6

3 讨论

本文通过对 3种中、低极性毛细管色谱柱的分

离效果、两种不同检测器的灵敏度以及不同柱温和

载气流速等对分离效果的影响进行了实验，筛选出

测定毒鼠强的最佳色谱条件，建立了以DB-17石英

毛细管色谱柱、NPD检测器、程序升温、保留时间定

性、外标法定量检测毒鼠强的方法，并对方法的灵

敏度、精密度、准确度进行了验证，其检出限为

0.028 mg/kg（以取样5.0 g、定容到5.0 ml计）；相对

标准偏差为0.54%～5.70%；加标回收率为94.00%～

98.60%；线性范围为1.0 μg/ml～100 μg/ml，相关系

数为 0.999 9。本方法能够满足毒鼠强中毒的实验

室分析要求，适用于基层单位作为毒鼠强中毒的初

筛和定量检测方法使用。

由于食物中毒一般定性比定量更有意义，因此

也可不用标准曲线，直接用单点校正，以保留时间

定性，以便缩短检验时间，为中毒者赢得抢救时

间。对于阴性样品可直接判断为未检出，排除毒鼠

强中毒的可能；阳性样品可更换色谱柱重新检测。

参考文献

［1］宁工红 . 常见毒物急性中毒的简易检验与急救［M］.北

京：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2000：280-283.

［2］黄道平，刘吉星 . 变色酸法快速检测毒鼠强［J］.中国卫

生检验杂志，2001，11（5）：622-622.

［3］徐少华，黄凤珍 .色谱法快速检测生物材料中毒鼠强［J］.

预防医学情报杂志，2005，20（2）：241-241.

［4］白和银，张敏，刑刚，等 .气相色谱法测定中毒样品中毒鼠

强的研究［J］.预防医学情报杂志，2000，16（4）：86-87.

［5］高玲，杨元，谯宗斌 .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测定中毒食物

中的氟乙酰胺和毒鼠强［J］.中国卫生检验杂志，2003，13

（4）：450-451.

［6］向仕学，等 .食品卫生理化检验实用方法汇编［C］.成都：

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编印，2000：50，94.

［7］《四川省食物中毒流行病学调查技术指南》［Z］.四川省卫

生厅，2009.

［8］王竹天，杨大进 . 食品中化学污染物及有害因素监测技

术手册［M］.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1：44.

（收稿日期：2019-04-11）

192



职业卫生与病伤 2019年6月第34卷第3期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Damage June 2019，Vol. 34，No.3

作者单位：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成都 610041）

作者简介：岳茜岚（1991-），女，硕士，医师，食品毒理学

通信作者：刘科亮（1974-），男，硕士，主任医师，劳动卫生与

环境卫生学，E-mail：1347320149@qq.com

酒精性肝病（Alcoholic Liver Disease，ALD）是

常见的肝脏疾病，已对发达国家造成严重的疾病负

担。据统计，在美国 44.0%的肝病死亡率可归因于

酒精，ALD 造成的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

Adjust Life Years，DALY）占总 DALY 的 9.2%［1］。

在我国，随着酒精消费量的不断增长，ALD的发病

率也呈现逐年升高的趋势，酒精已成为仅次于肝炎

病毒的第二大肝损害病因［2］。

动物模型是探寻疾病发病机制和寻找防治药

物的前提和重要工具，目前国内外尚未建立统一、

【综述】

酒精性肝损伤啮齿类动物模型的研究进展

岳茜岚，豆捷雄，田嘉军，刘科亮

［摘要］我国酒精性肝病发病率呈逐年升高的趋势，理想的酒精性肝损伤动物模型是酒精性肝病发病机制研究和药物研

发的前提。啮齿类动物被认为是研究酒精性肝病的首选模型动物，而其对酒精损伤作用的易感性存在品系和性别差异。

常见的酒精性肝损伤模型，包括一次性大剂量或短期内多次酒精灌胃的急性酒精性肝损伤模型、慢性酒精灌胃模型、

Lieber-Decarli液体食料喂养模型、Tsukamato-French大鼠模型、酒精性肝纤维化复合模型、Gao-binge模型等，本文就酒精

性肝损伤啮齿类动物模型的研究现状作简要综述。

［关键词］酒精性肝病；啮齿类动物模型

［中图分类号］R57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172X（2019）03-0193-04

Advances in Research on Rodent Models of Alcoholic Liver Injury

YUE Qianlan，DOU Jiexiong，TIAN Jiajun，LIU Ke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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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incidence of alcoholic liver disease in China has been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The

ideal animal models of alcoholic liver injury are essential for the pathogenesis study and drug

development. Rodents are considered to be the preferred model for the study of alcoholic liver

disease，while the differences of susceptibility to alcohol lie in the strains and genders. Commonly，

the alcoholic liver injury models include the acute alcoholic intragastric model， chronic alcohol

intragastric model， Lieber- decarli model， Tsukamato- french rat model， alcoholic liver fibrosis

model，Gao-binge model，etc. This study reviewed the research status of rodent models of alcoholic

liver injury.

