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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防护】

南京市某炼铁厂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张翠翠 1，张恒东 2

1 江苏省欧萨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南京 211500；2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南京 210009

［摘要］目的 评估南京市某炼铁厂职业病危害现状。方法 2019-08，通过职业卫生现场调查、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职业健康检查等方法对该厂职业病危害现状进行评价。结果 粉尘作业岗位合格率 100.0%，一氧化碳作业岗位合格

率92.3%，噪声作业岗位合格率 94.1%，高温作业岗位合格率 75.0%；职业健康体检中，多人检出血压、血糖和电测听

异常；结论 该炼铁厂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良好，部分接触一氧化碳、噪声、高温的岗位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较差，需

重点防控。

［关键词］炼铁；职业危害；评价

［中图分类号］R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2X（2020）02-0065-06

Evaluation on Occupational Hazards in an Iron-making

Plant of Nanjing City in China

ZHANG Cuicui 1，ZHANG Hengdong 2

1 Occupational Health & Safety Assistances Inc.，Nanjing 211500，Jiangsu Province，China.
2 Jiangsu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Nanjing 210009，Jiangsu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ccupational hazards in an iron- making

plant in Nanjing City. Methods The evaluatio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ccupational disease

hazards in the iron- making industry was carried out through the occupational health field

investigation， monitoring of occupational hazards，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examination in August

2019. Results The qualification rate of dust posts was 100.0% ， the qualification rate of carbon

monoxide posts was 93.7%， the qualification rate of noise posts was 94.1%，and the qualification

rate of high temperature posts was 75.0% . In the occupational health examination， many people

showed abnormal blood pressure， blood sugar and electrical audiometry. Conclusion Occupational

hazards control effect is good in this iron-making plant，while in some positions exposed to carbon

monoxide， noise， and high temperature， the effect was unsatisfactory and ke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were needed to taken.

Key words iron making；occupational hazards；evaluatio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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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冶炼从原料到成品生产过程极为复杂，作

业环境恶劣，有毒有害物质众多，是职业病危害风

险严重的行业之一［1］。在钢铁生产过程中，有些职

业危害因素是很难治理的，如高温、噪声等。大多

数钢铁冶炼企业职业卫生管理体系不完善，职业病

防护设施存在缺陷。对于这些存在的问题，许多企

业没有能力提出合理的治理方案。目前，这些实际

情况仍困扰着企业的职业卫生管理工作［2］。为了解

南京市某炼铁厂职业病防治现状，保护劳动者健

康，本机构于 2019-08对南京市某炼铁厂进行职业

卫生现场调查，对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

对职业病防护设施、应急设施、个体防护用品、职业

卫生管理及职业健康体检结果进行评价，并提出建

议及改进措施。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南京市某炼铁厂为研究对象，评估其

2019年职业病危害现状。

1.2 方法

1.2.1 职业卫生调查 调查企业概况、原辅材料、

生产工艺、职业病防护设施及应急救援设施设置、

接触各种职业病危害因素岗位和人员、个体防护用

品配备及佩戴、职业健康管理档案等资料。

1.2.2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粉尘采样

使用 AF-25 粉尘采样器；一氧化碳采样使用 GXH-

3011A 一氧化碳红外线气体分析器直读；使用

AWA5610D 积分声级计和 ASV5910 防爆型个人声

暴露计监测噪声强度；使用HT30热指数仪监测高

温强度。采样依据GBZ159-2004《工作场所空气中

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3］、GBZ/T192.1-2007《工

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第 1 部分：总粉尘浓度》［4］、

GBZ/T300.37-2017《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5］、GBZ/T189.7-2007《工作场

所物理因素测量 第 7 部分：高温》［6］、GBZ/T189.8-

2007《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第8部分：噪声》［7］。

1.2.3 职业健康检查 依据GBZ188-2014《职业健

康监护技术规范》［8］等有关规定，对 2019年职工职

业健康体检资料做出评价。

1.3 评价依据 依据GBZ1-2010《工业企业设计卫

生标准》［9］、GBZ2.1-2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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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Z2.2-2007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2部分：物理因

素》［11］等标准对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职业病

防护设施进行分析与评价。

1.4 统计分析 针对所检测的数据，采用 Excel

2007软件进行数据录入整理，并计算职业病危害因

素作业岗位合格率。同一种职业病危害因素中，岗

位合格率（%）＝合格岗位数量/检测的总岗位数量。

2 结果

2.1 职业卫生调查情况 该炼铁厂成立于 2009

年，建有 3座高炉（1座 2 500 m3，2座 2 000 m3）年产

铁水570万吨，2019年在职员工357人，其中接触职

业病危害人数283人，生产班制四班三运转，每班工

作时间8 h。主要原辅材料为烧结矿、球团矿、块矿、

焦炭和煤粉；生产工艺主要涉及的作业区包括准备

作业区、高炉作业区、动力作业区，存在的主要职业

病危害因素有粉尘、一氧化碳、高温、噪声（表1）。

表1 南京市某炼铁厂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情况

作业区

准备作业区

1#/2#/3#高炉作业区

动力作业区

岗位

供料

干煤棚

炉前

上料

热风炉

水煤

鼓风

制粉

除尘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粉尘、噪声

粉尘、噪声

粉尘、一氧化碳、高温、噪声

粉尘、一氧化碳、高温、噪声

粉尘、一氧化碳、高温、噪声

粉尘、一氧化碳、高温、噪声

噪声

粉尘、一氧化碳、高温、噪声

粉尘、高温、噪声

产生危害的设备或环节

焦矿供料皮带

煤输送皮带

出铁口

上料皮带

热风炉

/

鼓风机

煤粉仓、磨煤机

除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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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 本次对13个一

氧化碳作业岗位、16个粉尘作业岗位、17个噪声的

作业岗位、12个高温作业岗位进行了检测，其中1个

岗位一氧化碳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超标，1个岗

位噪声 8 h等效声级超标，3个岗位高温超标，其他

岗位接触的危害因素均符合国家标准限值要求

（表 2～表5）。一氧化碳作业岗位合格率92.3%，噪

声作业岗位合格率 94.1%，高温作业岗位合格率

75.0%，粉尘作业岗位合格率100.0%。

表2 南京市某炼铁厂各作业岗位一氧化碳浓度检测结果

作业区

1#高炉作业区

1#高炉作业区

1#高炉作业区

1#高炉作业区

2#高炉作业区

2#高炉作业区

2#高炉作业区

2#高炉作业区

3#高炉作业区

3#高炉作业区

3#高炉作业区

3#高炉作业区

动力作业区

岗位

炉前

上料

热风炉

水煤

炉前

上料

热风炉

水煤

炉前

上料

热风炉

水煤

制粉

职业病危害因素

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

检测结果/mg·m-3

CTWA

1.4

0.5

0.2

1.9

13.7

0.6

3.3

11.0

22.3

6.2

1.6

11.1

0.2

CSTEL

2.2

0.8

0.8

3.8

19.6

1.3

13.0

19.7

24.5

11.4

7.0

26.8

3.5

职业接触限值/mg·m-3

PC-TWA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PC-STEL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判定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表3 南京市某炼铁厂各作业岗位粉尘浓度检测结果

作业区

1#高炉作业区

1#高炉作业区

1#高炉作业区

1#高炉作业区

2#高炉作业区

2#高炉作业区

2#高炉作业区

2#高炉作业区

3#高炉作业区

3#高炉作业区

3#高炉作业区

3#高炉作业区

准备作业区

准备作业区

动力作业区

动力作业区

岗位

炉前

上料

热风炉

水煤

炉前

上料

热风炉

水煤

炉前

上料

热风炉

水煤

供料

干煤棚

制粉

除尘

职业病危害因素

其他粉尘

其他粉尘

其他粉尘

其他粉尘

其他粉尘

其他粉尘

其他粉尘

其他粉尘

其他粉尘

其他粉尘

其他粉尘

其他粉尘

其他粉尘

煤尘

煤尘

其他粉尘

检测结果

CTWA/mg·m-3

0.5

0.3

＜0.3

0.4

0.5

＜0.3

＜0.3

＜0.3

0.4

0.3

＜0.3

0.3

＜0.3

0.5

0.5

＜0.3

超限倍数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1

/

职业接触限值

PC-TWA/mg·m-3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4

4

8

超限倍数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判定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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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南京市某炼铁厂各作业岗位噪声强度检测结果

作业区

1#高炉作业区

1#高炉作业区

1#高炉作业区

1#高炉作业区

2#高炉作业区

2#高炉作业区

2#高炉作业区

2#高炉作业区

3#高炉作业区

3#高炉作业区

3#高炉作业区

3#高炉作业区

准备作业区

准备作业区

动力作业区

动力作业区

动力作业区

岗位

炉前

上料

热风炉

水煤

炉前

上料

热风炉

水煤

炉前

上料

热风炉

水煤

供料

干煤棚

制粉

除尘

鼓风

职业病危害因素

噪声

噪声

噪声

噪声

噪声

噪声

噪声

噪声

噪声

噪声

噪声

噪声

噪声

噪声

噪声

噪声

噪声

检测结果

8 h等效声级［dB（A）］

76.0

91.0

81.2

74.4

78.5

80.7

81.3

76.3

77.9

82.4

74.5

77.7

74.2

80.4

80.6

79.4

76.7

职业接触限值

8 h等效声级［dB（A）］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判定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表5 各作业岗位高温强度检测结果

作业区

1#高炉作业区

1#高炉作业区

1#高炉作业区

1#高炉作业区

2#高炉作业区

2#高炉作业区

2#高炉作业区

2#高炉作业区

3#高炉作业区

3#高炉作业区

3#高炉作业区

3#高炉作业区

岗位

炉前

上料

热风炉

水煤

炉前

上料

热风炉

水煤

炉前

上料

热风炉

水煤

职业病危害因素

高温

高温

高温

高温

高温

高温

高温

高温

高温

高温

高温

高温

检测结果WBGT值/℃
34.3

27.5

26.9

29.3

34.5

27.8

28.1

29.5

34.2

28.0

27.8

29.3

接触时间率/%

38

25

13

25

38

25

13

25

38

25

13

25

劳动强度分级

II-中等劳动

II-中等劳动

II-中等劳动

II-中等劳动

II-中等劳动

II-中等劳动

II-中等劳动

II-中等劳动

II-中等劳动

II-中等劳动

II-中等劳动

II-中等劳动

判定

不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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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职业病防护设施 防尘毒设施：高炉出铁采用

自动化控制，在各皮带转运点、出铁口、渣沟、铁水

沟等设置除尘设施。出铁口设置排风罩，罩口形式

为“上吸罩＋侧吸罩”，但出铁厂房自然通风不足、

穿堂风不够；降噪设施：各风机进出口与连接管道

采用软连接，对主抽风机外壳设隔音层；防高温设

施：炉腹、炉腰及炉身下部设置 5段铜冷却壁，加强

隔热保温性能，各操作室均设置空调。

2.4 应急救援设施 该炼铁厂在中控室、各操作室

共设置了 8套正压式空气呼吸器、4套长管呼吸器、

148台便携式一氧化碳报警器，在炮房、风口平台、

除尘器、喷吹罐等作业点共设置了 236台固定式一

氧化碳声光报警器，但个别固定式报警器设置位置

不符合要求，部分便携式报警器未定期检定。

2.5 职业健康监护 该炼铁厂 2019年组织接触职

业危害因素员工283人进行了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

查，未发现职业禁忌症或疑似职业病。但检出需职

业病专科复查人员 41 人，其中血压、血糖异常 31

人，分布在炉前、水煤高温岗位；电测听异常 10人，

分布在上料、热风炉噪声岗位，该厂未对上述异常

人员进行复查。

2.6 个体防护用品 该炼铁厂为所有接触粉尘的

岗位配发了KN95级别的3M9505防颗粒物口罩；为

噪声岗位配发了降噪耳塞；为高温岗位配备了防高

温阻燃服。现场调查发现个别员工未佩戴个体防

护用品，防护用品领用记录不规范。

2.7 职业卫生管理 该炼铁厂设立了职业卫生管

理机构，配备了专职管理人员，制定了职业卫生管

理制度及岗位操作规程，健全了职业健康管理档

案。

2.8 关键控制点 上料岗位接触到的噪声，炉前、

热风炉和水煤岗位接触到的一氧化碳为该炼铁厂

的关键控制点。

3 讨论

根据本次检测结果，粉尘作业岗位合格率

100.0%，一氧化碳作业岗位合格率93.7%，噪声作业

岗位合格率94.1%，高温作业岗位合格率75.0%。一

氧化碳超标原因是由于高炉出铁口交换时，风机运

行交接，导致含有一氧化碳的废气无组织排放；噪

声超标原因是给料机、振动筛瞬时噪声强度96 dB；

高温超标原因是炉前出铁时铁水温度高达1 500 ℃
~1 600 ℃，炉前岗位直接接触高温热辐射。根据以

上情况，提出以下建议：①由于一氧化碳超标，需定

期检查高炉、热风炉和煤气系统的密封情况，改善

出铁厂房通风条件，合理设计厂房气流形式，使夏

季主导风向与高温作业厂房的长轴夹角满足标准

规范要求，确保出铁过程中所产生的的尘毒及时排

出［1］。②振动筛、称量斗等为固有高噪声设备，减振

基座降噪效果一般。为提高降噪效果，建议在工艺

允许情况下，为高噪声设备安装隔声罩［12］。同时，

制定并实施听力保护计划，每年对噪声作业岗位人

员进行听力保护培训、对作业场所噪声及员工噪声

暴露情况至少进行一次监测，配备有效的护耳器，

并对现场佩戴情况进行监督检查。③高温作业对

心血管系统有不良影响，高温是作业人群高血糖发

生的影响因素之一［13］，炉前岗直接接触热辐射，该

岗位高温检测超出国家接触限值，职业健康体检异

常人数连续 3 年持续增加，职业性相关异常明显。

应在现场设置降温设施，监督穿戴高温阻燃服，并

合理安排作业频次，减少作业时间。④完善职业病

防护设施检维修管理制度，定期检查应急设施完好

状况，按GB/T 50943-2019《石油化工和有毒气体检

测报警设计标准》要求规范设置有毒气体报警设

施。⑤重视职业健康体检闭环管理。对可能与职

业相关异常人员应重点对待，及时安排职业专科复

查，对职业禁忌证人员要及时安排调岗，对疑似职

业病人员要及时申请职业病诊断。⑥规范配备个

体劳动防护用品，完善个体防护用品发放记录，加

强劳动防护用品穿戴监督管理，定期开展个体防护

用品正确穿戴培训，提高劳动者防护意识和自我保

护意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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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起急性职业中毒案例的共性分析与思考

冯鸿义

江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江苏 江阴 214431

［摘要］通过分析急性职业中毒典型案例的共性，为制定相应职业病防治策略提供参考。对照职业病诊断标准，复习在职

业病诊断中遇到的典型案例，分析发病原因，总结共性，提出了预防建议。发现中毒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安全教育

和个人防护设备，有几点共性：①相关企业职业安全意识淡薄，重效益而轻危害，未进行过职业病危害因素申报及建设项

目职业病危害评价；②工程多经过外包，中毒者均为外来务工低学历人员，缺乏自我防护意识；③工人操作过程不规范，未

佩戴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甚至违章作业；④受限空间未进行全面或局部排风，致局部有害气体浓度积聚引发事故。总

之，随着快速工业化，接触化学品的机会显著增多，致急性职业中毒事故成为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并严重威胁着工人的

身心健康。企业应加大防护设施和个人防护用品的投入，保障劳动者的职业健康。

［关键词］急性职业中毒；案例分析；措施建议

［中图分类号］R13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172X（2020）02-0070-04

Analyze and Reflection on the Commonality of 3 Cases

of Occupational Acute Poisoning

FENG Hongyi

Jiangyin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Jiangyin 214431，Jiangsu Province，China.

Abstract To analyze the commonality of typical cases of acute occupational poisoning，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ormulating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of

occupational disease diagnosis，the study reviewed the typical cases，analyzed the causes of typical

cases，summarized the commonality，and put forward preventive suggestions. It was found that the

main causes of poisoning accidents were lack of safety education and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and the commonalities was as the following：① the relevant enterprises had weak awareness of

occupational safety， focused on effectiveness and neglected the harm， and had not declared the

occupational- disease- inductive factors and evaluated the occupational- disease- inductive factor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② most projects were outsourced， the poisoned workers were all migrant

workers with low 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lacked self- protection consciousness. ③ the project

operation process were not standardized， and the workers did not wear the necessary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or even conduct the legal operation. ④ the workplace was not fully or

partially ventilated， which led to the accident caused by the accumulation of harmful gas

concentration. In short， with the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the possibility of exposur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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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s hav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causing acute occupational poisoning accidents become a

prominent public health problem and seriously threate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workers.

Enterprises should increase investment in protective facilities and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to

protect the occupational health of workers.

Key words acute occupational poisoning；case study；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接触化学品的机会显

著增多，致急性职业中毒事故成为突出的公共卫生

问题，并严重威胁着工人的身心健康［1-2］。职业危害

和职业病已成为影响劳动者健康，造成劳动者过早

失去劳动能力的主要因素［3-4］。急性职业中毒是指

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短时间内接触大量有毒职业

病危害因素引起的中毒，江阴市2011年先后发生了

3起急性职业中毒事故，造成了生命财产的重大损

失。国内群发性职业病事件也不断被媒体报道，并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通过复习相关职业中毒

诊断资料，结合实际工作中遇到的职业危害事故发

生的特点、医院救治及事故调查经过等方面内容，

剖析存在的问题，加强对硫化氢等重点危害因素的

防范并提出合理建议［5］。现就职业病诊断工作中遇

到的 3起急性职业中毒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研究结

果报告如下。

1 中毒案例

1.1 急性硫化氢中毒案例 某拆船厂拆解 1 条万

吨散装废货轮，工人在清理舱底重油时发生 1起硫

化氢中毒事故，4人全部死亡。据参加抢救的医生

通报，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 2 人，入院后又死亡 1

人。余 1人主因昏迷 1 h入院，患者小便失禁，呈深

昏迷。查体见对光反应迟钝，口唇发绀，听诊双肺

可闻及湿啰音。胸片检查示两肺弥漫性小片絮状

模糊影，两上肺较重。诊断急性中毒性肺水肿，呼

吸衰竭。入院后给予机械通气，气管插管见多量粉

红色泡沫痰。给予脱水降颅压、利尿、呼吸机辅助

呼吸，该患者最终也抢救无效死亡。现场调查发

现，作业任务主要是清除舱底残留重油，作业区域

可闻到刺鼻的气味。船舱底层水深 30 cm，上有浮

油 20 cm，油面距甲板 16 m。工人沿直径 70 cm 竖

井直通舱底作业，4名工人未戴任何防毒用具下舱

底清理，现场也未配置急救防护用品和采取急救措

施。事故发生后的第 2天对舱底采样分析，空气中

硫化氢含量高达 1 288～2 013 mg/m3，远超标准（国

家职业卫生标准MAC为10 mg/m3）。

1.2 急性二氧化碳窒息案例 某拆船厂 4 名工人

在拆解一条近万吨旧轮船时发生急性二氧化碳窒

息事故。据参加抢救的医生通报，送至医院时已确

认 1人死亡，1人昏迷，2人神志清楚。其中昏迷者

经高浓度吸氧、对症及支持治疗后清醒，3人均口唇

发绀，感头晕，乏力，被诊断为急性缺氧性脑病。调

查人员下船舱采集作业面空气标本，在倒数第三层

甲板处下蹲时瞬间即感明显胸闷、呼吸困难，起身

后即刻缓解。实验室检测显示，采集点空气氧含量

14%，明显低于正常空气含氧量21%的要求；二氧化

碳含量为 131 332 mg/m3，远超标准（国家职业卫生

标准MAC为18 000 mg/m3）；硫化氢未检出，一氧化

碳检测在正常范围。工人作业的任务主要是清除

舱底废油，当天 4名工人照常在毫无防护措施的情

况下进船舱作业，由于误操作防火消防开关，致使

多达120只存储有二氧化碳的钢瓶被瞬间放空。工

人感觉随“喷”一声爆响后见白色烟雾从舱顶慢下，

尚未来的及撤离就昏到在船舱，后由同事陆续救

出。根据现场实地调查、实验室检测结果、结合病

人临床表现，确定本次事故由急性二氧化碳窒息引

起。

1.3 急性对硝基苯胺中毒案例 某化工厂 5 名工

人在整理、搬运废旧包装袋时发生了急性对硝基苯

胺中毒。据参加抢救的医生通报，患者为5名男性，

年龄在 22～35岁之间，主因“胸闷、心悸、头晕 3 h”

入院。入院时精神萎靡，生命体征尚平稳，口唇及

双手指端发绀。血氧饱和度为 78%～86%（吸氧

后），血气分析检测无明显低氧血症，高铁血红蛋白

浓度未检测。入院后均给予特殊解毒药亚甲蓝

（120 mg）静脉注射，面罩吸氧、对症及支持治疗。

数小时后患者病情逐渐缓解，5 d后均治愈出院，被

确诊为急性对硝基苯胺中毒。现场查看，生产工艺

主要是将废旧塑料加工为聚丙烯颗粒塑料粒子成

品，生产车间单层结构，有窗户，无排风装置。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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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 5名工人当天在车间整理、搬运装过对硝基苯

胺的废旧蛇皮袋，劳动过程中双手反复接触到之前

已被雨水淋湿的这些袋子，并戴着被弄湿的布手套

连续工作了4 h。调查时见该生产车间堆放有回收

的被雨水淋湿的废旧蛇皮袋，袋子边角仍残留少许

对硝基苯胺结晶。

2 中毒原因

2.1 硫化氢中毒原因 硫化氢是具有腐败臭蛋样

气味的剧毒气体，由含硫物质分解而来，常存在于废

气、含硫石油、下水道中，在阴沟疏通、污物清理等作

业时常会遭遇。其毒作用靶器官主要为中枢神经系

统及呼吸系统，空气中最高允许浓度为 10 mg/m3。

在通风不良的受限空间，吸入浓度 900 mg/m3以上

气体，可直接刺激颈动脉感受器，反射性地抑制呼

吸中枢，导致突然呼吸停止。此次中毒可能为石油

提炼不纯，舱底重油中的杂质如硫醇、硫醚等含硫

化合物生成一定量硫化氢，溶于废油中被工人搅动

清理时逸出所致。根据现场调查、实验室检测及病

人的临床表现，确定为职业性急性硫化氢中毒。

2.2 二氧化碳窒息原因 正常空气中有微量二氧

化碳，常温下无色无味且无毒，约占空气总体积的

0.03%。二氧化碳属单纯窒息性气体，空气中二氧

化碳含量过高时，会使人因缺氧而发生窒息。通常

二氧化碳钢瓶在船上被作为防火消防设施备用，以

应对突发的火灾事故。被处理的废船装有二氧化

碳钢瓶 120只，经管道通往各甲板及各房间。事故

发生后，发现盛满二氧化碳的 120 只钢瓶均被放

空。根据事故发生过程、结合实验室检测及患者临

床表现，此事故可确定为二氧化碳窒息引起。企业

缺乏科学管理，违章操作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

2.3 急性对硝基苯胺中毒原因 对硝基苯胺为黄

色针状结晶，微溶于水，短期内皮肤大量吸收者可

出现高铁血红蛋白血症。调查发现，该厂职业卫生

管理制度缺失，无确切的废旧物品分拣操作规程。

工人收集废旧蛇皮袋时，对职业危险因素苯胺的危

害性一无所知。综合分析现场调查资料（回收原料

存在对硝基苯胺），工人接触对硝基苯胺后出现以

高铁血红蛋白血症为主的临床表现（口唇、双手指

端发绀）及有关医院的诊疗经过（静脉注射亚甲蓝

后皮肤紫绀明显减轻），根据患者症状、化验检查及

现场接触情况确诊为 5人急性苯的氨基、硝基化合

物中毒，经用美兰进行抢救治疗转危为安。

2.4 3起职业中毒事故的共性 ①相关企业职业安

全意识淡薄，重效益而轻危害，未进行过职业病的

危害因素申报，也未进行过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

价。②工程多经过外包，中毒者均为外来务工低学

历人员，缺乏自我防护意识。③工人操作过程不规

范，未佩戴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甚至违章作业。

④受限空间未进行全面或局部排风，致局部有害气

体浓度积聚引发事故。总之，急性职业中毒有发生突

然，进展迅速的特点［6］，中毒的临床表现也复杂多

样［7］，应从源头上寻求预防措施以防患于未然［8］。

3 建议

3.1 强化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工作场所存在

职业病目录所列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应当及时、如

实向所在地相关行政部门申报危害项目并接受监

督。对工作场所和劳动者健康影响作出评价，确定

危害类别和职业病防护措施，是防范急性职业中毒

的关键［9］。用人单位发现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

不符合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时，应立即采取相

应治理措施。

3.2 重视工人职业卫生培训 用人单位存在有害

因素并可能产生危害后果的必须进行职业安全培

训，要做好工人的安全警示教育。对工人进行岗

前、岗中职业卫生培训，普及职业卫生知识，包括外

包、外聘及外来务工的工人。通过培训，使工人掌

握接触危险品的注意事项、职业病防护以及应急救

治措施。用人单位还应督促工人遵守职业病防治

法规和操作规程，增强职业病的防范意识。

3.3 正确使用个人防护用品 3起急性职业中毒案

例的发生，提示无论是用人单位还是工人都缺乏对

职业卫生防护知识的了解［10］；相关用人单位或未提

供个人防护用品，或未配备应急防范设备，或未制

定应急救援措施。而工人本身对有毒有害因素缺

乏认识，自我保护意识差，在工作中也未遵守安全

生产操作规程。事故警示用人单位要建立严格的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使工人有章可循，

按章操作［11］，并要完善应急救援机制［12］，有效减少

急性职业中毒的发生。

3.4 杜绝职业病危害转移 3起案例中，用人单位

均出现了雇佣农民合同工替代原来由正式工所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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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业病危害作业，存在将职业病危害作业通过外

包转移的嫌疑且造成了职业病危害事故的发生［13］。

因此，任何单位和个人都要遵守国家的法规［14］，不

得将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转移给不具备职业病

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以免造成既往的严重后

果。企业应加大防护设施和个人防护用品的投入，

保障劳动者的职业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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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防护】

半定量风险评估法在某汽车外饰企业喷涂车间
职业健康风险评估中的应用

罗振华，徐明忠，黄邵玲，李莎，姜晋，李继猛，罗磊

长沙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长沙 410004

［摘要］目的 通过对某汽车外饰企业喷涂车间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风险评估，确定重点保护岗位，为用人单位和监管

部门进行职业健康管理提供依据。方法 收集某汽车外饰企业喷涂车间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相关资料，采用半定量

风险评估法，对该企业喷涂生产线进行危害识别、危害特征评估、接触评估、风险特征描述，并进行风险分级。结果 汽车外

饰企业喷涂生产线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有苯（0.60～4.50 mg/m3）、甲苯（0.91～4.00 mg/m3）、二甲苯（3.30～84.60 mg/m3）、

乙苯（0.95～15.70 mg/m3）、环己酮（0.08～0.50 mg/m3）、正己烷（0.13～29.48 mg/m3）、乙酸乙酯（0.27～170.00 mg/m3）、丁醇

（0.40～3.68 mg/m3）、丁酮（1.00～18.10 mg/m3）、甲基丙烯酸甲酯（0.25～1.00 mg/m3）、萘（0.08～0.30 mg/m3）等，高风险岗

位有调漆操作位苯暴露（综合风险指数R值≈4），中等风险岗位有调漆操作位二甲苯暴露（R值≈3）、上下件操作位苯和二

甲苯暴露（R值≈3），其余岗位风险为低风险岗位或可忽略风险岗位（R值≈2或1）。结论 汽车外饰企业喷涂生产线的重

点保护和监管岗位为调漆操作位和上下件操作位，需根据职业病危害因素风险水平进行相应的职业健康监管。

［关键词］职业健康；半定量风险评估法；喷涂车间；风险控制

［中图分类号］R134.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172X（2020）02-0074-06

Application of Semi-quantitative Risk Assessment Method Apply

in A Painting Workshop of Exterior Automotive

Enterprise for Occupational Hazard

LUO Zhenhua，XU Mingzhong，HUANG Shaoling，LI Sha，JIANG Jin，LI Jimeng，LUO Lei

Changsha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hangsha 410004，Hun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By assessing the risk of occupational hazards caused by chemical poisons in a

painting workshop of exterior automotive enterprise， to confirm the critical positions for the risk

control of enterprise and to provide basis of occupational health management for HR and supervision

department. Methods The occupational health data were collected， and the risk assessment was

carried out with the semi- quantitative comprehensive index assessment method， which was included

hazard identification，hazard assessment，exposure assessment and risk characteristics description，and

the risk classification was carried on. Results The occupational major chemical hazards of automotive

enterprise were benzene（0.60-4.50 mg/m3），toluene

（0.91-4.00 mg/m3），xylene （3.30-84.60 mg/m3），

ethyl benzene（0.95-15.70 mg/m3），cyclohexanone

（0.08-0.50 mg/m3），n-hexane （0.13-29.48 mg/m3），

ethyl acetate（0.27-170.00 mg/m3），butanol（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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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 mg/m3），butanone （1.00-18.10 mg/m3），methyl methacrylate （0.25-1.00 mg/m3） and naphthalene

（0.08- 0.30 mg/m3） . The risk index value of benzene at the material mixing position of the

automotive enterprise was 4，which was a high risk level. The risk index value of benzene and

toluene was 3，which belonged to the medium risk level. The risk index value of harmful factors

for other positions was 2 and 1，which was low risk and negligible risk. Conclusions The harmful

chemicals critical positions was the material mixing position and handing position of the automotive

enterprise，corresponding control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according to different risk levels in the

management.

Key words occupational health；semi- quantitative risk assessmenturine；painting workshop；

risk control

职业健康风险评估（occupational health risk

assessment，OHR）是通过全面、系统地识别和分析

工作场所风险因素及防护设施，定性或定量地测评

职业健康风险水平，从而采取相应控制措施的过程［1］，

也是评估暴露于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物机体健康损

害的性质和概率的过程［2］。对于产生或存在的职业

病危害因素种类较多的工作场所，其职业病危害因

素评价不能局限于传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性评

价方法，应针对不同行业的生产工艺特征提出最适

宜的综合风险评估［3］。化学毒物是汽车行业喷涂车

间工作场所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常见的有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丁酮等。据报道［4］，工龄超

过 10年的喷漆工大多数均发生过轻微的或严重的

有机毒物中毒的情况，严重者甚至可发生再生障碍

性贫血、白血病等重症。本研究主要是针对汽车外

饰生产企业喷涂车间作业工人在不同生产条件下

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风险评估，从而指导用

人单位和监管部门进行科学有效的风险管控，为制

定职业卫生相关标准和早期防治职业性有机毒物

中毒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某汽车外饰生产企业喷涂车间生产

线主要岗位为评价对象，包括控制室操作位、调漆

室调漆操作位、储漆间储漆巡检位、点修补房补漆

操作位、自动喷漆线上下件操作位。该工作场所存

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苯、甲苯、二甲苯、乙

苯、环己酮、正己烷、乙酸乙酯、丁醇、丁酮、甲基丙

烯酸甲酯和萘等。

1.2 方法

1.2.1 危害识别 根据生产工艺分析原辅料的规

格及使用量、中间产品和终产品的产量、储存方式、

运输方式、劳动者接触情况等进行。

1.2.2 危害特征评估 通过分析职业病有害因素

的理化性质、毒理学特性，确定该化学毒物自身的

危害等级。主要依据美国工业医师协会和国际癌

症研究中心官方公布的急性毒性、刺激性、致癌性

等资料，危害分级（HR）分为1～5个等级，等级划分

要求为不确定的健康危害影响及未归类的有害或

有毒物质对应的危害等级HR＝1；对皮肤、眼睛、粘

膜的可逆结果或者并未造成严重的健康损害对应

的危害等级HR＝2；可能为人类或动物致癌物或致

突变物，但尚无充足证据对应的危害等级 HR＝3；

基于动物研究的很可能人类致癌物、致突变物或致

畸物对应的危害等级 HR＝4；已知人类致癌物、致

突变物或致畸物对应的危害等级HR＝5。

1.2.3 接触评估 依据《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

监测的采样规范》（GBZ159）和《工作场所空气有

毒物质测定》（GBZ300）等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要

求进行采样，并根据采样结果按照半定量风险评

估法进行接触分级评估，计算接触比值率，确定接

触等级（ER），计算公式为：40 h累积暴露量E＝F×

D×M/W式，其中E-接触浓度（mg/m3）；M-检测浓度

（mg/m3）；D-每次接触的时间（h）；F-每周的暴露频

率（次/周）；W-工作时间（40 h/周）。其次，根据周暴

露量（E）与我国职业接触限值规定中的相应物质的

允许浓度（OEL）之比将暴露等级（ER）分为 1～5个

等级，等级划分要求为E/OEL＜0.1对应的接触等级

ER＝1；0.1＜E/OEL＜0.5 对应的接触等级 ER＝2；

0.5＜E/OEL＜1.0 对应的接触等级 ER＝3；1.0＜E/

OEL＜2.0对应的接触等级ER＝4；E/OEL≥2.0对应

的接触等级ER＝5。当接触2种以上具有相似健康

效应的化学毒物时，应对每一化学有害因素单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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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风险评估，同时还需考虑联合剂量效应，联合接

触浓度计算公式为 Ecombined＝E1/OEL1＋E2/OEL2＋…

＋En/OELn，式中 E1，E2…En表示各化学有害因素的

检测浓度（mg/m3）、OEL1，OEL2…OELn表示各化学

有害因素相应的职业接触限值。

1.2.4 风险特征描述 通过危害特征评估和接触

评估的综合分析，确定职业健康风险评估的等级，

并采取相应的职业病防护措施进行风险控制。半

定量法综合风险指数 R＝ HR·ER 风险指数为非

整数时，采取四舍五入，风险水平根据风险矩阵分

别对应可忽略、低、中等、高、极高风险共5个等级。

2 结果

2.1 工作场所产生或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汽

车外饰企业喷涂车间作业工人接触的主要职业病

危害因素是苯、甲苯、二甲苯、乙苯、环己酮、正己

烷、乙酸乙酯、丁醇、丁酮、甲基丙烯酸甲酯、萘等，

其分布的生产岗位有控制室操作位、调漆操作位、

储漆巡检位、上下件操作位和补漆操作位。各岗位

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包括控制室设置有中央空气调

节系统，调漆间有通风排毒装置，储漆间为密闭房

间安装有有害气体报警仪，补漆操作位配备有局部

送新风装置等。

2.2 化学有害因素危害特征评估 汽车外饰企业

喷涂生产工艺中使用到的油漆种类主要包括丙烯

酸底漆、丙烯酸色漆、聚氨酯树脂清漆、甲聚氨酯固

化剂、丙烯酸稀释剂、清洗剂（含有丁酮、二甲苯、乙

苯）。根据不同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用影响及危害

分析，本研究危害特征分级为5级的化学物有苯；危

害特征分级为 3级的化学物有萘和乙苯；危害特征

分级为 2级的化学物有甲苯、二甲苯、环己酮、正己

烷、乙酸乙酯、丁醇、丁酮、甲基丙烯酸甲酯。

2.3 化学有害因素接触评估 汽车外饰企业喷涂

生产线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有苯、甲苯、二甲苯、

乙苯、环己酮、正己烷、乙酸乙酯、丁醇、丁酮、甲基丙烯

酸甲酯和萘等，其对应的累积接触浓度分别为0.60～

4.50 mg/m3、0.91～4.00 mg/m3、3.30～84.60 mg/m3、

0.95～15.70mg/m3、0.08～0.50mg/m3、0.13～29.48mg/m3、

0.27～170.00 mg/m3、0.40～3.68 mg/m3、1.00～

18.10 mg/m3、0.25～1.00 mg/m3和 0.08～0.30 mg/m3。

化学性有害因素接触评估等级为4级的岗位是接触

二甲苯的调漆操作位和上下件操作位；接触评估等

级为3级的岗位是接触苯的调漆操作位和接触乙酸

乙酯的上下件操作位；接触评估等级为 2级的岗位

是接触苯的上下件操作位、接触乙苯和正己烷的调

漆操作位和上下件操作位；其余岗位化学性有害因

素接触评估等级为 1级。由于苯、甲苯及二甲苯具

有类似的健康效应，在对每一化学有害因素单独风

险评估的同时，需计算联合接触剂量，依据不同岗

位苯系物接触的联合剂量分级，控制室操作位为 1

级、调漆操作位为 4级、储漆巡检位为 2级、上下件

操作位为4级和补漆操作位为2级。

2.4 风险特征描述 通过对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

因素的危害等级和接触等级的评估，综合计算半定

量风险指数R值（表1）。该项目存在的职业病危害

因素有苯、甲苯、二甲苯、乙苯、环己酮、正己烷、乙

酸乙酯、丁醇、丁酮、甲基丙烯酸甲酯、萘等，高风险

岗位有调漆操作位苯暴露（R值≈4），中等风险岗位

有调漆操作位二甲苯暴露（R值≈3）、上下件操作位

苯和二甲苯暴露（R值≈3），其余岗位风险为低风险

岗位或可忽略风险岗位（R值≈2或1）。

表1 职业病危害因素风险评估特征描述及风险等级划分

有害因素种类

苯

甲苯

工作岗位

控制室操作位

调漆操作位

储漆巡检位

上下件操作位

补漆操作位

控制室操作位

调漆操作位

接触的平均时间/h·d-1

8

6

2

8

8

8

6

累积接触浓度/E

0.60

4.50

0.15

1.57

0.60

1.20

4.00

危害等级/HR

5

5

5

5

5

2

2

接触等级/ER

1

3

1

2

1

1

1

R值

2

4

2

3

2

1

1

风险等级

低风险

高风险

低风险

中等风险

低风险

可忽略风险

可忽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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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职业病危害因素风险评估特征描述及风险等级划分

有害因素种类

二甲苯

乙苯

环己酮

正己烷

乙酸乙酯

丁醇

丁酮

工作岗位

储漆巡检位

上下件操作位

补漆操作位

控制室操作位

调漆操作位

储漆巡检位

上下件操作位

补漆操作位

控制室操作位

调漆操作位

储漆巡检位

上下件操作位

补漆操作位

控制室操作位

调漆操作位

储漆巡检位

上下件操作位

补漆操作位

控制室操作位

调漆操作位

储漆巡检位

上下件操作位

补漆操作位

控制室操作位

调漆操作位

储漆巡检位

上下件操作位

补漆操作位

控制室操作位

调漆操作位

储漆巡检位

上下件操作位

补漆操作位

控制室操作位

接触的平均时间/h·d-1

2

8

8

8

6

2

8

8

8

6

2

8

8

8

6

2

8

8

8

6

2

8

8

8

6

2

8

8

8

6

2

8

8

8

累积接触浓度/E

0.91

2.06

1.20

3.30

55.28

4.01

84.6

3.30

1.30

13.65

0.95

15.70

1.30

0.33

0.50

0.08

0.33

0.33

0.13

29.48

2.32

15.30

0.13

0.27

5.55

7.38

170.00

0.27

0.40

3.68

2.08

1.00

0.40

4.00

危害等级/HR

2

2

2

2

2

2

2

2

3

3

3

3

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接触等级/ER

1

1

1

1

4

1

4

1

1

2

1

2

1

1

1

1

1

1

1

2

1

2

1

1

1

1

3

1

1

1

1

1

1

1

R值

1

1

1

1

3

1

3

1

2

2

2

2

2

1

1

1

1

1

1

2

1

2

1

1

1

1

2

1

1

1

1

1

1

1

风险等级

可忽略风险

可忽略风险

可忽略风险

可忽略风险

中等风险

可忽略风险

中等风险

可忽略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可忽略风险

可忽略风险

可忽略风险

可忽略风险

可忽略风险

可忽略风险

低风险

可忽略风险

低风险

可忽略风险

可忽略风险

可忽略风险

可忽略风险

低风险

可忽略风险

可忽略风险

可忽略风险

可忽略风险

可忽略风险

可忽略风险

可忽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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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研究利用半定量风险评估法对汽车外饰企

业喷涂生产线进行风险预测，发现调漆作业岗位风

险较高，是职业病防治的重点保护岗位和监督检查

的重点关注岗位。汽车制造业生产线大部分为密

封作业，尤其是在整车喷涂和主要饰件采用机械手

喷涂，并配备有通风排毒装置，但是有部分岗位，如

调漆操作岗、外饰件上下件岗因为工艺需求，采取

的是半封闭式作业，存在工作现场苯系物浓度高的

情况。汽车外饰企业喷涂生产线的重点保护和监

管岗位为调漆操作位和上下件操作位，需根据职业

病危害因素风险水平进行相应的职业健康监管。

汽车制造业的苯系物污染较为严重，甲苯的职业健

康风险评估等级为低风险，二甲苯的职业健康风险

评估等级为中等风险，这与国内汽车行业职业健康

风险评估的结果基本一致［5-7］。本研究结果显示，根

据半定量风险评估模型推演调漆操作位和上下件

操作位的二甲苯风险等级为中等风险，而考虑到苯

系物的联合接触情况，调漆操作位喷漆工的苯接触

风险等级达到4级以上，已属于高风险，需加强有效

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并采取适当的职业病防护措施

加以预防。建议用人单位可适当增加补漆岗位和

上下件岗位作业工人的体检频次，并按照《职业健

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2017）的要求，尽早发现

职业禁忌证或疑似职业病患者。对高风险的工作

岗位应降低生产线的密度，减少现场暴露的实际风

险，对补漆岗位可单独设立隔离间，并采用独立的

送新风系统。对于高风险分级的作业岗位应采取

注：累积接触浓度为根据各岗位工时调查加权后的每周工作40 h接触的累积浓度。

有害因素种类

丁酮

甲基丙烯酸甲酯

萘

工作岗位

调漆操作位

储漆巡检位

上下件操作位

补漆操作位

控制室操作位

调漆操作位

储漆巡检位

上下件操作位

补漆操作位

控制室操作位

调漆操作位

储漆巡检位

上下件操作位

补漆操作位

控制室操作位

调漆操作位

储漆巡检位

上下件操作位

补漆操作位

接触的平均时间/h·d-1

6

2

8

8

8

6

2

8

8

8

6

2

8

8

8

6

2

8

8

累积接触浓度/E

3.68

2.08

1.00

0.40

4.00

3.68

1.00

18.10

4.00

1.00

0.75

0.25

1.00

1.00

0.30

0.23

0.08

0.30

0.30

危害等级/HR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

3

3

3

3

接触等级/ER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R值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2