Key words Alcoholic Liver Disease；rodent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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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酒精性肝损伤动物模型，不同的造模周期和

造模方法所产生的损伤存在很大差异，文章就酒精

性肝损伤模型动物的品系和性别差异，以及常见的

造模方法进行了综述，并讨论了各造模方法产生的

酒精性肝损伤以及各自的优缺点。

1 模型动物的品系和性别差异

啮齿类动物（大鼠、小鼠）大多天性厌酒，仅为

摄取热量而主动摄入酒精，啮齿类的乙醇代谢速率

是人的 5倍，当其血乙醛水平升高时便停止摄入酒

精，故啮齿类酒精性肝损伤模型很难获得较高的血

乙醇浓度（blood ethanol concentration，BAC）［3］。

尽管如此，考虑到实验周期短、饲养和操作方便、经

济实惠等因素，啮齿类动物仍是研究酒精性肝损伤

的首选模型动物。研究表明，啮齿类动物对酒精损

伤作用的易感性也存在品系和性别差异。

1.1 品系差异 与小鼠相比，大鼠对酒精的耐受性

更好，在酒精灌胃模型中可接受高浓度长时间的酒

精灌胃而较少出现死亡，容易诱导明显的酒精性肝

损伤病变［4］。DeNucci等［5］用相同的酒精液体食料

喂 养 不 同 品 系 大 鼠（Long Evans（LE）大 鼠 、

Sprague Dawley（SD）大鼠和Fisher 344（FS）大鼠）8

周，发现在摄入的热量和 BAC 相似的情况下，LE

大鼠出现更显著的脂肪性肝炎病变和肝纤维化，

以及更高程度的血转氨酶水平、DNA 损伤、前炎

症因子、酒精代谢酶和胶原的表达；SD 大鼠出现

中等程度的脂肪性肝炎病变，血转氨酶水平、酒精

代谢酶和前炎症因子表达升高。上述 3 种大鼠的

乙 醇 代 谢 酶（ADH1，ADH3，ADH7，ALDH1 和

CYP2E1）表达模式的差异，可能是其出现品系差

异的原因［5］。

Tsuchiya等［6］灌胃给予14种近交系小鼠相同剂

量的酒精 28 d，各品系小鼠的高 BAC 相似，但

C57B6/10J、NZW/LacJ、FVB/NJ和KK/HIJ小鼠表现

出更严重的酒精性肝损伤病变。C57BL/6 小鼠由

于嗜酒精性较高，一般被认为是自由摄食酒精食料

喂养模型的最佳品系，其他品系如 BALB/c 等常

出现拒绝食用含酒精食料或体重减轻、死亡率高

等现象［3］。

1.2 性别差异 人类女性在饮酒年限和每日饮酒

量较男性少的情况下，患酒精性肝病以及向肝硬

化进展的风险高于男性，这种性别差异在动物模

型中也有体现［7-8］。Fulham等［7］在C57BL/6J小鼠的

Gao-binge模型中发现，尽管摄入的酒精量更低，雌

性小鼠的肝脂肪组织炎症较雄性更严重，表现为前

炎症细胞因子、前炎症细胞因子活化分子、巨噬细

胞活化分子的表达显著增加。Sharma等［8］在Wistar

大鼠酒精灌胃模型中发现，在相同的剂量下，雌性

大鼠的肝损伤较雄性更严重，并出现脂质代谢、酒

精代谢等基因表达上调。刘科亮等［9］研究也发现，

在 SD大鼠一次性大剂量酒精灌胃模型中，雌性大

鼠的血清转氨酶和肝脏脂肪变性的病变程度更明

显。

2 酒精性肝损伤啮齿类动物模型

摄入酒精的剂量和时间是影响肝脏功能障碍

程度的重要因素。此外，摄入酒精的方式同样影响

着乙醇吸收的量和速率，并最终影响病理结局。目

前尚无一个全面的，可以准确反映出人类全部ALD

病理特征的啮齿类模型，下文主要介绍目前常用的

急性酒精性肝损伤模型和几种慢性酒精性肝损伤

模型。

2.1 急性酒精性肝损伤模型 短期经口灌胃给予

乙醇（常用剂量是 4~6 g/kg·bw）常被用于评估乙醇

暴露的急性（72 h内）和亚急性效应（7 d内）。该模

型简单易复制且能够模拟人类短时间内大量饮酒

造成的肝损伤，但不足以维持稳定的高BAC，而稳

定的高 BAC 是产生酒精性肝损伤的重要条件，故

该模型仅能引起轻微的血清转氨酶水平升高［10-11］，

或肝细胞脂肪变性，伴轻度气球样变和炎细胞浸

润等病理改变［12］，不能产生典型的人类 ALD 病

变，但对研究乙醇作用机制和早期阶段的肝损伤

仍十分有用［13］。在酒精造模的同时给予脂多糖

（lipopolysaccharide，LPS）处理，或用肥胖动物模型