2

2

2

风险等级

可忽略风险

可忽略风险

可忽略风险

可忽略风险

可忽略风险

可忽略风险

可忽略风险

可忽略风险

可忽略风险

可忽略风险

可忽略风险

可忽略风险

可忽略风险

可忽略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续表1 职业病危害因素风险评估特征描述及风险等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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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职业卫生措施以减少现场暴露，在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进行定量风险评估［8］。职业健康管理制度

应与风险等级的高低相适应，低风险的工作岗位无

急性事故的情况下不会对健康造成危害，而中等风

险的工作岗位需加强日常检测与评价来控制可能

产生的风险［9-10］。

该研究在风险评估危害特征分析中也存在局

限性，对于工作场所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危害特征

判定主要依据的是化学毒物的急性毒性和致癌性，

而对致畸性和致突变性的考虑较少。半数致死剂

量等指标主要利用动物实验和体外实验获得，为了

快速掌握实验数据，体外实验常用高剂量受试物染

毒，通过线性外推法评估危害因素的毒性，而这种

情况下，受试剂量常常无法外推到人体［11］。充分考

虑接触工人自身的易感性，设置相关的参数，结合待

评估物质结构和功能建立生物学模型，运用基因组

学和系统生物学的方法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价［12］。

根据获取的参数类型选择合适的职业健康风险评

估模型是保证准确预测的前提条件，通过风险评估

方法的适用性判定进行预测分析，评估职业病防护

措施的防护效果，以达到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

高风险作业岗位早期发现、早期干预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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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18年四川省职业性耳鼻喉疾病特征分析

邓璐，邓银，马传梁，吴瑕

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都 610041

［摘要］目的 了解四川省职业性耳鼻喉疾病分布特征，为今后职业性耳鼻喉疾病防治工作提供数据基础。方法 对四

川省2008-2018年职业性耳鼻喉诊断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2008-2018年四川省共报告职业性耳鼻喉疾病686例，

以职业性噪声聋为主656例（95.63%），多为男性634例（92.42%），年龄在4049岁年龄段最多362例（52.77%），工龄以5

14年最多375例（54.67%），病例主要集中在德阳市310例（45.19%）和成都市216例（31.49%），行业分布以非金属矿采选业

最多 85 例（12.39%），病例所属企业经济类型国有经济企业为主 304 例（44.31%），企业规模以大型企业为主 257 例

（37.46%）。结论 四川省职业性耳鼻喉疾病人数从2015年显著增加，以职业性噪声聋为主。应对企业、职业健康体检机

构、职业病诊断机构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减少四川省职业性耳鼻喉疾病的发生。

［关键词］四川省；职业性噪声聋；职业性爆震聋；职业性铬鼻病

［中图分类号］R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2X（2020）02-0080-04

Characteristics of Occupational Ear Nose and Throat Diseases

in Sichuan Province From 2008 to 2018

DENG Lu，DENG Yin，MA Chuanliang，WU 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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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s To understand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occupational ear nose and throat

（ENT） diseases in Sichuan Province in order to provide data basis for futur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occupational ENT disease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occupational ENT

diseases in Sichuan province from 2008 to 2018 was performed. Results A total of 686 cases of

occupational ENT diseases were reported. The top ENT disease was occupational noise induced

deafness （656 cases，95.63%） . The number of reported cases of male （634 cases，92.42%）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female. The age group of 40-49 years accounted for 52.77% of the total cases.

As for working ages，5-14 years accounted for the largest proportion （375 cases，54.67%） . Most

cases concentrated in Deyang （310 cases，45.19%） and Chengdu （216 cases，31.49%） of Sichuan

Province. The occupational disease cases reported in state-owned economic enterprises （304 cases），

large corporations （257 cases），and non-metallic mining industry （85 cases） accounted for 44.31%，

37.46% ， and 12.39% ，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number of occupational ENT disease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from 2015 in Sichuan

Province. Most cases are Occupational no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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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ced deafness. Effective supervision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lished for enterprises，occupational

health examination institutions and occupational disease diagnosis institutions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occupational ENT diseases in Sichuan Province.

Key words Sichuan Province；occupational noise induced deafness；occupational explosive deafness；

occupational chrome rhinopathy

在我国的职业病目录中，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

病主要包括职业性噪声聋、职业性爆震聋、职业性

牙酸蚀病和职业性铬鼻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公布的 2012-2016 年全国职业病报告数据显示，全

国职业性耳鼻喉疾病病例数呈现上升趋势［1-3］。职

业性耳鼻喉疾病，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家职业

病防治规划（2016-2020 年）》提出要重点攻关噪声

聋的防治。噪声是四川省第二大职业病危害因素［4］，

并且随着近年来新工艺、新技术的出现，四川省职

业性耳鼻喉疾病相关危害因素种类也在增加，但目

前四川省职业性耳鼻喉疾病的发病情况尚不清楚，

可能导致对职业性耳鼻喉疾病的防治具有一定的

盲目性。为了解四川省职业性耳鼻喉疾病发病和

分布特点，本研究对 2008-2018 年全省诊断的职业

性耳鼻喉疾病进行回顾性分析。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收集 2008-01-01/2018-12-31 四川省报

告的职业性耳鼻喉疾病病例共计686例。

1.2 方法 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

职业病与职业卫生信息监测系统，收集四川省

2008-2018 年由职业病诊断机构根据 GBZ49-2007

《职业性噪声聋诊断标准》［5］、GBZ49-2014《职业性

噪声聋的诊断》［6］、GBZ12-2002《职业性铬鼻病诊断

标准》［7］、GBZ12-2014《职业性铬鼻病的诊断》［8］、

GBZ/T238-2011《职业性爆震聋的诊断》［9］，诊断为职

业性噪声聋、职业性铬鼻病或职业性爆震聋的职业

性耳鼻喉疾病病例。

1.3 统计分析 采用Excel 2016软件，按职业病名

称、诊断时间、工龄、性别、行业、年龄等分别进行分

析，了解四川省职业性耳鼻喉疾病发病和分布特

点。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2008-2018年四川省共报告新发职

业病确诊病例 42 755 例，其中职业性耳鼻喉疾病

686例，占全省同期诊断职业病的1.60%。病例以职

业性噪声聋为主，共656例（95.63%），职业性爆震聋

20例（2.92%），职业性铬鼻病10例（1.46%）。

2.2 诊断时间分布 2008-2014年，全省职业性耳

鼻喉疾病仅有职业性噪声聋的病例报告，2015年开

始出现职业性爆震聋的病例报告，2016年开始出现

职业性铬鼻病的病例报告。自2008-2011年职业性

噪声聋诊断病例逐年增加，增速较缓，2012年达到

较高点，全年共诊断职业性噪声聋 56人，2015年起

增速加快，至2018年职业性噪声聋诊断人数维持在

较高水平。职业性爆震聋自 2015年开始有病例报

告，2015-2017年诊断人数较稳定，2018年诊断人数

有明显增加。职业性铬鼻病自2016年开始报告，诊

断人数较少（表1）。

表1 2008-2018年四川省职业性耳鼻喉疾病诊断情况/例

年度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合计

职业性噪声聋

3

3

7

26

56

47

37

111

86

108

172

656

职业性爆震聋

0

0

0

0

0

0

0

3

2

4

11

20

职业性铬鼻病

0

0

0

0

0

0

0

0

4

1

5

10

2.3 行业、规模和经济类型企业分布 行业分布

上，非金属矿采选业最多 85例（12.39%），其次为专

用设备制造业 80 例（11.66%），通用设备制造业 70

例（10.20%），其他制造业59例（8.60%），电气机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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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制造业 43例（6.27%），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 37例（5.39%）商务服务业 35例（5.10%），非金

属矿物制品业 31 例（4.52%）和汽车制造业 30 例

（4.37%），其余行业共216例，占比31.49%。不同经

济分布类型国有经济企业最多 304例（44.31%），其

次为私有经济企业 261 例（38.05%）和集体经济 66

例（9.62%），外商经济、合资经营和港澳台经济企业

较少（分别为 26 例，16 例和 6 例），其他企业 7 例

（1.02%）。病例所属企业以大型企业居多 257 例

（37.46%），其次为中型企业 229例（33.38%）和小型

企业 166例（24.20%），微型企业最少 5例（0.73%），

所属企业规模不详（29例，4.23%）（表2）。

经济类型

企业分布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不详

合计

职业性

噪声聋

254

217

154

5

26

656

职业性

爆震聋

2

12

3

0

3

20

职业性

铬鼻病

1

0

9

0

0

10

合计

257（37.46）

229（33.38）

166（24.20）

5（0.73）

29（4.23）

686（100.00）

注：括号内为构成比/%。

表2 2008-2018年四川省职业性耳鼻喉疾病

经济类型企业分布/例

2.4 地区分布 诊断病例企业所在地结果显示，德

阳市职业性耳鼻喉疾病病例数最多，共计 310 例

（45.19%），其次为成都市 216 例（31.49%），绵阳市

24 例（3.50%），雅安市 23 例（3.35%），宜宾市 21 例

（3.06%），乐山市 18 例（2.62%），内江市、泸州市各

15例，分别占比 2.19%，凉山州 12例（1.75%），攀枝

花市10例（1.46%），甘孜州4例（0.58%），眉山市、阿

坝州、广安市、广元市、自贡市各 3 例，分别占比

0.44%，资阳市、巴中市、达州市各 1 例，分别占比

0.15%。遂宁市和南充市同期内无职业性耳鼻喉病

例报告。

2.5 性别和年龄分布 686例职业性耳鼻喉疾病病

例中，男性 634例（92.42%），其中，职业性爆震聋 20

例，职业性铬鼻病9例，职业性噪声聋605例。女性

52例（7.58%），其中职业性铬鼻病1例，职业性噪声

聋 51例（表 3）。年龄分布上，年龄最小 22岁，年龄

最大 64岁，其中 40～49岁年龄段人数最多，共 362

人（52.77%），其次为 50～59 岁年龄段共 186 人

（27.11%）（表4）。

表3 2008-2018年四川省职业性耳鼻喉疾病性别分布/例

性别

男

女

合计

职业性

噪声聋

605

51

656

职业性

爆震聋

20

0

20

职业性

铬鼻病

9

1

10

合计

634

52

686

表4 2008-2018年四川省职业性耳鼻喉疾病年龄分布/例

年龄/岁

20~

30~

40~

50~

≥60

合计

职业性

噪声聋

21

108

342

176

9

656

职业性

爆震聋

0

0

12

8

0

20

职业性

铬鼻病

0

0

8

2

0

10

合计

21

108

362

186

9

686

2.6 工龄分布 686例职业性耳鼻喉疾病病例中，

患者工龄分布为1～43年，主要集中在5～14年，其中

工龄为5～9年的工龄组人数最多，共230例（33.53%），

其次为10～14年，共145例（21.14%）（表5）。

表5 2008-2018年四川省职业性耳鼻喉疾病工龄分布/例

工龄/年

＜5

5~

10~

15~

20~

25~

≥30

合计

职业性

噪声聋

52

221

138

59

77

62

47

656

职业性

爆震聋

1

6

4

0

1

5

3

20

职业性

铬鼻病

1

3

3

0

1

2

0

10

合计

54

230

145

59

79

69

50

686

3 讨论

据统计，我国约有 1 000 万工人在噪声超标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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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工作，其中约有 100万人患有不同程度的职业

性噪声聋［10］。噪声也是四川省第二大职业病危害

因素［4］，四川省接触噪声作业的劳动者基数较大，每

年噪声聋的疑似职业病数量可能远高于网报数据，

但由于部分机构专业人员缺乏，体检、诊断程序不

规范［11-12］，劳动者法律意识不到位，流行病学调查数

据不完整等原因，2008-2018年，四川省诊断职业性

噪声聋 656例，占同期诊断职业病的 1.53%，远低于

江苏省 2006-2015年统计报告的 4.40%［13］和广东省

2006-2013年统计报告的10.58%［14］。《职业性爆震聋

的诊断》于2011年发布实施，由于实施时间较晚，且

职业性爆震聋多系一次暴露强脉冲噪声和冲击波

造成，不涉及作业工龄，如何确定爆破作业近距离

暴露以及工作场所中受到易燃易爆化学品、压力容

器等发生爆炸瞬时所产生的冲击波及高强噪声累

及的距离范围等问题，使诊断操作较为困难［15-16］，但

随着对该标准的认识不断加强，诊断过程逐渐规

范，职业性爆震聋的诊断人数也持续增加。

2015年起，四川省职业性耳鼻喉疾病诊断人数

明显增加，2018年共报告 187例职业性耳鼻喉疾病

病例，其中噪声聋 171 例（91.44%），爆震聋 11 例

（5.88%），铬鼻病 5例（2.67%）。这一方面是由于部

分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管理工作不到位［17］，尤其对于

职业病危害因素如噪声、六价铬超标的作业环境以

及爆破作业没有设置防护设施或防护措施使用不

规范，未给劳动者提供有效的个人劳动防护用品等

原因；另一方面，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

法（2017年）》、《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2013

年）》、《四川省职业病防治规划（2009-2015 年）》等

法律、法规的出台，职业病相关知识的日益普及，越

来越多有职业病危害因素暴露史的劳动者申请进

行职业病诊断，职业性耳鼻喉疾病诊断人数不断上

升。

综上所述，2008-2018 年四川省职业性耳鼻喉

疾病总体呈增长趋势，且近几年增速加快，为控制

其增长，应进一步强化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基础建

设，从源头上降低噪声、六价铬粉尘、酸雾等危害，

并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安全行为干预，提高劳动

者防护意识［18］，同时，加强对职业健康体检机构、职

业病诊断和鉴定机构的督查和专业人员技术指导，

提高职业卫生体检行业技术水平，多管齐下，保护

从业人员的职业健康，减少职业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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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X射线摄影机（DR）受检者入射体表剂量
水平调查与分析

李林御，张洋，李红，熊小兵，杜飞平

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都 610041

［摘要］目的 了解四川省X射线摄影所致受检者的入射体表剂量水平。方法 选取四川省7个市州12家不同级别的医

疗机构中 324 例 X 射线摄影机（DR）受检者为研究对象，采用热释光剂量计测量受检者不同部位的入射体表剂量

（entrance surface dose，ESD）。多组组间M比较采用完全随机设计Kruskal-Wallis H检验，两组组间M比较采用Mann-

Whitney U检验，非正态分布资料的相关分析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检测水准α＝0.05。结果 不同投照部位ESD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H＝190.22，P＜0.05），其中，以胸部正位检查的ESD最低，腰椎侧位的最高；不同级别医院间ESD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H＝19.82，P＜0.05），其中，一级医院最大，三级医院最小。结论 被调查的受检者X射线摄影的入射体表

剂量水平低于我国现行相应诊断项目推荐的指导水平。

［关键词］X射线摄影；受检者；入射体表剂量

［中图分类号］R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2X（2020）02-0084-04

Investigation on the Level of Entrance Surface Dose of X-rays

Photography（（DR））Subjects in 12 Hospitals

in Sichuan Province

LI Linyu，ZHANG Yang，LI Hong，XIONG Xiaobing，DU Feiping

Sichuan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hengdu 610041，Sichu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level of entrance surface dose （ESD） of DR subjects in

Sichuan Province. Methods A total of 324 DR subjects in 12 medical institutions of different levels

in 7 cities and prefectures of Sichuan Province were included. The ESD level of different parts of

the subjects was measured by thermoluminescent dosimeter. Kruskal-Wallis H tests were applied for

comparisons of the multiple groups，and Mann-Whitney U tests were used for comparisons of the

two groups.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non-normally distributed data was performed by using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The difference in

ESD level among different irradiation site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 The ESD level

of the chest examination was the lowest，whilst

the ESD level of the lumbar spine was the

highest. The difference of ESD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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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levels of hospital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H＝19.82， P＜0.05） . Further， the ESD

level of the first-level hospitals was the largest，whereas the ESD level of the third-level hospitals

was the smallest. Conclusion The level of ESD of ER subjects is lower than that recommended by

the current diagnostic items in China.

Key words X-ray photography；subject；entrance surface dose

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全民医疗保

健的需求剧增，医疗照射作为最大的人工电离辐射

照射来源呈不断增长的趋势［1］。而医用X射线诊断

是现代医学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X射线的使用或

防护不当可引起放射病，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

重视受检者的辐射问题［2］。因此，了解现行放射诊

断过程中受检者辐射剂量水平，为制定新的剂量指

导水平提供数据支持具有重要意义［3］。本研究对四

川省 12家医院X射线摄影受检者体表剂量水平进

行调查，以期了解四川省X射线摄影所致受检者的

入射体表剂量水平。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取方便抽样方法于 2017年选取四川

省7个市州12家医院，其中三级医院4家，二级医院

7家，一级医院1家。本次调查共收集X射线摄影受

检者324例，将变异系数大于20%的受检者剔除，经

分析共剔除 12 例，最终纳入分析的受检者为 312

例。

1.2 仪器与设备 诊疗照射设备为17台不同型号

的 DR，测量入射体表剂量（entrance surface dose，

ESD）用到的仪器为RGD-3B型热释光剂量仪（防化

院）；LiF（Mg，Cu，P）粉末热释光探测器（防化院）；

2000B型精密退火炉，TLD型剂量盒。

1.3 方法 将TLD剂量片布放在受检者体表相应

位置（照射野内），选取部位包括胸部、腰椎、颈椎、

骨盆及髋关节；将3个TLD剂量片包好，布放在射线

主射野十字线中心。记录受检者进行 X 射线摄影

时的kV和mAs 条件以及受检者的年龄、性别等相

关信息，曝光结束后，回收剂量计，测量剂量计并记

录结果。

1.4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经正态性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以中

位数（第 25、75 百分位数）［M（P25，P75）］描述，多组

组间M比较采用完全随机设计Kruskal-Wallis H检

验，多组间两两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

非正态分布资料的相关分析采用Spearman相关分

析，检测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本次共调查 12 家医院，纳入分析

的受检者共312例。一级医院28例（9.0%），二级医

院 184 例（59.0%），三级医院 100 例（32.0%）。不同

级别医院受检者人数分布（表1）。

表1 四川省12家医院X射线摄影受检者分布情况/例

检测部位

胸部

腰椎

颈椎

骨盆及髋关节

合计

投照方位

正位

侧位

正位

侧位

正位

侧位

受检者

一级医院

4

4

4

4

4

4

4

28

二级医院

27

23

29

28

24

28

25

184

三级医院

15

14

15

16

12

12

16

100

合计

46

41

48

48

40

44

45

312

2.2 不同投照部位的受检者信息、曝光参数和ESD

分布 不同投照部位的ESD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H＝190.22，P＜0.05）。两两比较结果显示，与其

余投照部位比较，胸部正位 ESD 最低，腰椎侧位

ESD最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关分

析显示，ESD 与年龄、电量均呈正相关，Spearman

相关系数（rs）分别为 0.186 和 0.635，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1）（表2）。

2.3 不同级别医院各投照部位的ESD 不同级别

医院间 ESD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19.82，P＜

0.05），其中，一级医院最大，三级医院最小；两两分

析结果显示，一级医院和二级医院，一级医院和三

级医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二级医院和三

级医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级别医

85



职业卫生与病伤 2020年4月第35卷第2期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Damage Apr. 2020，Vol. 35，No.2

院间管电压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21.25，P＜

0.05），一级医院最大，三级医院最小；两两分析结果

显示，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级别医

院间电量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26.49，P＜

0.05），一级医院最大，三级医院最小，两两分析，一

级医院和三级医院，二级医院和三级医院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一级医院和二级医院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表4）。

表2 四川省12家医院不同投照部位的受检者信息、曝光参数和ESD分布［M（P25，P75）］

投照部位

胸部正位

胸部侧位

腰椎正位

腰椎侧位

颈椎正位

颈椎侧位

骨盆及髋关节

例数

46

41

48

48

40

44

45

患者年龄/岁

46（30，60）

52（35，63）

50（34，65）

51（38，65）

45（41，54）

45（41，56）

59（45，73）

曝光参数

管电压/kV

101（85，110）

102（90，115）

80（75，85）

90（85，90）

70（70，83）

73（70，82）

77（73，80）

电量/mAs

9.10（2.54，20.00）

15.7（5.08，32.00）

63.00（25.60，101.28）

70.90（39.84，142.15）

20.00（14.88，130.20）

23.57（12.00，28.68）

28.00（15.79，80.85）

ESD/mGy

0.355（0.125，0.746）

0.982（0.453，1.237）

4.187（2.877，6.541）

8.062（5.352，12.16）

1.144（0.381，1.617）

1.180（0.546，1.743）

2.119（1.597，4.716）

表3 四川省12家医院X射线摄影受检者ESD与年龄、

电量的相关分析结果

项目

ESD与年龄

ESD与电量

相关系数（rs）

0.186

0.635

P值

0.001

0.000

表4 四川省12家不同级别医院受检者曝光参数和

ESD比较［M（P25，P75）］

医院级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例数

28

184

100

曝光参数

管电/kV

90（85，90）

80（70，85）

83（75，98）

电量/mAs

63.20（29.50，143.00）

25.60（15.70，160.00）

20.00（11.63，32.38）

ESD/mGy

7.170（1.658，19.200）

1.607（0.747，3.905）

1.296（0.420，4.036）

3 讨论

本调查初步了解了四川省 12家医院X射线摄

影所致受检者的入射体表剂量水平，结果表明受检

者胸部正位、胸部侧位、腰椎正位、腰椎侧位、颈椎

正位、颈椎侧位、骨盆及髋关节的M及75% ESD分

位值，均不超过GB18871-2002《电离辐射防护与辐

射源安全基本标准》中的指导水平。与我国“九五”

期间全国医疗照射水平调查的结果作比较，单次X

射线摄影的 ESD 有降低趋势，与陈维［4］和张素芬

等［5］研究结果一致。因此，我国X射线摄影的指导

水平应根据调查结果做出相应地更新改变，从而适

应现阶段医学诊疗设备的发展与更新。不同投照

部位的受检者中，胸部正位的ESD最低，腰椎侧位

的ESD最高，与湖北省［2］、北京市［6］、福州市［7］、河北

省等［8］的X射线诊断受检者体表入射剂量调查结果

一致。导致该结果的可能原因是腰椎的密度较大，

操作技师为了达到较好的分辨率，因而使用了较高

的摄影条件，从而导致受检者的ESD 值升高；而胸

部组织密度较低且密度差异较大，使用较低的摄影

条件也能清晰显示各个组织结构，因此其ESD值最

小［8］。在X射线摄影中，管电压（kV）和电量（mAs）

是影像受检者辐射剂量的两个主要参数。管电压

主要影响X射线的质，决定X射线的穿透性；电量主

要影响X射线的量，是受检者辐射剂量和影像质量

的重要影响因素［9］。从结果可知，ESD与电量具有

正相关关系，说明降低 mAs 可有效降低受检者剂

量。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不同级别医院间ESD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H＝19.82，P＜0.05），其中，一级医

院最大，三级医院最小。出现此结果的原因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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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同级别医院中 X 射线摄影设备的质量控制

情况、放射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防护意识以及设

备操作条件的选择不同而造成的。因此，应该全面

开展质量控制，提高放射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加

强放射工作人员的培训，尽量减少受检者的剂量。

综上所述，建议卫生行政部门建立定期考核的

制度，将进行X射线检查的受检者的ESD纳入医院

的考核范围，并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建立地方的

医疗照射剂量限值。另外，应对放射工作人员有更

严格的要求，强调X射线诊断的正当化使用和最优

化防护，提高医院和放射工作人员的防护意识，进

一步降低公众的受照剂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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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HIV阳性MSM生活状况及社会支持情况
定性访谈分析

付楠楠 1，于茂河 2，柳忠泉 2，刘轶 2，高磊 1，汪耿夫 1，张欣 1

1 天津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天津 300070；2 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天津 300011

［摘要］目的 了解男男性行为者（MSM）感染HIV后生活状况变化及社会支持获得情况，为进一步制定更有效和针对性

的社会支持策略提拱依据。方法 通过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社会组织自主招募HIV阳性MSM，采用半结构化访

谈提纲对其进行个人深入访谈，收集资料并进行总结分析。结果 共招募26名HIV阳性MSM，年龄中位数为30岁，受访

者自述感染HIV后存在恐艾心理、自杀倾向、压抑情绪、结婚生子压力、社交范围减小及更换工作现象的分别占 46.3%、

7.7%、34.6%、38.5%、26.9%和15.4%。获得家庭支持、朋友支持、病友支持、工作单位支持、社会组织支持及医疗机构支持

的比例分别为53.8%、38.5%、46.2%、7.7%、34.6%和3.8%。受访者获得1种社会支持及2种以上社会支持的分别占38.5%

和50.0%。结论 HIV感染对MSM生活影响广泛，社会支持可减轻其生活负担及心理压力，但天津市HIV阳性MSM人

群整体社会支持利用度不充分，需加强工作单位及医疗机构的支持，为其建立一个全面系统的社会支持体系。

［关键词］艾滋病病毒；男男性行为者；生活状况；社会支持；定性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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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ative Interview Analysis of Living Conditions and Social

Support of HIV-positive MSM in Tianjin City

FU Nannan 1，YU Maohe 2，LIU Zhongquan 2，LIU Yi 2，GAO Lei 1，

WANG Gengfu 1，ZHANG Xin 1

1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Tianjin 300070，China.
2 Tianjin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Tianjin 30007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s in life and social support of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MSM） after HIV infection， and to provide evidence to formulate further strategies of

social support more effective and targeted. Methods Through the Tianjin CDC and the local social

organizations，HIV-positive MSM was recruited，and individual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to collect data for summary analysis. Results A total of 26 HIV-positive MSM were recruited，with

a median age of 30. Respondents reported that the proportions of fear of AIDS， suicidal

tendencies，depressed emotions，marriage and child pressure，social size reduction and work-related

phenomena after infection with HIV were

46.3%，7.7%，34.6%，38.5%，26.9%，15.4%.

The proportions of family support， friend

support， patient support， peer support，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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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support and medical institution support were 53.8%，38.5%，46.2%，7.7%，34.6% and 3.8%.

The proportion of respondents who received one or two more social supports were 38.5% and

50.0%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HIV infection has a wide influence on the life of MSM，and

social support can reduce the burden of life and psychological pressure. However，the overall social

support of HIV- positive MSM population in Tianjin is not fully utilized， so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support of work units and medical institutions to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social support system for them.

Key words HIV；MSM；living conditions；social support；qualitative interviews

艾滋病是一种严重的传染病，其潜伏期长，病

死率高，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方法，只能通过药物来

维持病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1］。社会支持

包括来自家庭、朋友、同事及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支

持。有研究表明艾滋病患者的社会支持度越高，生

存质量越高［2］。近年来，全国男男性行为者（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艾滋病疫情呈上升

趋势［3］。天津市 2011-2015 年 HIV 感染者中 MSM

的病例数及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2015 年新发感

染者中同性性传播比例超过 70%，MSM 群体 HIV

感染情况较为严重［4］。为了解天津市 MSM 感染

HIV后生活状况及社会支持情况，本研究招募天津

市 26 名 HIV 阳性男男性行为者进行个人深入访

谈，以期为其制定针对性的干预策略与措施提供参

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8-10/11，对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以下简称天津市CDC）及当地社会组织联系推

荐的 18岁以上，且愿意接受访谈的HIV阳性MSM

进行访谈调查，本次访谈共招募 26名受访者，年龄

为19～67岁，均为同性接触感染HIV。

1.2 方法 采用天津市CDC艾防中心自编的访谈

提纲，内容包括个人、家庭、朋友、社会等生活变化

及社会支持相关问题。访谈前，向受访者说明访谈

目的，获得其知情同意并强调回答问题需保证真实

性。本次调查采用匿名的方式，并承诺不会泄露受

访者的任何隐私，允许其自由退出。访谈员经统一

培训，在相对私密的场所对受访者进行面对面的个

人访谈。访谈对话在受访者知晓情况下进行了录

音，访谈员同时做书面记录。访谈过程一般持续

60～80 min。

1.3 资料分析 每次访谈结束及时将录音及书面

记录转成电子文本，最后汇总访谈资料，按照访谈

提纲逐条整理分析并对结果进行分类总结。

2 结果

2.1 一般人口学资料 本研究共纳入26名研究对

象，均为已诊断为艾滋病的MSM。年龄19～67岁，

年龄中位数为30岁（4分位数间距为10岁），其中19

岁组 8人（30.8%），29岁～组 12人（46.2），39岁～

组 3人（11.5%），49岁～组 2人（7.7%），59～67岁组

1人（3.8%）。性取向方面，同性恋23名（88.5%），双

性恋 3名（11.5%）；天津本地人口 14名（53.8%），外

省市人口 12名（46.2%）；未婚、已婚、离异者分别为

22 人、2 人和 2 人（分别为 84.6%、7.7%和 7.7%）；职

业分布中，在职人员、在校学生、无业、退休分别为

12人、4人、9人和1人（分别为46.2%、15.4%、34.6%

和3.8%）。

2.2 生活状况的改变 本次调查分别从情绪心理、

家庭婚姻、社会交往及工作规划 4方面对受试者的

生活状况进行访谈，访谈结果如表1所示。

2.2.1 情绪心理 受访者刚拿到确证报告时有 21

人（80.8%）表示陷入绝望、崩溃的状态，主要由于

感染前对艾滋病缺乏正确的认知以及对自身感染

艾滋病的危险意识较低。其中有 12 名（46.3%）受

访者认为感染 HIV 后就离死亡不远，陷入恐惧状

态，持续数天甚至数月，存在恐艾心理；有 2 人

（7.7%）在确证感染后极度绝望和失落，出现自伤、

自杀行为。剩余 5人（19.2%）在得知确诊结果后心

情较为平静，其中 3人表示之前对感染艾滋病有过

预想，2人表示当时对艾滋病的危害性不了解。有

9 人（34.6%）表示在其确证感染 HIV 后 1 年内存在

压抑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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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家庭婚姻 受访者中 22（84.6%）人未婚，其

中10人（38.5%）未告知家人自身感染HIV的情况且

迫于家庭原因有结婚生子的压力。2名（7.7%）已婚

及2名离异（7.7%）受访者确证感染HIV后对家人感

到自责愧疚，表示对不起家人并担心他们感染HIV

的事情给家人尤其是孩子带来不好的影响，害怕家

人受到嘲笑和歧视。

2.2.3 社会交往 在确诊感染 HIV 初期，11 名

（42.3%）受访者表示陷入自我封闭的状态，害怕遭

遇歧视而不愿与外界沟通交流，社交活动减少。确

证感染HIV后期，7名（26.9%）受访者表示自己社交

范围明显减小，因为害怕朋友知情后嫌弃和疏远自

己而拒绝和曾经的朋友来往。

2.2.4 工作规划 有 4位（15.4%）受访者因为感染

HIV而更换工作，其中 1位受访者因为从事行业不

接受HIV感染者，另外 3位因为身体健康原因而更

换工作。有2名（7.7%）受访者因为所学专业对HIV

感染者有所限制，职业规划受到影响。

2.3 社会支持获得情况 本次调查中社会支持访

谈内容包括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同事支持及其他

社会支持，受访者中23人获得过社会支持（88.5%）。

只获得一种社会支持的有 10人（38.5%），获得 2种

及以上社会支持的13人（50.0%）。不同类型社会支

持获得情况（表2）。

2.3.1 家庭支持 有14名（53.8%）受访者获得家人

的支持，表示在告知病情后，与家人沟通的次数增

多，家人也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关心和照顾，减轻

其对艾滋病的恐惧与焦虑以及生活的压力。其中

一名受访者曾因严重并发症而多次入院抢救，他表

示是父母不离不弃、不舍昼夜的照顾给予他生存下

来的勇气与希望，父母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2.3.2 朋友及病友支持 10位（38.5%）受访者表示

确证感染HIV后告知朋友并获得其支持，尤其是刚

拿到HIV确证报告的时期，朋友的陪伴与鼓励帮助

自己很快走出感染HIV的阴影，重塑生活的信心。

12 位（46.2%）受访者通过参加病友的互帮互助活

动，与病友交流分享自己的心理情绪变化和生活情

况，通过互相鼓励支持，减轻心理压力与负担。

2.3.3 工作单位支持 2位（7.7%）受访者在得知自

己感染状况后主动告知领导并提出辞职，领导在了

解其具体情况后并没有辞退他们，并对其遭遇表示

理解以及劝说挽留，还通过休假、提薪、寻找优质的

治疗机构等方式帮助受访者解决困难，共度难关。

2.3.4 其他社会支持 9位（34.6%）受访者曾接受

过社会组织的帮助，例如向社会组织机构寻求心理

咨询与辅导，免费参加HIV检测与CD4抗体检测、

参与社会组织宣传教育活动等；1位受访者（3.8%）

接受过医疗机构的帮助，经常向社区艾滋病防控工

作者寻求健康指导与心理辅导。

3 讨论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MSM人群在感染HIV后，

情绪心理、家庭婚姻、社会交往及工作规划均受到

一定影响，其中情绪心理受影响较大，主要是由于

对艾滋病的认知较少或存在错误认知，艾滋病感染

的危险意识较低以及担心自己受到歧视，所以出现

恐惧、压抑等心理问题。国内外研究表明，艾滋病

表1 天津市HIV阳性MSM生活状况调查（n＝26）

生活状况

情绪心理

恐艾心理

自杀倾向

压抑情绪

家庭婚姻

结婚生子压力

对家人自责愧疚

社会交往

社交活动减少

社交范围缩小

工作规划

更换工作

改变职业规划

人数

12

2

9

10

4

11

7

4

2

百分比/%

46.3

7.7

34.6

38.5

15.4

42.3

26.9

15.4

7.7

表2 天津市HIV阳性MSM社会支持获得情况（n＝26）

社会支持类型

家庭支持

朋友支持

病友支持

工作单位支持

社会组织支持

医疗机构支持

人数

14

10

12

2

4

1

百分比/%

53.8

38.5

46.2

7.7

34.6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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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中MSM人群较其他人群更易形成创伤应激综

合征、抑郁及焦虑等心理问题［5-6］，尤其是在确证初

期心理问题比较严重。本次调查发现在确诊初期

有80.8%的受访者陷入绝望崩溃状态，42.3%有恐艾

心理，7.7%有自杀倾向，34.6%长期存在压抑情绪。

针对艾滋病患者出现的心理问题，Garrido等［7］提出

在艾滋病确诊初期，患者难以直接从家人、朋友处

获取支持，心理压力较大，此时可发挥卫生服务人

员易于接近患者的优势，为其提供心理关怀与支

持，帮助患者更好地应对艾滋病相关压力，维持生

命质量的良好状态。本次调查发现受访者获得医

疗机构支持的比例较小，提示应加强医务人员及卫

生服务人员对HIV阳性MSM人群的帮助与支持，

在确诊初期为其提供及时的心理疏导和健康指导，

让患者树立起正确的认知和积极应对的态度，从而

改善其心理健康状况，提高其生存质量。

本次调查中获得过社会支持的受访者 23 人

（88.5%）。其中获得 1种社会支持和 2种以上社会

支持的（38.5%和50.0%）；获得家庭、朋友、病友及社

会组织机构支持的比例较高（53.8%、38.5%、46.2%

和34.6%），获得工作单位及医疗机构的支持比例较

低（7.7%和3.8%）。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在艾滋病

患者的心理压力与生命质量中起中介调节作用，社

会支持有助于改善艾滋病患者的心理健康，从而提

高其生命质量［8-9］。本次调查也发现，受访者在告知

家人、朋友、病友病情或参加社会组织的活动后，有

助于减轻其负性情绪及心理负担。但仍有部分受

访者由于担心家人或朋友知晓后不接受甚至疏远

自己而选择对其隐瞒自身感染情况，从而造成结婚

生子压力、社交范围缩小的现象（38.5%和 26.9%）。

有研究显示，感染者主动将感染情况告诉与自己关

系密切、值得信任的人，可以减少内心压力并有可

能获得情感上的支持［10-11］。因此，医疗卫生工作者

应进一步探索患者告知家人、朋友和性伴的方法和

策略，来提高患者的主动告知能力。

HIV阳性MSM承受人们对艾滋病和同性恋的

双重歧视［12］，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本次调查发

现社会支持有助于减轻该人群的心理压力，改善其

生活状况，但目前天津市HIV阳性MSM人群缺乏

多方面的社会支持，尤其是工作单位和医疗机构的

支持利用度低，部分患者因担心受到歧视隐瞒病情

而失去获得家人及朋友支持的机会。提示应加强

公共卫生和医疗机构对该人群的关怀与帮助，在确

诊初期为其提供及时的健康指导和心理疏导并进

一步探索提高患者告知率的方法和策略，同时也要

充分发挥政府组织、工作单位的优势，为其提供更

多的有效政策和就业机会，动员社会各界力量，为

其建立一个全面完善的社会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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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与统计方法】

2019年北京市房山区在校大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
及影响因素分析

王更新，刘天军，张曦月，穆怡静，邢亚茹

北京市房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 102441

［摘要］目的 了解北京市房山区在校大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及影响因素，为高校更科学地防控艾滋病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采取多阶段抽样的方法，抽取北京市房山区在校大学生于2019-03/06利用微信扫码功

能进行线上自主填写问卷。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采用χ2 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1 250名

在校大学生的艾滋病知识总知晓率为80.56%，高年级大学生和医学专业大学生的艾滋病知晓率高于低年级大学生和非医

学专业大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18.023、12.504，P＜0.05）。艾滋病知识“来自学校教育”、“来自网络”和“来自报

纸、杂志、书籍”的大学生知晓率高于非来源于以上3条途径的大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9.565、17.654、14.716，P＜

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级（OR＝1.807，95%CI：1.353～2.413）、专业（OR＝2.063，95%CI：1.398～3.043）、

艾滋病知识“来自网络”（OR＝1.953，95%CI：1.359～2.806）、艾滋病知识“来自报纸、杂志、书籍”（OR＝1.543，95%CI：

1.144～2.080）对大学生艾滋病知晓率有影响。结论 北京市房山区大学生人群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偏低，高年级、医学专

业、艾滋病知识“来自网络”和艾滋病知识“来自报纸、杂志、书籍”为大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率的促进因素。

［关键词］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影响因素；分析

［中图分类号］R51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2X（2020）02-0092-05

AIDS Knowledg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Fangshan District of Beijing in 2019

WANG Gengxin，LIU Tianjun，ZHANG Xiyue，MU Yijing，XING Ya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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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AIDS knowledg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Fangshan District of Beijing，so as to provide basis for scientif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ID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ethods The self- designed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he

method of stratified random cluster sampling was adopted， the selected respondent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Fangshan district of Beijing used the wechat scanning function to fill in the

questionnaire online during March to June 2019，Chi-squretest was used for single factor analysis，

non- conditional Logistic regression method was used for multivariate analysis. Results The total

awareness rate of AIDS knowledge of 1 250

college students was 80.56% . The awareness

rate of high-grade and medical college stude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low- grade and 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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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college students，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χ2＝18.023，12.504，P＜0.05） .