造模，可显著增加酒精性肝损伤的病变程度，即“二

次打击”模型［14］。

2.2 慢性酒精性肝损伤模型

2.2.1 慢性乙醇灌胃法/饮水中掺入乙醇 Enomoto

等［15］每日灌胃给予大鼠乙醇（5 g/kg·bw），持续8周

可出现时间依赖性的肝损伤，分别在 4周和 8周结

束时观察到轻度脂肪变性和轻度酒精性脂肪性肝

炎（alcoholic steatohepaitis，ASH）。Keegan 等［12］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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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大鼠 40.0%乙醇溶液代水饮，持续 25 周以上，可

产生肝脏脂肪变性、中性粒细胞浸润、中央静脉周

围纤维化等肝损害。

2.2.2 Lieber-Decarli液体食料法（L/D模型） 大鼠

除喂饲含酒精的液体食料外，不再给其他任何食物

或液体，食料的热量构成比为蛋白质 18.0%、脂肪

35.0%、碳水化合物类 47.0%（47.0%中 36.0%的热量

由乙醇提供）。喂养 4~12周可出现肝脏脂肪变性，

血清转氨酶水平不变或轻微升高，是国外实验室常

用的造模方法［12，16］。该模型并未完全克服大鼠厌酒

的情况，若不同时进行四氯化碳或LPS等肝毒性物

质处理，难以获得局灶性坏死、炎症反应和纤维化

等肝脏病变［12，14］。

2.2.3 Tsukamato-French大鼠模型 该法是通过给

大鼠植入胃管，持续注入含乙醇的液体饲料，可维

持一定的BAC（2~3 g/L），病变符合酒精性肝损伤的

演变规律，从肝细胞脂肪变性、炎细胞浸润，至 3个

月时出现肝纤维化。虽然可观察到明显的脂肪变

性、炎细胞浸润、纤维化等典型肝脏病变，但不符合

人类正常摄入乙醇的规律，且手术复杂、设备昂贵，

可操作性不强［12］。

2.2.4 酒精性肝纤维化复合模型 国内学者常采

用白酒、玉米、吡唑混合液灌胃制作酒精性肝纤维

化大鼠模型，造模 16 周后见肝组织内广泛的中央

静脉和小叶间纤维化［17］。在混合液灌胃基础上配

合微量 CCl4腹腔注射，可在第 8~10 周时脂肪变性

与炎症同时出现并进行性加重，第 12 周造模结束

时炎症与纤维化并存，但脂肪变性会消退，可能与

营养过度消耗有关［17］。该模型在造成明显的炎症

和纤维化病变方面有很大优势，但难以确定病变数

据是来源于酒精还是 CCl4，解释结果时需十分小

心。

2.2.5 慢性酒精喂养加急性酒精灌胃模型（Gao-

binge模型） Gao-binge模型是给予实验动物5 d的

液体饮食适应期，10 d 的 5%~6%酒精液体饲料喂

养期，于第 11 d 早上给予一次性高剂量酒精灌胃

（5~6 g/kg·bw乙醇）［18］。该模型很好地模拟了慢性

饮酒史的基础上酗酒、醉酒导致酒精性肝炎急性发

作的病程，造模时间短，可出现较严重的肝脏脂肪

变性和炎症，血清转氨酶和BAC明显升高，若将喂

养时间延长至 8~12 周能产生更严重的肝损伤［4］。

但造模时需要特制的喂食器，实验动物单只或两只

一笼喂养，增加了实验成本。

3 小结与展望

理想的 ALD 动物模型需与人类酒精性肝病

有相似的特征，病变分期明显、形成率高、死亡率

低、简便易行、造模停止后病变逆转缓慢。单纯

的酒精灌胃或含酒精液体食料喂养符合人类短

时间酗酒或长期饮酒引起 ALD 的情况，但是难以

造成比脂肪变性更严重的肝脏病变，适用性有

限。酒精合并 LPS、四氯化碳或高脂饮食处理的

“二次打击”模型可以产生酒精性肝炎、纤维化等

更严重的肝脏病变，但是引入了酒精之外的处理

因素，所产生的肝损伤难以简单归因于酒精，且

不完全符合人类 ALD 发生和进展的实际情况。

这些模型在过去的 ALD 发病机制研究和相关的

药物、保健食品研发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

该领域科学研究的不断发展，酒精性肝损伤模型

将不断被优化和改进，以满足源源不断出现的新

的研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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