The awareness rate of AIDS knowledge“from school education”，“from the Internet”and “from

newspapers，magazines and books”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students who did not learn

via these three ways （χ2＝9.565， 17.654， 14.716， all P＜0.05） .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grade （OR＝1.807，95%CI：1.353-2.413），major （OR＝2.063，95%CI：1.39-

3.043），AIDS knowledge“from the Internet”（OR＝1.953，95%CI：1.359-2.806），AIDS knowledge

“from newspapers，magazines， books”（OR＝1.543， 95% CI： 1.144- 2.080） had an impact on the

awareness rate of AID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Conclusion The awareness rate of AIDS knowledg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Fangshan district of Beijing is relatively low，and higher grades，medical

majors，AIDS knowledge“from the Internet” and AIDS knowledge“from newspapers，magazines

and books” are the promoting factors for the awareness rate of AIDS knowledg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AIDS；knowledge；Knowledge situation；influence factor；analysis

艾滋病（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AIDS）是当前威胁人类健康与生存的重大公共卫生

问题之一，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估计：目前全球每

天有 5 700 例新发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e

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者，其中约有 1 855例为

15～24岁的青少年［1］。全国艾滋病疫情监测数据显

示，自 2008年以来，每年报告身份为学生的病例数

中 15岁及以上的学生艾滋病感染者人数逐年快速

上升，从 2008 年的 527 例上升到 2014 年的 2 695

例。2015-01/06我国报告青年学生感染者（病人）比

2014年同期增长35%［2］。我国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

形势严峻，是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重点人群之一［3］。

艾滋病知识宣传教育是控制 HIV 病毒在校园传播

的重要手段。为了解北京市房山区在校大学生艾

滋病防治知识的掌握情况，本研究于 2019-03/06对

北京市房山区的6所大学在校大学生进行了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北京市房山区6所大学在校大学生。

1.2 方法

1.2.1 样本估计 北京市房山区现有 6所大学，共

有在校大学生4 069名。经预调查大学生艾滋病知

识知晓率81.70%，参考上海市浦东新区大学生2017

年的调查结果（知晓率84.90%），根据单样本频率检

验公式N＝［（Zα/2 ＋ Zβ）／δ］2·π0·（1－ π0），估

计样本量1 073人。

1.2.2 抽样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的方

法，首先按照年级进行分层，每个年级抽取 30.00%

的班级，以班级为最小抽样单位，抽到班级的所有

学生均为调查对象。

1.2.3 调查方法 由经过培训的志愿者以班级为

单位向调查对象提供二维码，调查对象利用微信扫

码功能进行线上自主填写问卷。本次调查采用自

行设计的调查问卷，问卷设计参考中疾控办发

［2016］43号文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印发

艾滋病宣传教育核心知识与艾滋病知识知晓率问

卷的通知》［4］。问卷内容包括基本情况、艾滋病相关

知识、艾滋病知识来源等。本问卷涉及艾滋病知识

共8道题，答对6道（包括6道）以上为艾滋病知识知

晓。

1.3 质量控制 在正式调查之前，对北京理工大学

良乡校区在校大学生进行预调查，并根据预调查结

果对问卷进行了相应修改。

1.4 统计分析 运用Excel 2010软件对数据进行

整理，用SPSS 18.0软件统计进行统计分析，影响因

素单因素分析采用χ2 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

Logistic回归分析。假设检验的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本次共调查在校大学生 1 279人，

回收有效问卷 1 250份，有效回收率为 97.73%。其

中，男生 402 人（32.16%），女生 848 人（67.84%）；低

年级（大一、大二）大学生 687 人（54.96%），高年级

（大三、大四）大学生 563人（45.04%）；医学专业 293

人（23.44%），非医学专业 957 人（76.56%）；年龄

16～24岁，平均（20.43±1.4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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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大学生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 在1 250名

接受调查的大学生中，艾滋病知识总知晓人数为

1 007人，总知晓率80.56%。“发生高危行为后（共用

针具吸毒/不安全性行为等），应主动寻求艾滋病检

测与咨询吗？”和“坚持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减少感

染和传播艾滋病的风险吗？”2 项知识的知晓率在

90%以上。“目前我国青年学生中艾滋病的主要传播

方式是男男同性性行为吗？”的知晓率最低，仅为

57.92%（表1）。

2.3 人口学特征对大学生知晓率影响的单因素分

析 在 1 250 名接受调查的大学生中，高年级大学

生的艾滋病知晓率高于低年级大学生，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2＝18.023，P＜0.001）。医学专业大学生的

艾滋病知晓率高于非医学专业大学生，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2＝12.504，P＜0.001）（表2）。

项目

艾滋病是一种不可治愈的严重传染病吗？

目前我国青年学生中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方式是男男同性性行为吗？

通过外表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感染了艾滋病吗？

日常生活和学习接触会感染艾滋病吗？

坚持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减少感染和传播艾滋病的风险吗？

使用新型毒品（如冰毒、摇头丸、K粉等）会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吗？

发生高危行为后（共用针具吸毒/不安全性行为等），应主动寻求艾滋病检测与咨询吗？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结婚/就业/入学等权益受我国法律保护吗？

调查人数

1 250

1 250

1 250

1 250

1 250

1 250

1 250

1 250

知晓人数

960

724

1 051

1 096

1 137

974

1 190

889

知晓率/%

76.80

57.92

84.08

87.68

90.96

77.92

95.20

71.12

表1 2019年北京市房山区在校大学生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

项目

性别

男

女

年级

低年级（大一、大二）

高年级（大三、大四）

性取向

异性恋

同性恋、双性恋

是否发生过性行为

是

否

是否做过艾滋病检测

是

否

专业

非医学专业

医学专业

调查人数

402

848

563

687

1 086

164

214

1 036

68

1 182

957

293

知晓人数

329

678

424

583

875

132

178

829

49

958

750

257

知晓率/%

81.84

79.95

75.31

84.86

80.57

80.49

83.18

80.02

72.06

81.05

78.37

87.71

χ2值

0.621

18.023

0.001

1.130

3.319

12.504

P值

0.431

＜0.001

0.980

0.288

0.069

＜0.001

表2 2019年北京市房山区在校大学生人口学特征对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影响的单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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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艾滋病知识来源对大学生知晓率影响的单因

素分析 艾滋病知识来源对大学生艾滋病知识知

晓率有影响，艾滋病知识“来自学校教育”、“来自网

络”和“来自报纸、杂志、书籍”的大学生知晓率高于

非来源于以上 3条途径的大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2＝9.565、17.654、14.716，P＜0.05）（表3）。

2.5 大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率的多因素Logistic回

归分析 以大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为因变量，

将单因素分析P＜0.05的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多

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变量赋值见表4。

按 P＜0.05 检验标准，年级、专业、艾滋病知识

“来自网络”和“来自报纸、杂志、书籍”进入模型，高

年级、医学专业、艾滋病知识“来自网络”和艾滋病

知识“来自报纸、杂志、书籍”为大学生艾滋病知识

知晓率的促进因素（表5）。

获取知识来源

来自学校教育

是

否

来自医生等专业人员

是

否

来自网络

是

否

来自报纸、杂志、书籍

是

否

来自电视

是

否

调查人数

888

362

429

821

1 056

194

806

444

863

387

知晓人数

735

272

356

651

872

135

675

332

707

300

知晓率/%

82.77

75.14

82.98

79.29

82.58

69.59

83.75

74.77

81.92

77.52

χ2值

9.565

2.450

17.654

14.716

3.309

P值

0.002

0.118

＜0.001

＜0.001

0.069

表3 2019年北京市房山区在校大学生艾滋病知识来源对知晓率影响的单因素分析

变量

因变量

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

自变量

年级

专业

来自学校教育

来自网络

来自报纸、杂志、书籍

赋值

1＝不知晓，2＝知晓

1＝低年级（大一、大二），2＝高年级（大三、大四）

1＝非医学专业，2＝医学专业

1＝否，2＝是

1＝否，2＝是

1＝否，2＝是

表4 大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及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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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大学生性观念开放，性行为日益增多，异性性

行为、同性性行为、双性性行为普遍存在，是艾滋病

感染的高危人群。因此，在大学生中开展科学的、

系统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尤

为重要［5］。2012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遏制与防治

艾滋病“十二五”行动计划》要求，青少年人群艾滋

病综合防治知识知晓率要达到 90%以上［6］。本次

研究表明，北京市房山区大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率

为 80.56%，略高于王怡欣［7］的调查结果，低于孙圆

圆等［3，8］的报道。尤其是“目前我国青年学生中艾滋

病的主要传播方式是男男同性性行为吗？”的知晓

率仅为57.92%，远低于90%的国家标准。这说明在

大学生群体内的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工作比较薄

弱，大学生对艾滋病知识了解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认

识不足［9］。

在本次研究中，高年级大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

率高于低年级大学生，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低年级

大学生刚由高中阶段过渡而来，在高中时，高考的

压力、家长和老师的督促使学生的精力都花在学习

上［2］，除了学校的健康教育课之外，没有课余时间关

注艾滋病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伴随着年级的增

加、年龄的增长，高年级大学生的心理更加成熟，能

够更加主动地通过相关途径去了解艾滋病防治知

识［10］。医学院校大学生由于在专业方面存在的优

势，他们能够从学校老师以及专业教材中获得艾滋

病相关知识［7］，因此医学专业大学生的知晓率高于

非医学专业大学生。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艾滋病知识“来

自网络”途径是大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的促进因

素。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发展与移动电子设

备的流行，互联网在健康教育领域起到越来越不可

忽视的作用［11］。国内相关研究表明，大学生获取艾

滋病相关知识最喜欢的途径为互联网平台［12］。本

次研究结果显示，“来自报纸、杂志、书籍”途径也是

大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的促进因素，这说明，报纸、

杂志和书籍作为传统媒体，仍然受到部分大学生的

喜欢。提示高校和艾滋病防治部门，在高校开展的

艾滋病宣传过程中，应当针对不同人群采用不同的

宣传方式，不断提升宣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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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量

年级

专业

来自网络

来自报纸、杂志、书籍

β值

0.592

0.724

0.669

0.434

S.E

0.148

0.198

0.185

0.152

waldχ2

16.077

13.321

13.112

8.096

P值

0.000

0.000

0.000

0.004

OR值

1.807

2.063

1.953

1.543

OR值95%CI

1.353~2.413

1.398~3.043

1.359~2.806

1.144~2.080

表5 2019年北京市房山区在校大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影响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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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预防控制】

2009-2018年广元市麻疹监测结果分析

张勇，侯雪芹，谭学蓉，李丹，熊丽，朱俊，龙洋

广元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 广元 6280017

［摘要］目的 分析广元市麻疹流行特征，为制定麻疹防控和消除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从国家麻疹监测系统中收

集 2009-2018年广元市麻疹监测病例，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进行分析。结果 2009-2018年广元市共报告麻疹病例

135例，年均发病率 0.51/10万，3-9月为发病高发月份，发病人群中＜1岁儿童和 15岁以上成人占 65.92%，无免疫史或免

疫史不详占 81.48％，医院内感染接触史占 19.26%，实验室确诊率 91.11%，排除麻疹风疹病例报告发现率大于 2/10万。

结论 广元市麻疹处于低水平发病状态。应针对性加强宣传，提高适龄儿童常规免疫接种；积极开展育龄期妇女麻疹疫

苗接种，降低8月龄以下幼儿发病率；加强医院内院感控制，对职业易感人群进行麻疹疫苗接种保护；继续加强监测，保持

麻疹监测系统的良好运转以达到控制和消除麻疹的目的。

［关键词］麻疹；监测系统；分析

［中图分类号］R511.1；R18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2X（2020）02-0097-04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easles in Guangyuan

City From 2009 to 2018

ZHANG Yong，HOU Xueqin，TAN Xuerong，LI Dan，XIONG Li，ZHU Jun，LONG Yang

Guangyuan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Guangyuan 6280017，Cuangzhou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easles in Guangyuan City

from 2009 to 2018 in order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formulating measles control and elimination

strategies. Methods Measles surveillance data in Guangyuan City from 2009 to 2018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National measles surveillance system. Descriptive statistic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Results A total of 135 measles cases were reported in Guangyuan City from 2009 to 2018，with

an average annual incidence of 0.51/105. The incidence reached peak in March- September. Most

cases were children under 1 year old and adults over 15 years，accounted for 65.92％. Cases with

no history of immunity or an unknown history of immunity accounted for 81.48％. 19.26% of cases

have a history of nosocomial infections. The laboratory-confirmed rate of measles was 91.11%，and

the rate of excluding case report for measles and rubella was more than 2/105. Conclusion The

incidence of measles was at a low level in Guangyuan City. The propaganda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improve the routine immunization of school- age children. Measles vaccination for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should be actively carried out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hildren under 8

months of age. The prevention of nosocom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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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ection and measles vaccination to the occupational susceptible popul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Meanwhile， surveillance should continue to be strengthened to maintain the good operation of

measles surveillance system.

Key words measles；monitoring system；analysis

麻疹是由麻疹病毒（measles virus，MV）引起的

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该病毒可通过空气和直接接触

传播［1］，严重威胁我国居民的身体健康。世界卫生

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提出：到

2020年在至少 5个WHO区域根除麻疹［2］。中国作

为西太区重要成员国，麻疹报告发病水平在2012年

达到历史最低，但自 2012年年底开始持续回升［3］，

至今仍未阻断麻疹病毒传播，因此，我国高度重视

麻疹病毒流行状况的监测和预防。本研究对 2009-

2018年广元市麻疹流行病学特征进行整理分析，以

期为制定广元市麻疹防控的有效对策提供参考依

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2009-2018年麻疹病例患者信息和

实验室数据来源于国家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

统，发病数据以发病日期统计；人口资料来源于

2009-2018年广元市统计年鉴。

1.2 麻疹病例定义 根据《全国麻疹监测方案》［4］，

麻疹监测病例分为实验室确诊病例和临床诊断病

例、排除麻疹风疹病例。

1.3 统计分析 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采用

Excel 2007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2 结果

2.1 发病概况 2009-2018年广元市共报告麻疹监

测病例135例，无死亡病例，年平均发病率为0.51/10

万，2009-2014年麻疹发病率较低，波动在0.33/10万

~0.56/10 万之间，2015-2016 年升高达 1.63/10 万，

2017年突降，2018年持续较低水平（图1）。

2.2 地区分布 2009-2018年广元市 7个县（区）除

昭化区外均有病例报告，发病数 4~95例不等，其中

利州区发病例数占总病例数的70.37％，为各县区中

最高，其余县区发病例数均小于15例（图2）。

2.3 时间分布 2009-2018年广元市麻疹各月均有

发病，主要集中在 3-9月（116例，85.93％），呈明显

的季节性，春夏季为发病高峰（图3）。

图1 2009-2018年广元市麻疹发病情况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年份

0.0

0.2

0.4

0.6

0.8

1.0

1.2

1.4

1.6

1.8

发
病

率
/1

0
万

-1

图2 2009-2018年广元市麻疹病例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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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人群分布

2.4.1 性别与年龄分布 在 135例监测病例中，男

性79例，女性56例，男女性别比为1.41∶1；病例年龄

构成显示，1 岁以下年龄组 44 例（32.59%），1～2 岁

年龄组16例（12.21%），23岁年龄组12例（8.89%），

3～15岁年龄组18例（13.33%），15～30岁年龄组15

例（11.11%），30 岁及以上 30 例（22.22%）。人群年

龄组构成特点以≤1 岁婴儿和 30 岁以上成人为主

（图4）。

图4 2009-2018年广元市麻疹病例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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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职业分布 散居儿童 80 例（59.26%），农民

34 例（25.19%），这两类人群病例数占总病例数的

84.44%（图5）。

图5 2009-2018年广元市麻疹病例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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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免疫史 监测病例中无免疫史或免疫史不

详者110例，占总病例数的81.48%（110/135）。54例

免疫规划疫苗应接种适龄儿童（8月龄～15岁）中，

34例无免疫史或免疫史不祥，占25.19%（34/135）。

2.4.4 医院内感染的可能接触史 有 26例病例在

发病前 7～21 d 内曾去过医疗机构，有可疑麻疹病

例接触史，占发病人数的19.26％（26/135）。

2.5 实验室检测情况 2009-2018年，135例病例

中有123例采集到血清和/或咽拭子，标本采集率为

91.11%，标本合格率100%，所有标本均完成实验室

检测，监测病例实验室诊断率91.11%。其中咽拭子

77 份，核酸阳性 63 份，麻疹病毒核酸阳性率为

81.82%；血清122份，IgM阳性118份，血清 IgM阳性

检出率为96.72%。

2.6 监测系统灵敏性 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

系统导出，2014-2018 年广元市的排除麻疹风疹病

例发病率（/10 万）分别为 2.69、3.00、2.89、3.64 和

2.77，均大于2/10万。

3 讨论

3.1 麻疹发病率维持在较低水平 广元市采用含

麻疹成分疫苗接种率抽样调查，合理及时查漏补种

等多种防控措施麻疹，发病率处于较低水平。2009-

2018 年广元市麻疹平均发病率 0.51/10 万，2015-

2016年出现升高，之后2017-2018年降到较低水平，

与全国麻疹疫情趋势一致［5］。2016的发病率高，分

析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2016年是麻疹疫情流行周

期的高峰年份，另一方面可能与当年全国短暂性的

含麻疹成分疫苗（MCV）短缺有关。空间上，利州区

发病率高于其他地区。可能原因为利州区地处广

元市中心城区，川陕甘三省交界，交通发达，流动人

口多［6］，利于疾病传播。广元市近郊的昭化区、朝天

区、剑阁县等区县人口常在广元中心城区生活、上

学或就医，双城生活，流动性大，易遗忘接种，造成

免疫空白、免疫接种剂次不够及免疫失败人群基数

升高，导致利州区麻疹发病率全市最高。利州区大

型医疗机构多，病患就诊率高，医务人员素质高、责

任心强，疫情报告系统更规范更完善。时间上，

2009-2018年监测病例主要集中在3-9月，发病呈现

明显的季节性，符合呼吸道传染病的特点。在春

季，尤其应该加强宣传、提高群众防病意识，多开

窗、勤洗手，防控呼吸道传染病。

3.2 提高接种率是预防麻疹发病的主要手段 本

资料中免疫规划适龄人群（8月龄～15岁）发病病例

中25.19%无免疫史或免疫史不祥，说明广元市免疫

规划麻疹疫苗接种工作仍有漏洞。一方面利用固

定宣传栏以及微信公众号、开设“妈妈课堂”“育儿

讲座”等多种方式加强疫苗接种宣传，消除家长认

知误区，提高传染病防控意识。另一方面教育部门

也需加强入托入园幼儿接种证查验，督促完成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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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全程接种。苏琪茹等［7］研究指出，麻疹病例中

的适龄儿童麻疹病例未接种MCV的主要原因是患

病，加强信息管理，对流动儿童，患病儿童设置接种

提醒，防止遗忘，如有缺漏需及时补种也是提高接

种率的重要手段。对8月龄之前的非免疫规划适龄

儿童的保护也尤为重要。本研究显示小于1岁儿童

病例总病例数的 37.04%，其中 8月龄以下婴儿占 1

岁以下儿童病例数的 60.00%。婴幼儿的麻疹抗体

阳性率随年龄的增长而减少，具体表现为婴儿自出

生后体内的麻疹抗体水平在3月龄时迅速下降，至7

月龄时基本转为阴性［8］。小于8月龄的婴幼儿得不

到麻疹疫苗的保护，体内又无足够的母传抗体保

护，处于对麻疹病毒抵抗力最弱的阶段，这是造成

小于8月龄因幼儿发病率相对高的主要原因［9］。建

议广元市预防接种门诊提供辖区内育龄期妇女麻

疹疫苗，采用“知情、自愿、自费”接种原则，有效提

高母传麻疹抗体水平，进而降低婴幼儿麻疹的发病

率［10］。

3.3 降低医院内感染风险 本研究中19.26％病例

在发病前 7～21 d 曾去过医疗机构，提示要关注医

院内感染麻疹的风险环节。已有资料表明，麻疹医

院暴露感染是临近消除麻疹国家面临的主要危险

因素［11］。近年常有医院内麻疹暴发的报道，部分省

份暴发疫情增多，防控形势严峻，疫情防控工作难

度大［12］。医院，尤其是综合性医院是各种传染病病

人和病原携带者集中地，其特殊环境埋下了医院内

感染的隐患。建议医院加强输液室、门诊大厅等公

用场所环境的消毒通风，做好医务人员自身防护，

建立健全预检分诊制并严格落实。按照《医疗机构

传染病预检分诊管理办法》设立感染性疾病科或传

染病分诊点，避免发热出疹患者分流到普通诊室。

在感染科或分诊点，应使麻疹病例得到及时诊断和

隔离治疗，并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限、程序上报疫情，

同时采取控制传播措施。本研究中大于 30岁以上

成人麻疹病例占22.22%，说明社区人群可能接触到

麻疹病例，其最可能的源头是医疗机构，做好医院

内的院内感染可减少社区传播的感染人群。医务

人员属于感染麻疹的高危人群，且会对免疫力低下

的病患造成新的威胁，提倡所有接触病例的医务人

员都应该接种含麻疹类疫苗，防止医院内感染［13］。

3.4 广元市麻疹监测系统灵敏可靠 2014年起广

元市排除麻疹风疹病例报告发病率均大于2/10万，

且历年来监测病例标本采集率和麻疹病例中实验

室确诊病例稳定在90%以上，提示广元市麻疹监测

网络较为灵敏可靠，应继续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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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预防控制】

1起食源性亚硝酸盐中毒事件调查分析

王 兵

盐亭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 盐亭 621600

［摘要］目的 通过此次食源性亚硝酸盐中毒事件的调查，分析事件中毒原因，总结应对中毒事件经验，为预防类似食源

性疾病事件发生提供依据。方法 收集患者食源性疾病事件个案调查表，对可疑餐次开展现场流行病学调查、食品卫生

学调查、结合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测对事件进行综合分析。结果 发病者一家共3人，其中有2人进餐食品相同，发病2

例，潜伏期30～60 min，临床表现以紫绀、恶心、腹泻、头昏不适、乏力为主，经特效药亚甲蓝治疗后症状迅速缓解。剩余卤

鸡腿、卤鸡腿汤中检出亚硝酸盐含量超标。认定为1起食源性亚硝酸盐中毒事件。结论 该事件由于误食亚硝酸盐引起，

应加大食品安全宣传力度，提高居民自我保护意识；哨点医院要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发现、及时报告、及时救治；相关部门

要加强食品添加剂尤其是亚硝酸盐的市场监管，预防类似事件发生。

［关键词］食源性；亚硝酸盐；中毒事件；调查分析

［中图分类号］R15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2X（2020）02-0101-03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A Food-borne Nitrite Poisoning Incident

Wang Bing

Yanting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Mianyang 621600，Sichu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a food-borne nitrite poisoning incident， to analyze

the cause of poisoning and sum up the experience in dealing with poisoning incidents，in order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prevention of similar food- borne disease incidents. Methods The questionnaire

of this food- borne disease incident was collected， this study carried out field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on suspicious meals， food hygiene survey and analyzed this incident considering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laboratory tests results. Results There were 3 people in this family，2 of

them had eaten the same food and had suffered the disease with a incubation period of 30~60 min.

The main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were cyanosis，nausea，diarrhea，dizziness，and weakness，which

were quickly relieved after treatment with methylene blue. Excessive nitrite content was detected in

remaining stewed chicken leg and stewed chicken leg soup. It was identified as a food-borne nitrite

poisoning incident. Conclusion This incident was caused by ingestion of nitrite. The food safety

publicity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enhance residents' awareness of self-protection，sentinel hospitals

should strengthen monitoring and pre- warning to implement the goal of timely detection， timely

reporting，and timely treatment，other r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strengthen market supervision of

food additives， especially for the nitrite， to

prevent similar inc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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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硝酸盐作为一种食品添加剂，能使肉制品保

持良好的色泽［1］，同时，亚硝酸盐还可防止肉毒梭状

芽孢杆菌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食用肉制品

的安全性，但肉制品中亚硝酸盐含量超标就会危及

人体健康［2］。2019-10-21 T 10∶00，接盐亭县人民

医院防保科电话报告，该医院于 09∶20 左右收治 2

名因紫绀、恶心、腹泻、头昏不适和乏力等症状患

者，疑为食源性疾病事件，盐亭县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立即组织专业人员开展现场流行病学调查、食品

卫生学调查和实验室采样检测，现将调查过程报告

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就餐人员和剩余食物。共同就餐的 3

名家庭成员食源性疾病事件个案调查表，2名患者

急诊科诊疗记录，现场流行病学调查记录，食品卫

生学调查记录，实验室检测结果。

1.2 方法 采用现场流行病学方法、食品卫生学，

结合临床表现和实验室监测结果进行分析。

1.2.1 调查方法 现场流行病学、食品卫生学按照

卫生部《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技术指南》［3］

（2012年版）开展调查。

1.2.2 实验方法 盐亭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

室专业人员采集剩余卤鸡腿、卤鸡腿汤、食用盐和

鸿运超市同一批次的卤料、新鲜鸡腿，按照《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食品中亚硝酸盐与硝酸盐的测定》［4］

（GB 5009.33-2016）离子色谱法进行了检测。

1.2.3 质量控制 控制措施由盐亭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县卫生健康局、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县人

民医院负责实施，及时按预案成立了医疗救治组、

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组、食品卫生学调查组、采样检

测组和后勤保障组等，各组相互协作、互通信息，提

高处置效率。

2 结果

2.1 流行病学调查

2.1.1 事件经过 2019-10-21T07∶30左右，顾某、顾

某儿子、顾某妻子 3人在盐亭县云溪镇万安村 6组

顾某家中食用早餐，08∶00左右顾某儿子出现紫绀、

恶心、腹泻、头昏不适、乏力等症状，08∶30顾某也出

现相似症状，2人于 09∶20：左右到盐亭县人民医院

就诊。顾某酸碱度、二氧化碳分压、氧分压异常，2

名患者氧饱和度均明显降低。患者经亚甲蓝静脉

推注后症状迅速缓解，10月 23日 2名患者经治疗

痊愈出院。

2.1.2 就餐情况 10 月 21 日，顾某、顾某儿子、顾

某妻子3人在盐亭县云溪镇万安村6组顾某家中食

用早餐，共同食用稀饭、烧茄子，顾某和顾某儿子还

各自食用一个卤鸡腿。近 3日 3人均在家就餐，除

10 月 21 日早餐外其他餐次 3 人就餐食品完全相

同。

2.2 食品卫生学调查 顾某、顾某儿子食用的卤鸡

腿为顾某 10月 20日晚在家中自制的卤鸡腿，自制

卤鸡腿的卤料（川味卤料）、鸡腿均在现场北门鸿运

超市购买，盐为袋装食用盐（已采样检测），顾某和

顾某妻子均否认使用过其他可疑食用盐，另据顾某

和顾某妻子反映：顾某1年前从事过贩卖卤肉生意，

家中曾经放过亚硝酸盐，本次未采集到剩余亚硝酸

盐样品；调查超市附近居民和病例周围邻居，无类

似病例发生。

2.3 实验室检测 采集患者家中剩余的卤鸡腿、卤

鸡腿汤、食用盐和鸿运超市同一批次的卤料（批号

为ZJ-01/0830的川味卤料）、新鲜鸡腿。结果显示：

剩余卤鸡腿、卤鸡腿汤亚硝酸盐超标（卤鸡腿

326.4 mg/kg，卤肉汤264.4 mg/kg），其余样品食用盐

（未检出）、鸿运超市同一批次的卤料（7.898 mg/kg）

和新鲜鸡腿（3.329 mg/kg）的亚硝酸盐均未超标。

2.4 调查结果 按照《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

工作规范》《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技术指

南》［3］和WS/T 86-1996《食源性急性盐硝酸盐中毒

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5］，根据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食品卫生学调查，结合临床表现和临床检验结果，

认定为一起亚硝酸盐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事件。

3 讨论

亚硝酸盐是一类无机化合物的总称，为白色或

淡黄色颗粒状粉末，无臭、味涩，易溶于水，其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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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食盐相似。亚硝酸盐作为食品添加剂，在 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

准》中为准许添加的限量指标，另因具有良好的成

色、发色和防腐作用，在肉制品中被广泛使用［6］，因

此误食或误用亚硝酸盐是造成亚硝酸盐中毒最常

见的原因［7-13］。我国亚硝酸盐中毒事件时有发生，中

毒原因以误食误用最多（58.45%）［10，14］。亚硝酸盐对

人体的中毒剂量为 0.3～0.5 g，中毒潜伏期一般为

10～20 min，如果由于腌制不当或变质蔬菜引起的

中毒一般为1～3 h，最长可达20 h，对人体致死剂量

为3 g［15-18］。近年来，盐亭县由于亚硝酸盐引起的中

毒事件也时有发生，这值得更加重视亚硝酸盐在食

品行业使用方面的一些问题［16］。

此次亚硝酸盐中毒是误食还是过量使用问题，

分析认为，患者顾某及其老婆一年前从事过贩卖卤

肉生意，家中曾经放过亚硝酸盐，此次事件虽然顾

某和顾某老婆否认卤鸡腿时使用过亚硝酸盐，但不

排除卤鸡腿时误将亚硝酸盐当食盐使用，且患者出

现了典型的亚硝酸盐中毒症状、经特效药治疗后症

状明显缓解，故主要考虑误食。

亚硝酸盐中毒事件是完全可以规避的，本次事

件暴露了居民对亚硝酸盐的安全使用和危害性不

甚了解，通过此次中毒事件的经验教训，为确保居

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杜绝类似事件发生，提出

如下防控建议：进一步加大食品安全宣传力度。宣

传面要广、力度要强，要从城镇深入到农村地区，对

居民尤其是不同类型的人群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

特别是亚硝酸盐的安全使用和危害性知识普及，促

使居民改变不良烹饪习惯，肉类加工时少用或不用

亚硝酸盐，如果使用也要严格控制用量，从而进一

步降低亚硝酸盐中毒风险；针对近年来食品添加剂

使用混乱状况，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建立健全溯源

机制，加强食品添加剂尤其是可引起急性中毒的亚

硝酸盐等添加剂的生产、流通等环节的市场监管力

度，确保居民饮食安全；要加强食源性疾病哨点医

院的院内培训和监测，进一步提高医务人员的诊疗

水平，以便能及时发现、及时报告、及时治疗亚硝酸

盐中毒病例；要加强部门协作，建立长效联系机

制。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卫生健康部门、公安

部门等要在食品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食

品安全工作，一旦发生疑似食源性疾病事件，能够

及时取得联系、能够密切配合、能够共同控制事态

发展，确保居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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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预防控制】

2014-2018年仁寿县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结果分析

叶 娜

仁寿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 仁寿 620500

［摘要］目的 对仁寿县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adverse events following immunization，AEFI）监测结果进行分析，了解

全县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发生特征，对疫苗的安全性和预防接种服务质量进行评价。方法 通过中国免疫规划

信息管理系统收集 2014-2018 年仁寿县发生的 AEFI 个案数据，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对监测数据进行分析。结

果 2014-2018年仁寿县AEFI发现后48 h内报告率为99.42%，48 h内调查率、调查后7 d内完成初步调查报告率、调查后

3 d内报告率、个案调查表关键项目完整率、AEFI分类率、报告单位覆盖率均为100%。涉及AEFI报告的一类和二类疫苗

有23种，报告AEFI病例343例，报告发生率为19.82/10万，其中一般反应326例（95.04%），报告发生率为18.83/10万，异常

反应17例（4.96%），报告发生率为0.98/10万，无疫苗质量事故、接种事故、偶合症和心因性反应。1岁及以下婴幼儿253例

（4.96%），男女性别比为1.29∶1，4-9月274例（79.88%），一类疫苗的无细胞百白破和白破（儿童型）分别占162例（47.20%）

和27例（7.87%）。结论 2014-2018年，仁寿县AEFI监测系统运行良好，各项监测指标均达到《全国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

应监测方案》（下称《监测方案》）要求。根据WHO提供的数据，仁寿县的AEFI报告发生率在正常、合理的范围内，所有的

AEFI病例转归及预后均较好，表明仁寿县使用的疫苗安全性好，预防接种服务质量有保障。

［关键词］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AEFI）；监测；仁寿

［中图分类号］R1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2X（2020）02-0104-06

Monitoring Results of Suspected Adverse Events Following

Immunization in Renshou County From 2014 to 2018

YE Na

Renshou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Renshou 620500，Sichu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esults of Renshou County suspected adverse events following

immunization （AEFI） monitoring system and understand the occurrence characteristics of suspected

AEFI，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safety of vaccine and the quality of vaccination service. Methods

Data of AEFI cases reported in Renshou County from 2014 to 2018 were collected from China

Immunization Planning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and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epidemiological method. Results From 2014 to 2018，99.42% of cases were reported within 48 hours

after AEFI was detected in Renshou County. The survey rate within 48 hours， the basic report

completion rate within 7 days，the reporting rate within 3 days， the completion rate of key items

in the case questionnaire， the classification rate of AEFI，and the coverage rate of reporting units

were all 100%. There were 23 types of class I

and class II vaccines involved in AEFI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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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AEFI cases were reported with a incidence of 19.82/100 000，of which 326 cases （95.04%）

were general reactions， the incidence was 18.83/100 000 and 17 cases （4.96%） were abnormal

reactions， the incidence rate was 0.98/100 000， and there were no vaccine quality accidents，

vaccination accidents， coincidental symptoms and psychogenic reactions. There were 253 cases

（4.96%）of infants and children aged 1 year and below. The sex ratio of man to women was 1.29∶1.

From April to September， 274 cases （79.88%） were reported， among them， AEFI in class I

vaccines of Acellular DPT and DPT （childhood type） were 162 cases （47.20%） and 27 cases

（7.87%），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From 2014 to 2018， the AEFI monitoring system in Renshou

County is running well， all monitoring indicators have m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ational

monitoring program for suspected AEFI. According to WHO data， the incidence of AEFI reported

in Renshou County is in the normal and reasonable range，all the AEFI cases have good outcomes

and prognosis，indicating that the vaccines used in Renshou County are rather safe and the quality

of vaccination services is guaranteed.

Key words AEFI；monitoring；renshou county

因疫苗事件、错误信息和信任等因素影响而产

生“疫苗犹豫”，导致预防接种率下降，最终为儿童

传染病发病率增加付出了沉痛代价［1］。开展疑似

预 防 接 种 异 常 反 应（adverse events following

immunization，AEFI）监测，目的在于调查核实AEFI

发生的情况，分析发生的原因，评价疫苗的安全性
［2］，促进预防接种服务质量提升，保持高疫苗接种

率。AEFI监测是预防接种安全性监测的有效手段，

也是评价免疫规划质量的重要指标［3］。本文通过中

国免疫规划信息管理系统收集2014-2018年仁寿县

发生的 AEFI 个案数据，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

对监测数据进行分析，了解全县疑似预防接种异常

反应的发生特征，对疫苗的安全性和预防接种服务

质量进行评价。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中国免疫规划信息管理系统收集

2014-01-01/2018-12-31 仁寿县发生的 AEFI 个案数

据。

1.2 方法

1.2.1 AEFI报告方式 预防接种单位报告人发现

AEFI 后及时向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报告，县级

CDC 将 AEFI 个案报告卡和调查表信息通过中国

AEFIIMS进行网络报告，具有报告条件的预防接种

单位可以直接网络报告。

1.2.2 AEFI发生原因分类 按2010-06卫生部和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了《全国疑似预防

接种异常反应监测方案》（以下简称《监测方案》）中

AEFI的定义和分类，AEFI分为不良反应（一般反应

和异常反应）、疫苗质量事故、接种事故、偶合症、心

因性反应5类［4］。

1.3 统 计 分 析 从 疑 似 预 防 接 种 异 常 反 应

（adverse events following immunization，AEFI）监

测系统中导出仁寿县 2014-2018 年个案数据，使用

EXCEL 2013软件进行数据整理，采用率、构成比等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AEFI 监测报告和系统运行情况 2014-2018

年仁寿县一类和二类疫苗共接种1 730 940剂次，涉

及AEFI报告的一类和二类疫苗有23种，报告AEFI

病例 343 例，报告发生率 19.82/10 万（343/1 730

940），其中一般反应 326 例（95.04%），异常反应 17

例（4.96%），无疫苗质量事故、接种事故、偶合症和

心因性反应。48 h内报告率为 99.42%，48 h内调查

率、调查后 7 d 内完成初步调查报告率、调查后 3 d

内报告率、个案调查表关键项目完整率、AEFI分类

率、报告单位覆盖率均为100%。

2.2 三间分布

2.2.1 人群分布 2014-2018 年 343 例 AEFI 病例

中 ，1 岁 以 内 128 例（37.32%），1 岁 组 125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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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4%），2～9岁85例（24.78%），10～14岁0例，≥
15岁 5例（1.46%）。男性 193例，女性 150例，男、女

性别比为1.29∶1。

2.2.2 时间分布 2014-2018 年 1-12 月均有 AEFI

病例报告病例发生，4-9月份发生AEFI病例 274例

（79.88%），1、2月均7例（2.04%）（表1）。

表1 2014-2018年仁寿县AEFI报告病例报告时间分布

报告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计

AEFI

病例数

7

7

14

32

54

53

35

51

49

22

10

9

343

构成比/%

2.04

2.04

4.08

9.33

15.74

15.45

10.20

14.87

14.29

6.41

2.92

2.62

100.00

一般反应

病例数

6

6

13

31

54

48

33

50

47

21

10

7

326

构成比/%

1.84

1.84

3.99

9.51

16.56

14.72

10.12

15.34

14.42

6.44

3.07

2.15

100.00

异常反应

病例数

1

1

1

1

0

5

2

1

2

1

0

2

17

构成比/%

5.88

5.88

5.88

5.88

0.00

29.41

11.76

5.88

11.76

5.88

0.00

11.76

100.00

2.2.3 地区分布 仁寿县共有 60 个乡镇，2014-

2018年除个别乡镇无AEFI病例报告外，其余乡镇

均有AEFI病例报告，报告病例数居前3位分别是文

林镇34例（9.91%）、视高镇25例（7.29%）、清水镇16

例（4.66%）。

2.3 疫苗种类分布 2014-2018 年全县 28 种疫苗

共接种 1 730 940 剂次，涉及 AEFI 报告的疫苗 23

种，其中一类疫苗12种，二类疫苗11种（以“第一可

疑疫苗”统计），全县报告的 AEFI 主要为一类疫苗

的无细胞百白破 162例（47.20%）、白破（儿童型）27

例（7.87%）、乙肝疫苗（酿酒酵母）、乙脑疫苗（减

毒）、A群流脑疫苗均18例（5.25%），AEFI的报告发

生率较高的一类疫苗为无细胞百白破（81.61/10万）

和白破（儿童型）（47.10/10万），二类疫苗为腮腺炎

疫苗（119.47/10万）、狂犬病疫苗（地鼠肾）（95.47/10

万）和 23价肺炎疫苗（57.88/10万）。其中一般反应

报告发生率较高的为一类疫苗的无细胞百白破

（81.11/10万）、白破（儿童型）（47.10/10万）和二类疫

苗的腮腺炎疫苗（119.47/10 万）、23 价肺炎疫苗

（53.42/10万）、狂犬病疫苗（地鼠肾）（47.43/10万）。

异常反应告发生率较高的为二类疫苗的狂犬病疫

苗（地鼠肾）（47.43/10万）（表2）。

2.4 发生时间和临床诊断分布 仁寿县所报告的

AEFI在接种后 3 d内发生有 336例（97.96%），其中

在 1 d 内发生的 300 例（87.46%）（表 3）。一般反应

326 例（95.04%），其临床症状为发热、红肿、硬结，

17例异常反应中为过敏反应-荨麻疹、过敏反应-麻

疹猩红热样皮疹、过敏性皮疹的有 13 例（76.74%）

（表4）。

2.5 AEFI 病例转归及预后 所有 AEFI 中，痊愈

341例，好转2例，无死亡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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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4-2018年仁寿县AEFI疫苗种类分布

疫苗名称

一类疫苗

卡介苗

乙肝疫苗（酿酒酵母，10μg）

三价脊灰减毒疫苗（猴肾）

二价脊灰疫苗（二倍体）

百白破疫苗（无细胞）

白破疫苗（儿童）

麻腮风疫苗

麻风疫苗

A群流脑疫苗

A＋C群流脑疫苗（多糖）

乙脑疫苗（减毒）

甲肝减毒疫苗（冻干）

二类疫苗

乙肝疫苗（酿酒酵母，10μg）

腮腺炎疫苗

A＋C群流脑疫苗（结合）

流感疫苗（成人）

流感疫苗（儿童）

水痘疫苗

Hib疫苗

23价肺炎疫苗

狂犬病疫苗（Vero冻干）

狂犬病疫苗（地鼠肾）

EV71疫苗（二倍体）

其他

合计

疫苗接种剂次

53 626

152 672

99 674

94 051

198 494

57 324

53 352

47 816

97 661

109 861

105 949

54 643

28 871

837

8 425

41 574

34 718

75 197

90 725

22 462

246 925

2 095

27 585

26 403

1 730 940

一般反应

例数

0

17

2

3

161

27

9

6

15

10

17

6

1

1

2

7

1

7

9

12

4

1

8

326

报告发生率

/10万剂

0.00

11.13

2.01

3.19

81.11

47.10

16.87

12.59

15.36

9.10

16.05

10.98

3.64

119.47

23.74

16.84

2.88

9.31

9.92

53.42

1.62

47.73

29.00

18.83

异常反应

例数

1

1

0

1

1

0

0

5

3

0

1

1

0

0

0

0

0

0

0

1

1

1

0

17

报告发生率

/10万剂

1.86

0.65

0.00

1.06

0.50

0.00

0.00

10.46

3.07

0.00

0.94

1.8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45

0.40

47.73

0.00

0.98

合计/例

1

18

2

4

162

27

9

11

18

10

18

7

1

1

2

7

1

7

9

13

5

2

8

343

报告发生率

/10万剂

1.86

11.79

2.01

4.25

81.61

47.10

16.87

23.00

18.43

9.10

16.99

12.81

3.46

119.47

23.74

16.84

2.88

9.31

9.92

57.88

2.02

95.47

29.00

19.82

构成比/%

0.29

5.25

0.58

1.17

47.23

7.87

2.62

3.21

5.25

2.92

5.25

2.04

0.29

0.29

0.58

2.04

0.29

2.04

2.62

3.79

1.46

0.58

2.3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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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AEFI 监测系统运行质量 2014-2018 年仁寿

县AEFI监测系统 48 h内报告率、48 h内调查率、调

查后7 d内完成初步调查报告率、调查后3 d内报告

率、个案调查表关键项目完整率、AEFI分类率、报告

单位覆盖率7项监测技术指标均达到《监测方案》规

定的要求，全县 AEFI 报告 343 例，报告发生率为

19.82/10 万，高于云南、成都、德阳等省市［5-7］，低于

2015、2016年全国AEFI报告发生率［8-9］。表明仁寿

县 AEFI 监测系统具有一定的敏感度，运行质量良

好，但与其他一些地方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要充

分利用好每年对全县AEFI监测人员进行的一次培

训和三次技术指导，进一步提升监测系统的敏感

度，确保其运行质量。

3.2 AEFI发生特征 2014-2018年仁寿县报告343

例AEFI的三间分布具有如下特点，主要集中在1岁

及以下婴幼儿，报告数男性多于女性，男女性别比

略高于全国AEFI的结果［9-10］，4-9月报告较多，AEFI

的报告高峰期在 3-10月，与全国报告一致［10］，分布

在城区和县城北边与成都相邻的2个经济发展较快

的乡镇。这与疫苗接种针次数集中在 1岁以下，接

种时间多选择春夏两季相关［11］，且经济较好的地区

其报告意识较强，监测敏感度较高。

2014-2018 年全县 AEFI 报告涉及的 23 种疫苗

中，主要为一类疫苗的无细胞百白破、白破（儿童

型），占 55.07%，DTaP类疫苗中的白喉类毒素（D）、

百日咳毒素（T）可引起局部反应，并与毒素纯化程

度、接种剂量、接种剂次、佐剂的使用等因素可能有

关［12］。异常反应报告发生率最高的为二类疫苗中

的狂犬病疫苗（地鼠肾），相比之下冻干狂犬疫苗

（Vero细胞）则非常低，可能与疫苗本身的性质和生

产工艺有关［13］。全县所报告的AEFI主要发生在接

种后 1 d 内，异常反应以过敏反应-荨麻疹、过敏反

应-麻疹猩红热样皮疹、过敏性皮疹为主。

年度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合计

一般反应/d

0~

41

60

59

69

58

287

2~

0

10

9

7

9

35

4~

2

0

1

0

0

3

8~

1

1

0

0

0

2

≥15

0

0

1

0

0

1

异常反应/d

0~

4

0

2

2

5

13

2~

1

0

0

0

0

1

4~

0

0

0

0

0

0

8~

0

0

0

0

0

0

≥15

0

1

0

0

0

1

合计

49

72

72

78

72

343

表3 2014-2018年仁寿县AEFI病例报告反应类型及发生时间/例

表4 2014-2018年仁寿县AEFI病例不良反应临床表现/例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合计

最终临床诊断

一般反应

44

70

70

75

67

326

过敏反应-

荨麻疹

4

0

0

0

3

7

过敏反应-

过敏性休克

1

0

0

0

0

1

过敏反应-麻疹

猩红热样皮疹

0

1

1

2

0

4

过敏反应-

斑丘疹

0

0

1

0

0

1

过敏性

皮疹

0

0

0

1

2

3

其他

0

1

0

0

0

1

合计

49

72

72

78

72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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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疫苗安全性和预防接种服务质量 2014-2018

年仁寿县报告的 343例AEFI中，主要为一般反应，

AEFI的报告发生率较高的疫苗依次为腮腺炎疫苗、

无细胞百白破疫苗、狂犬病疫苗（地鼠肾）、23价肺

炎疫苗和白破疫苗（儿童型），均没有达到警戒水

平。但无细胞百白破疫苗的报告发生率远高于河南

省的 38.20/10 万［14］和 2016 年全国的 77.95/10 万［9］，

提示接种该疫苗，特别是后面的剂次时，需注意充

分摇匀和掌握好接种部位，以减少其发生率。17例

异常反应中无严重和死亡病例，全县无预防接种事

故和纠纷，预防接种工作和相关资料规范，根据

WHO提供的数据，仁寿县的AEFI报告发生率在正

常、合理的范围内，所有的AEFI病例转归及预后均

较好，在监测系统运转较好的情况下，表明仁寿县

使用的疫苗安全性好，预防接种服务质量有保障。

分析其原因：①仁寿县从2013年开始实施规范化预

防接种门诊建设，2015年全面实施创建省级免疫规

划示范县，加强了冷链系统建设，确保了疫苗质

量。②强化对预防接种人员上岗证培训和专项指

导，提高了全县预防接种人员的业务水平，规范了

预防接种工作，杜绝了差错事故，对提升预防接种

服务质量起到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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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与社会行为】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高危人群与
高血压的相关性研究

唐娴 1，陈沫汐 2，徐佳军 2

1 成都市武侯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都 610041；2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成都 610041

［摘要］目的 探究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bstructive sleep apnea hypopnea syndrome，OSAHS）高危人群

的常见症状同高血压之间的相互关系。方法 2018-01/10随机抽取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的 8个社区，选择社区中年龄

＞50 岁共 4 691 名居民进行一般情况的调查和 STOP-Bang 问卷的发放。根据调查结果将受试者分为高血压病例组

（n＝1 304）及未患高血压的对照组（n＝2 542），将OSAHS相关因素与高血压进行相关分析。STOP-Bang评分量表包括：

是否大声打鼾，是否白天疲劳，同床发现睡眠呼吸暂停，身高体重及体质指数（BMI），颈围，是否高血压；前 3个条目总

分大于等于 2分者为OSAHS高风险者。根据调查结果将受试者分为高血压病例组（n＝1 304）及未患高血压的对照组

（n＝2 542），进行 STOP-Bang评分量表各项条目及总得分的单因素分析，并将所有条目与高血压患病与否纳入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本次研究共收回有效问卷 3 846份，应答率为 82%。高血压患者中OSAHS高风险者占 19.2%

（215/1 304），相较于对照组4.9%（125/2 54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STOP-Bang评分量表各项条目的单因素分

析中，大声打鼾，白天疲劳，睡眠呼吸暂停及体质指数＞28 kg/m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以罹患高血压为因变

量，将大声打鼾，白天疲劳，睡眠呼吸暂停，性别为男，体质指数（BMI）＞28 kg/m2，颈围＞40 cm为自变量，纳入到多因素

Logistic回归模型中，结果显示呼吸暂停及体质指数（BMI）＞28 kg/m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阻塞性睡眠呼

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高危人群中高血压的患病率较高，肥胖是导致其患高血压的主要危险因素。

［关键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高血压；肥胖

［中图分类号］R5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2X（2020）02-0110-06

Association Study Between High Risk Population of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Hypopnea Syndrome and Hypertension

TANG Xian 1，CHEN Moxi 2，XU Jiaju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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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Mental Health Center，West China Hospital，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41，
Sichu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ommon symptoms of the high- risk

groups of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hypopnea syndrome （OSAHS） and the prevalence of hypertension.

Methods From January，2018 to October，2018，

we randomly selected 8 communities in Wuhou

District， Chengdu City， Sichuan Province， and

selected 4 691 residents aged ＞50 years in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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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ies to conduct general surveys and STOP- Bang questionnair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th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a hypertensive case group （n＝1 304） and a control

group without hypertension （n＝2 542） . All items and hypertension were included in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A total of 3 846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trieved in this

study，with a response rate of 82% . The high risk of OSAHS in hypertensive patients accounted

for 19.2% （215/1 304），which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01） compared with 4.9% （125/2

542） in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univariate analysis of the items in the STOP-Bang questionnaire，

ther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loud snoring，daytime fatigue， sleep apnea and body

mass index ＞28 kg/m2 （P＜0.05） . Taking hypertension as dependent variable， loud snoring，

daytime fatigue，sleep apnea，male，body mass index （BMI）＞28 kg/m2，neck circumference ＞40

cm as independent variable， included in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ifference in apnea and body mass index （BMI）＞28 kg/m2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0.05） . Conclusion The prevalence of hypertension is high in people at high risk of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hypopnea syndrome. Obesity is the main risk factor for their hypertension.

Key words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hypopnea syndrome；hypertension；obesity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bstructive

sleep apnea hypopnea syndrome，OSAHS）是指睡

眠时上气道反复塌陷、阻塞引起的睡眠时呼吸暂停

和通气不足的一种临床综合征，常伴有打鼾、睡眠

结构紊乱、白天嗜睡等症状［1］。临床上常通过问卷

评分确定受试者OSAHS的患病风险，STOP-Bang［2］

即为目前常用的一种自填式问卷量表。众多研究表

明，OSAHS是引起高血压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3］。

而OSAHS常见症状（睡眠呼吸暂停、打鼾、肥胖等）

对于OSAHS高危人群的高血压患病率的具体贡献

情况还没有准确研究结果的支持，有研究证明，

OSAHS与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 .既往研究表明，年

龄大于 50岁的人群患有OSAHS的比例明显升高，

同时高血压的发病与年龄也有一定的相关性［2-3］，因

此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了成都市武侯区50

岁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与 STOP-Bang 评分量表得

分的情况，并通过相关性分析，希望能发现OSAHS

高危人群的各个症状同高血压患病率间的相互关

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成都市武侯区50岁以上社区居民。

1.1.1 纳入标准 抽中社区的所有年龄＞50 岁的

居民。

1.1.2 排除标准 ①已接受治疗的 OSAHS 者、合

并其他睡眠障碍性疾病者、其他原因引起的睡眠

呼吸暂停者；②近期服用安眠药、镇静药、抗抑郁

药等影响睡眠周期药物者；③严重精神疾患或其

他心脏、肺部等严重疾病者；④非自愿参加本次调

查者。

1.2 方法

1.2.1 抽样方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以成都

市武侯区家庭为调查基本单位，13个街道办事处中

随机抽取了 4个，并在每个街道办事处所辖社区中

随机抽取了 2个社区，抽中的社区居委会随机抽取

1～2个院落，对抽中院落中所有家庭实际居住（居

住并生活在一起的家庭成员和其他人）的所有年龄

＞50岁的居民进行调查。

1.2.2 调查方法 问卷调查包含一般情况调查及

STOP-Bang 评分量表。一般情况调查包括：性别、

年龄、民族、医保状况、吸烟史和饮酒史；STOP-Bang

评分量表的内容包括：是否大声打鼾，是否白天疲

劳，同床发现睡眠呼吸暂停，身高、体重及体质指数

（BMI），颈围，是否高血压。

被调查者填写完成量表第1～4项，调查员现场

测量并记录记录患者年龄、性别、身高、体重和环状

软骨平面颈围，计算体质指数［BMI＝体重（kg）/身

高（m）２］，完成量表中第 5～8项。根据表 1所给出

标准进行计分，各条目回答“是”者计1分，“否”者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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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分。本研究中因为研究对象为高血压患者，STOP-

Bang 问卷亦有相关高血压的条目，故本研究中将

OSAHS高风险者定义为前 3项大于等于 2分，此种

分类方法在既往研究中亦有采用［4］（表1）。

表1 STOP-Bang评分量表（简体中文版）

条目编号

1

2

3

4

5

6

7

8

评分标准

是否大声打鼾（大过说话声音，或者隔着关闭的

门也能听到）

是否白天感到劳累，疲惫或者想睡觉

是否有人观察到你睡觉时有呼吸停止现象

是否曾经或者目前是高血压患者

年龄>50岁

性别为男

颈围>40 cm

BMI>28 kg/m2

1.3 统计分析 应用 SPSS 23.0 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STOP-Bang 评分量表各项条目及总得

分进行单因素分析，并将所有条目与高血压患病

与否纳入多因素分析。计量资料用频数和百分率

表示，组间比较用卡方检验。分析高血压形成的

相关危险因素采用 Logistic 回归，此方法能够排除

所列入的其它因素影响，从而得到单个因素是否

对高血压有影响，纳入 Logistic 回归分析的因变量

为前述卡方检验有统计学的相关变量。所有检验

结果均以双侧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结果 本次研究共调查 4 691人，收回有

效问卷3 846份，应答率为82.0%。其中高血压患者

33.9%（1 304/3 846），非高血压患者 66.1%（2 542/

3 846）。1 304 名高血压患者中，OSAHS 高风险者

14.2%（185/1 304），相较于对照组5.9%（151/2 54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STOP-Bang评分量

表各项条目的单因素分析中，大声打鼾，白天疲劳，

睡眠呼吸暂停及体质指数＞28 kg/m2差异均有统统

计学意义（P＜0.05）（表2）。

2.2 高血压与OSAHS的相关性分析 以罹患高血

压为因变量（“是”赋值为 1，“否”赋值为 0），将大声

打鼾（“是”赋值为1，“否”赋值为0），白天疲劳（“是”

赋值为 1，“否”赋值为 0），睡眠呼吸暂停（“是”赋值

为1，“否”赋值为0），性别为男（“男”赋值为1，“女”

赋值为0），体质指数（BMI）＞28 kg/m2（“是”赋值为

1，“否”赋值为 0），颈围＞40 cm为自变量（“是”赋

值为 1，“否”赋值为 0），纳入到回归模型中，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呼吸暂停及体质指

数（BMI）＞28 kg/m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体质指数（BMI）＞28 kg/m2 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

（OR＝1.386，95%CI：1.085~1.771）（表3）。

表2 成都市武侯区50岁以上社区居民高血压组与

非高血压组一般资料比较

一般项目

性别

男

女

BMI/kg·m-2

≤28

＞28

颈围/cm

≤40

＞40

大声打鼾

是

否

白天疲劳

是

否

呼吸暂停

是

否

OSAHS高风险

是

否

高血压组

（n＝1 304）

561（43.0）

743（57.0）

1 183（90.7）

121（9.3）

1 249（95.8）

55（4.2）

208（16.0）

1 096（84.0）

131（10.0）

1 173（90.0）

15（1.2）

1 289（34.2）

185（14.2）

1 119（85.8）

非高血压组

（n＝2 542）

1 097（43.2）

1 445（56.8）

2 371（93.3）

171（6.7）

2 465（97.0）

77（3.0）

471（18.5）

2 071（81.5）

322（12.7）

2 220（87.3）

64（2.5）

2 478（97.5）

151（5.9）

2 391（94.1）

χ2值

0.01

8.0

3.67

3.94

5.7

8.01

73.5

P值

0.937

0.005

0.055

0.047

0.017

0.005

0.000

注：括号内为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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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2008 年美国心脏协会与美国心脏病学基金会

联合发表的《睡眠呼吸暂停与心血管疾病科学声

明》中指出：至少 30%的高血压患者伴有阻塞性睡

眠呼吸暂停，约有 50%～60% OSAHS 患者合并有

高血压。目前的研究证实，OSAHS引起高血压的机

制［5］主要包括：刺激中枢及外周化学感受器，使交感

兴奋性增高，增加心搏出量及外周阻力；通过炎症

及氧化应激同时降低一氧化氮活性和内皮祖细胞

水平，引起内皮舒张功能障碍，使后负荷增加；通过

微觉醒导致睡眠破碎，其频率达到一定程度后将引

起显著的睡眠结构紊乱，与呼吸暂停事件形成恶性

循环；为对抗上气道阻塞所进行的用力吸气，可使

胸腔内负压迅速增加，从而增加了左心室及主动脉

的跨壁梯度、引起左室后负荷增加等。

本次调查所得结果中，高血压患者 OSAHS 的

共病率较既往研究稍低，这可能是因为对于OSAHS

发病风险的评估是采用患者对于症状的自评量表

得 分 来 进 行 的 ，没 有 采 用 多 导 睡 眠 图

（Polysomnography，PSG）的金标准［6］进行整夜睡眠

呼吸暂停的监测，导致出现了较多假阴性，这与以

往提示STOP-Bang评分≥3分作为分界判定OSAHS

与金标准诊断符合率为 78.9%的研究［7］结果是一致

的。

STOP-Bang问卷中将年龄＞50岁作为OSAHS

患病的一个风险因素，而目前有研究［8］证实，50岁以

上的 OSAHS 患者高血压的共病率较高 . 所以在分

析 OSAHS 高危人群与高血压的关系时，应考虑高

血压患病风险本身与年龄增加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所以应注意排除年龄这一因素的干扰，这也是本研

究仅选择50岁以上人群进行调研的原因。

大量研究结果提示，OSAHS患者睡眠呼吸暂停

表3 成都市武侯区50岁以上社区居民高血压与OSAHS的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

变量

大声打鼾

是

否

白天疲劳

是

否

呼吸暂停*

是

否

性别

男

女

BMI*/kg·m2

>28

≤28

颈围/cm

>40

≤40

β值

－0.131

－0.454

－0.259

－0.005

0.327

0.309

SE值

0.084

0.256

0.102

0.062

0.112

0.149

Waldχ2值

1.33

3.015

6.434

0.162

27.654

0.002

P值

0.249

0.082

0.011

0.687

0.000

0.964

OR值

0.908

0.641

0.771

0.975

1.386

0.993

95%CI

0.771~1.070

0.388~1.059

0.631~0.943

0.864~1.101

1.085~1.771

0.741~1.331

注：*表示P＜0.05，该因素与高血压独立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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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引起夜间频繁的间歇性低氧、高碳酸血症及多次

微觉醒反射，可引起交感神经的兴奋性增强、血管

内皮损伤、血液中炎症因子浓度升高和肾素血管紧

张素醛固酮系统活性增强，导致血压升高［9］。这与

本研究结果所提示的，高血压患者大声打鼾、白天

劳累、睡眠呼吸暂停的发生率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

差异是一致的。

目前认为打鼾引起高血压及其他心血管疾病

的可能机制［10］主要是与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OSAHS）引起的交感神经兴奋及氧化应激的作用

有关。然而因为部分打鼾者可能并没有发生睡眠

呼吸暂停［11］，所以目前并不清楚轻度打鼾而无明显

睡眠呼吸暂停者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否仍增

高。有研究［12］结果显示，在调查打鼾与高血压关

系时，随着打鼾频率的增加，高血压患病率显著升

高，但在排除了肥胖的影响因素后，打鼾与高血压

的关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说明，打鼾与高血压

的相互联系，可能与他们的共同影响因素肥胖有

关。

肥胖常被认为是OSAHS和高血压共病的一个

基础。肥胖者腹部脂肪含量高，仰卧位时会使膈肌

上抬、胸腔容积减小，进而使肺扩张受限，加重呼吸

暂停［13］。肥胖致高血压的主要机制［14］包括：①肥胖

对血流动力学的直接影响；②胰岛素抵抗/高胰岛素

血症，炎症及氧化应激使血管内皮细胞功能障碍；

③交感神经兴奋性增高，水钠潴留，最终导致血管

收缩，外周血管的阻力增加、血压升高。

临床上评估肥胖的常用指标包括［15］体质指数

（Body mass index，BMI）和腰围（waistline，WC），

流行病学研究［16］的结果显示，无论是用BMI定义的

超重和肥胖还是用WC定义的腹型肥胖，基线肥胖

者与不肥胖者相比，随访 4年后发生高血压的危险

均增加。而临床上的研究［17］也发现，大多数高血压

患者的BMI均为超重或肥胖，肥胖者患高血压的概

率为体型正常者的6倍。

而本项研究的结果提示高血压患者的体质指

数常偏高，这提示 OSAHS 患者的肥胖与高血压的

发病也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往的研究［18］也

证实高血压并发OSAHS的患者中肥胖者所占比例

超过 50%，且重度OSAHS患者的体质指数（BMI）、

腰围明显高于轻度及中度组。

本研究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排除了

OSAHS患者各个症状间的相互干扰后，肥胖对于高

血压患病率的贡献率是最突出的，而在排除了肥胖

的影响后，OSAHS患者打鼾、白天疲劳、睡眠呼吸暂

停等症状对于高血压的发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甚

至还有的结果成为了高血压患病的保护因素，这与

既往研究［12］中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关于这个

现象出现的具体原因，可以从对于非肥胖阻塞性睡

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临床特点及危险因素的研

究中［19］得到一些启发，既往研究结果发现，非超重

（BMI＜24 kg/m2）合并OSAHS组与无OSAHS组相

比，仅发现LDL-C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平均收缩

压、舒张压及平均动脉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另

外，两组纤维蛋白原水平、三酰甘油、总胆固醇、

HDL-C、空腹血糖、胰岛素抵抗等指标差异亦无统

计学意义。这反映出肥胖可能是OSAHS患者易合

并代谢紊乱进而引起高血压的最重要的因素。而

肥胖同时具有的通过高瘦素血症、中枢神经系统黑

素肾上腺皮质激素的激活、低脂联素血症、低胃饥

饿素血症、高胰岛素血症、AngⅡ水平升高、压力反

射功能障碍等使交感兴奋性升高、血管内皮损伤的

特点［20］，也使其在 OSAHS 高危人群高血压的发病

中占据了不可动摇的地位，从而可能会部分抵消了

睡眠呼吸暂停所致的低氧血症对于交感系统的激

活和血管内皮的损伤。

本项研究尝试探讨了OSAHS高危人群的各个

症状同高血压患病率间的相互关系，研究所用

STOP-Bang评分量表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具有较

好的可操作性［21］。但由于本项研究缺乏确诊试验

PSG给出的确切诊断结果，且纳入高血压的其他危

险因素不够，可能对于所得出结果的精确性造成一

定影响，这是以后的研究中值得改进的部分。本研

究将纳入人群的年龄标准设置为50岁，这也可能会

对研究结果造成一定偏倚，这就需要将来对所有年

龄段人群开展大规模的流行病学研究以避免。

本研究得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

征高危人群中高血压的患病率较高，肥胖是导致这

类人群患高血压最主要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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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与社会行为】

2018年自贡市15~69岁居民烟草流行情况调查分析

李静洁，蒋小勇，陈婷，李珊

自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 自贡 643000

［摘要］ 目的 了解2018年自贡市居民烟草流行情况，为制定有效的全市控烟政策、探究控烟健康教育新方法提供科学

依据。方法 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对自贡市5区2县1 975名15～69岁的居民进行问卷调查，计算分析现在

吸烟率、每日吸烟率、每日吸烟量、成功戒烟率和意图戒烟率等指标，根据第6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样本事后分层校正，数

据统计分析采用卡方检验、Fisher精确检验、以及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全市共调查1 975人，经2010年第六次全

国人口普查数据标化后全市现在吸烟率为23.9%，男性现在吸烟率为47.1%，女性现在吸烟率为0.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城市和农村居民现在吸烟率分别为 23.1%、28.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自贡市农村地区居

民、农民和工人群体、中年人群吸烟率较高，中青年人群和职业人群意图戒烟率较高，这将是自贡市今后控烟的重点人群

及重点方向。

［关键词］烟草；戒烟；烟草控制

［中图分类号］R1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2X（2020）02-0115-06

Analysis on Tobacco Use Among Residents Aged

15 to 69 in Zigong in 2018

LI Jingjie，JIANG Xiaoyong，CHEN Ting，LI 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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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obacco use among residents in Zigong so

as to provide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new measures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policies for tobacco

control. Methods 1 975 residents aged 15-69 from 7 districts were surveyed by a multi-stage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We calculated the current smoking rate， daily smoking rate， daily smoking

amount， successful smoking cessation rate， intention smoking cessation rate and other indicators.

Stratified correction of samples was conducted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sixth census. Epidata

software was used for date entry，SPSS 19.0 was used for data analysis. Result 1 975 residents

were investigated. All indicators were calculated after weighting by the sixth census data. The

current smoking rate of residents aged 15- 69 was 23.9% . The current smoking rate in males

（47.1%）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0.6%） in female，and the current smoking rate in rural

areas （28.6% ）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urban areas （23.1%） . Conclusion The

smoking rate of residents in rural areas，

farmers， workers and middle- aged people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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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

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吸烟已经成为影响我国

人民健康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1］。吸烟行为是世界

卫生组织（WHO）2002年列出的可防可治的 5种主

要慢性病行为危险因素之一［2］，也是人类所面临最

大的可预防的危险因素［3］。为了解自贡市居民烟草

流行情况，本研究于 2018年在自贡市 5区 2县针对

15～69岁居民开展烟草流行情况调查，以期为更有

效地指导控烟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自贡市 15～69岁在辖区内居住时间满

6个月及以上的居民。

1.2 方法

1.2.1 抽样方法 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的方

法，在自贡市 5 区 2 县中各随机抽取 3 个街道（乡

镇），每个街道（乡镇）抽取2个居委会（村），每个居委

会（村）抽取至少50户家庭，每户采取KISH表法随机

选取1名15～69岁居民作为调查对象进行入户调查，

最终完成2 100份问卷，应答率为100%，剔除无效问

卷后，有效问卷为1 975份，问卷有效率为94.0%。

1.2.2 调查方法 采用国家制定的标准化烟草流

行监测调查问卷的部份内容进行调查，内容包括人

口学特征（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职业

等）、现在吸烟率（调查时吸烟者在总人群中所占的

比例）。每日吸烟率（调查时每日都吸烟的人在总

人群中所占的比例）、每日吸烟量、成功戒烟率（曾

经吸烟但参与调查时已不吸烟的人群占吸烟人数

的百分比）、意图戒烟率（调查时有戒烟打算的人在

吸烟者中的比例）。

1.3 质量控制 市级对参与烟草流行监测的所有

调查员及复核人员进行一级培训，区级再对其进行

二次培训；调查期间，区级全过程陪访督导，市级采

用实地观察、召开座谈会、问卷复核相结合形式进

行督导。

1.4 统计分析 调查数据采用EpiData 3.1软件录

入，使用SPSS 19.0软件进行数据清理及分析，以自

贡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六普”）数据

为依据，按照城乡、性别、年龄组进行样本事后分层

校正。年龄、每日吸烟量等连续性变量用均数±标

准差）表示；不同率之间的比较一般采用卡方检验，

若有单元格理论频数＜1，则采用Fisher精确检验；

并利用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进行数据分析，以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共抽样调查 1 975人，完成有效问

卷 1 975 份，应答率为 100%，其中男性 1 014 人

（51.3%），女性 961 人（48.7%）；农村居民 908 人

（46.0%），城市居民1 067人（54.0%）；被调查者平均

年龄为（51.3±12.5）岁，男性平均年龄为（52.1±12.1）

岁，女性平均年龄为（50.4±12.8）岁，以 45～55岁年

龄组比例最高（34.8%），文化程度以初中学历比例

最高（35.5%），职业以农民占比最大（48.5%）（表1）。

2.2 吸烟情况

2.2.1 现在吸烟率 通过自贡市六普数据对样本

数据进行事后分层校正，结果显示自贡市居民吸烟

率为23.9%。样本人群现在吸烟率为26.0%，其中男

性现在吸烟率为 53.4%，女性现在吸烟率为 2.0%。

城乡人群现在吸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农村（31.2%）高于城市（26.0%）；不同年龄组人群现

在吸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以 45～54

年龄组吸烟率最高（31.6%），15～24年龄组吸烟率

最低（9.30%）；不同文化程度样本人群吸烟率不同

（P＜0.05），以初中学历人群吸烟率最高（31.4%）。

不同职业人群吸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以农民人群吸烟率最高（36.4%），学生人群吸烟率

最低（5.7%）（表2）。

2.2.2 每日吸烟率 样本人群每日吸烟率为24.1%，

其中男性每日吸烟率为 45.6%，女性每日吸烟率为

1.5%。城乡人群每日吸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农村（28.2%）高于城市（20.6%）；不同年

龄组人群每日吸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以 45～54年龄组吸烟率最高（28.2%），15～24年龄

组吸烟率最低（8.0%）；不同文化程度每日吸烟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以初中文化程度人群每

high. Intention smoking cessation rate of younger people and occupational group was high，which

would be the focus and points of tobacco control work in future.

Key words tobacco；smoking cessation；tobacco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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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8年自贡市15～69岁居民人口学特征

人口学特征

城乡

城市

农村

年龄/岁

15～

25～

35～

45～

55～

65～69

文化程度

不识字或少识字

小学

人数

1 067（54.0）

908（46.0）

75（3.8）

172（8.7）

303（15.3）

687（34.8）

498（25.2）

240（12.2）

198（10.0）

492（24.9）

注：括号内为构成比/%。

人口学特征

初中

高中及以上

性别

男

女

职业

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

医务人员

学生

农民

工人

企业人员

其他

人数

701（35.5）

584（29.6）

1 014（51.3）

961（48.7）

1 074（54.4）

31（1.6）

35（1.8）

33（1.7）

211（10.7）

137（6.9）

454（23.0）

表2 2018年自贡市15～69岁居民不同人口学特征居民吸烟情况

人口学特征

城乡

城市

农村

合计

χ2值

P值

性别

男

女

χ2值

P值

年龄/岁

15～

25～

35～

45～

55～

65～69

χ2值

现在吸烟率/%

277（26.0）

283（31.2）

560（28.4）

6.546

＜0.05

541（53.4）

19（2.0）

641.067

＜0.01

7（9.3）

43（25.0）

78（25.7）

217（31.6）

149（29.9）

66（27.5）

19.547

每日吸烟率/%

220（20.6）

256（28.2）

476（24.1）

15.389

＜0.01

462（45.6）

14（1.5）

524.689

＜0.01

6（8.0）

32（18.6）

62（20.5）

194（28.2）

127（25.5）

55（22.9）

22.811

人口学特征

P值

文化程度

不识字或少识字

小学

初中

高中及以上

χ2值

P值

职业

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

医务人员

学生

农民

工人

企业人员

其他

χ2值

P值

现在吸烟率/%

＜0.05

43（21.7）

143（29.1）

220（31.4）

154（26.4）

8.715

＜0.05

320（29.8）

3（9.7）

2（5.7）

12（36.4）

72（34.1）

45（32.8）

106（23.3）

26.713

＜0.01

每日吸烟率/%

＜0.01

37（18.7）

130（26.4）

192（27.4）

117（20.0）

14.047

＜0.05

281（26.2）

2（6.5）

2（5.7）

2（30.3）

61（28.9）

28（20.4）

92（20.3）

22.266

＜0.05

注：括号内为吸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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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吸烟率最高（27.4%）；不同职业人群每日吸烟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以农民每日吸烟率最

高（30.3%），学生人群每日吸烟率最低（5.7%）（表

2）。

2.2.3 每日吸烟量 样本人群人均每日吸烟量最

小值为 1支，最大值为 42支，中位数为 20.0，各比例

分布为＜10 支（17.1%），10～20 支（32.4%），≥20 支

（50.5%），男性人均每日吸烟量中位数为20.0支，女

性每日吸烟量中位数为 10.0 支。城乡人群每日吸

烟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农村（20.0支）大

于城市（15.0支）；不同年龄组人群每日吸烟量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1），以 45 岁以上年龄组人群

每日吸烟量最高（20.0支），25～34岁年龄组人群每

日吸烟量最低（10.0支）；不同文化程度人群每日吸

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高中及以上人群

每日吸烟量最低（10.0支）；不同职业人群每日吸烟

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以公务员/事业单

位人群及工人人群每日吸烟量最高（20.0支），医务

人员及其他企业人员吸烟量最低（10.0支）；农村重

度吸烟者（每日＞20 支）比例（56.5%）高于城市

（44.5%），年 龄 组 以 45～54 岁 所 占 比 例 最 高

（57.8%），文化程度以不识字或少识字人群占比最

高（68.2%），职业以公务员/事业单位人群占比最高

（55.3%）（表3）。

表3 2018年自贡市15～69岁居民不同人口学特征居民每日吸烟情况

人口学特征

城乡

城市

农村

合计

性别

男

女

年龄/岁

15～

25～

35～

45～

55～

65～69

文化程度

不识字或少识字

小学

初中

高中及以上

职业

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

医务人员

学生

农民

工人

企业人员

其他

每日吸烟量＜10支

73（24.3）

30（10.0）

103（17.1）

93（16.0）

10（47.6）

4（50.0）

12（27.3）

26（31.7）

28（12.1）

19（11.6）

14（19.4）

3（6.8）

16（10.4）

44（18.8）

40（23.5）

44（12.7）

1（20.0）

1（50.0）

0（0.0）

19（24.4）

18（40.0）

20（17.9）

每日吸烟量10～支

94（31.2）

101（33.6）

195（32.4）

190（32.7）

5（23.8）

1（12.5）

21（47.7）

25（30.5）

70（30.2）

59（36.0）

19（26.4）

11（25.0）

56（36.4）

64（27.4）

64（37.6）

111（32.0）

2（40.0）

0（0.0）

7（53.8）

19（24.4）

15（33.3）

41（36.6）

每日吸烟量≥20支

103（56.5）

195（44.5）

304（50.5）

298（51.3）

6（28.6）

3（37.5）

11（25.0）

31（37.8）

134（57.8）

86（52.4）

39（54.2）

30（68.2）

82（53.2）

126（53.8）

66（38.8）

192（55.3）

2（40.0）

1（50.0）

6（46.2）

40（51.3）

12（26.7）

51（45.5）

中位数/支

15.0

20.0

20.0

20.0

10.0

12.5

10.0

12.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10.0

20.0

10.0

13.0

15.0

20.0

10.0

15.0

χ2值

22.466

24.116

P值

＜0.01

＜0.05

＜0.01

＜0.01

＜0.01

注：括号内为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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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戒烟情况

2.3.1 戒烟成功率 样本人群中40人成功戒烟，戒

烟成功率为 6.7%，其中男性 38 人，戒烟成功率为

6.6%，女性 2人，戒烟成功率为 9.5%。不同人口学

特征人群戒烟成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表4）。

2.3.2 意图戒烟率 样本人群中 209人意图戒烟，

意图戒烟率为 37.7%，其中男性 204人，意图戒烟率

为38.1%，女性5人，意图戒烟率为27.8%，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以 25～34 岁年龄组意图戒烟率最高

（45.2%），15～24年龄组意图戒烟率最低（14.3%），

不同文化程度人群意图戒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依次为不识字或少识字人群（23.3%）、小

学文化程度人群（28.5%）、初中文化程度人群

（42.9%）、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人群（43.9%），可见

文化程度越高，意图戒烟率越高（表4）。

2.4 吸烟行为影响因素的二项 Logistic 回归分析

以现在吸烟与否为因变量，城乡、文化程度、职业作

为自变量，进行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α＝0.05为检

验水准）（表5）。结果显示，城乡、文化程度、职业是

自贡市居民吸烟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表6）。

表5 吸烟与否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赋值

因素

城乡

文化程度

职业

赋值

城市＝1；农村＝0

不识字或少识字＝1；小学＝2；初中＝3；高中及以上＝4

农民＝1；教师＝2；医务人员＝3；其他事业单位人员＝4；学生＝5；公务员＝6；工人＝7；其他企业人员＝8；其他＝9

调查内容

P值

文化程度

不识字或少识字

小学

初中

高中及以上

P值

职业

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

医务人员

学生

农民

工人

企业人员

其他

P值

成功戒烟人数

＞0.05

1（2.3）

11（7.1）

13（5.6）

15（8.9）

＞0.05

26（7.5）

2（40.0）

0（0.0）

1（7.7）

4（5.3）

0（0.0）

7（6.2）

＞0.05

意图戒烟人数

＞0.05

10（23.3）

41（28.5）

90（42.9）

67（43.5）

＜0.05

121（37.6）

3（75.0）

0（0.0）

6（54.5）

25（34.7）

20（47.6）

34（33.7）

＞0.05

调查内容

城乡

城市

农村

合计

χ2值

P值

性别

男

女

P值

年龄/岁

15～

25～

35～

45～

55～

65～69

成功戒烟人数

23（7.7）

17（5.7）

40（6.7）

0.964

＞0.05

38（6.6）

2（9.5）

＞0.05

1（12.5）

1（2.3）

3（3.7）

14（6.1）

15（9.1）

6（8.3）

意图戒烟人数

94（35.3）

114（40.0）

208（37.7）

1.272

＞0.05

203（38.1）

5（27.8）

＞0.05

1（14.3）

19（45.2）

28（36.8）

87（40.8）

51（34.0）

22（34.9）

表4 2018年自贡市15～69岁居民不同人口学特征居民戒烟情况

注：括号内为戒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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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2018年自贡市烟草流行监测结果显示，经六普

数据加权后全市现在吸烟率为 23.9%，低于 2015年

的全国水平（27.7%）。其中男性现在吸烟率为

47.1%，低于男性全国水平（52.1%），女性现在吸烟

率 0.6%低于女性全国水平（2.7%）［4］。多年来自贡

市积极建设无烟自贡、大力开展戒烟门诊、创建无

烟机构，每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烟草干预健康教育

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青少年人群现在吸烟率（9.3%）较低，且意图戒

烟率（14.3%）也较低，因为此年龄段为青春期，存在

叛逆情绪，模仿意识强，受不良环境影响大，对烟草

危害知识知之甚少，故多因好奇而尝试吸烟，而未

养成规律吸烟的习惯，烟草依赖程度程度较低，提

示对此年龄组人群进行日常控烟健康教育和戒烟

干预效果可能较好，需更多的关注他们对吸烟态

度、行为、心理的变化，及时纠正其错误认识［5］，加强

青少年控烟工作，积极倡导学生拒绝第一支烟。

农村地区人群（31.2%，40.0%）、工人群体（34.1%，

34.7%）、文化程度较低人群、年龄较长人群现在吸

烟率较高，但意图戒烟率较低，与孔凡龙等［6］研究结

果相同，提示该人群由于健康意识不强或缺乏对烟

草危害的认识，获取控烟健康教育服务的渠道较

少，应充分利用各种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平台，营造

吸烟有害健康的舆论氛围，将控烟教育宣传常态化
［7］。对于农村人群，应积极利用广播、墙报、招贴画

等村民易获取的传播渠道进行宣教，提高健康信息

可及性，并积极开发“健康带头人”等通过人际传播

进行控烟健康教育，以提高村民接受度。

中青年人群意图戒烟率（45.2%）较高，但戒烟

成功率（2.3%）较低，因为中青年人群对烟草危害认

识度较高，但缺乏一定的戒烟知识和技能，且戒烟

服务的可及性较低。也有可能此年龄组很多人停

留在戒烟行为的打算转变阶段，意识到了烟草的危

害性和戒烟带来的收益，但是由于戒烟所需一定的

代价，出现矛盾心态，迟迟未进入转变准备阶段。

建议将药物治疗和健康干预相结合，切实提高戒烟

成功率［8］。因此应大力倡导医疗服务中强化戒烟门

诊建设，提供戒烟个人技能及辅助药物支持，通过

配合家庭、社会支持达到更多人实现戒烟愿望。

医务人员戒烟成功率（40.0%）和意图戒烟率

（75.0%）均较高，医生职业与人群健康密切相关，与

群众日常接触较多，医生的行为方式有很强的示范

作用。卫生专业人员即便是简单、短小的建议也能

明显提高人群戒烟率，他们提出的建议和治疗是

使一个人是否愿意尝试戒烟并获得成功的主要因

表6 2018年自贡市15～69岁居民吸烟与否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变量

常数

城乡

城市

文化程度

小学

初中

高中及以上

职业

医务人员

学生

农民

工人

企业人员

其他

β值

－1.577

0.388

0.403

0.586

0.514

－1.186

－1.935

0.485

0.354

0.302

－0.165

S.E值

0.213

0.137

0.200

0.196

0.215

0.624

0.738

0.386

0.186

0.222

0.155

waldχ2值

54.730

8.014

4.069

8.934

5.711

3.620

6.881

1.580

3.619

1.856

1.134

P值

＜0.01

＜0.01

＜0.05

＜0.05

＜0.05

0.057

＜0.01

0.209

0.057

0.173

0.287

OR值

0.207

1.474

1.012

1.223

1.097

0.305

0.144

1.624

1.425

1.353

0.848

95%CI

1.127～929

1.012～2.213

1.223～2.638

1.097～2.549

0.090～.036

0.034～0.613

0.762～3.462

0.989～2.053

0.876～2.089

0.627～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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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9］。因此在日常接诊患者时医务人员应增加戒烟

指导和干预工作，提高仍处在无转变打算阶段的广

大吸烟者改变认知，加入到戒烟的队伍中。

公务员（29.8%，37.6%）、其他企业人员（32.8%，

47.6%）的现在吸烟率和意图戒烟率同时都比较高，

和张德坤等［10］调查结果相同，提示目前针对职业人

群开展的控烟、戒烟宣传成效不足，应加大对其控

烟技能的宣传，加大戒烟门诊和戒烟热线的宣传力

度，积极开展无烟单位的创建并引导其前往戒烟门

诊寻求科学戒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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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学评价规范与
清洗消毒规范对比分析

师春立

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都 610041

［摘要］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可以改善室内小气候，同时也是室内空气污染物重要来源。我国发布《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

系统卫生学评价规范》（WS/T395-2012）和《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规范》（WS/T396-2012）至今已有 8年历

史，在科学性、适应性上是否满足当前需要，需要对其进行较为全面的评估。通过对我国现行规范与发达国家规范进行分

析对比，为我国现行规范的修订和补充提供依据及合理化建议。本研究提出对室外新风口距污染源分离距离应作出规

定；增加盘管表面冷凝水细菌总＜1 000 CFU/ml卫生学指标；加湿器加湿水应达到饮用水标准；改进风管积尘的采样方

法；给出冷凝水中军团菌和菌落总数限值4条建议。

［关键词］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学评价；清洗消毒；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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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nalysis on Hygienic Evaluation Specification

and Cleaningand Disinfecting Specification of Central

Air-conditioning and Ventilation System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SHI Chunli

Sichuan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hengdu 610041，Sichu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The central air-conditioning and ventilation system could improve indoor microclimate，but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source of indoor air pollutants. It has been 8 years since China issued the

Hygienic evaluation specification of central air conditioning ventilation system in public buildings

（WS/T395- 2012） and Specification of cleaning and disinfecting for central air conditioning

ventilation system in public buildings （WS/T396- 2012）， while whether these specifications could

meet the current needs scientifically and adaptively requires a mor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the current norms in China and thes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paper provided the basis and rational suggestions for the revision and supplement of

the current norms in China. This study suggested that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outdoor fresh air

outlet and pollution source should be specified， the hygienic index of the total bacteria less than

1 000 CFU/ml on the surface of the coil should be increased，the water in a humidifier should meet

the drinking water standards， the dust sampling

method of air duct surface area shoul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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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d，and the total value of legionella and bacteria in condensed water in cooling tower should

be given.

Key words Central air- conditioning and ventilation system； hygienic evaluation； cleaning and

disinfecting；specification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已成为公共场所的重

要设施之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能够改善室内环

境温度、湿度等小气候方面指标，满足人们对室内

空气舒适性的要求。但是近年来调查研究发现，集

中空调通风系统是室内空气污染物重要来源及呼

吸道传染性疾病重要传播途径［1-3］，因此科学、适用

的公共场所集中通风系统标准规范对预防呼吸道

传染性疾病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关于公共

场所集中通风系统现行规范发布至今已有超过8年

历史，在科学性和适应性上是否仍适应当前需求有

待进一步研究。本研究通过与美国、德国等开展集

中空调通风系统标准研究较为成熟国家进行对比

分析，为我国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相关规范修订方向

提出参考性建议，对我国现行规范的修订具有重要

现实意义。

1 我国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学评价和清洗消毒

相关规范发展历程

为保障人民群众健康，促进集中空调卫生状况

改善，我国原卫生部于 2006年发布《公共场所集中

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办法》及配套的 3个卫生规

范，分别是《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

范》、《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学评价规

范》和《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规范》，这

些规范用于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

及清洗、检测和评价工作。为适应我国公共场所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的发展要求，2012年，

在原《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学评价规

范》（2006 年版）和《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

清洗规范》（2006 年版）的基础上，原卫生部发布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学评价规范》

（WS/T395-2012）和《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

清洗消毒规范》（WS/T396-2012），用于指导公共场

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设计、竣工、验收卫生学评价

工作以及指导公共场所集中空调系统的清洗与消

毒工作。

2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学评价和清洗消毒相关

规范对比分析

通过在数据库中检索相关资料文献的方法，检

索出美国供热制冷空调工程师学会（ASHRAE）制

定的《可接受室内空气质量通风标准》（Ventilation

for Acceptable Indoor Air Quality）（ANSI/

ASHRAE 62.1-2016）、德国工程师协会制定的《通

风和空调系统以及空气处理机组的卫生要求》

（Ventilation and indoor quality hygiene

requirements for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systems and units）（VDI6022.1）和美国风管清洗者

学会（NADCA）制定的《供暖、通风和空调系统的评

估、清理和修复标准》（Assessment，Cleaning，and

Restoration of HVAC Systems）（ACR The

NADCA Standard-2013）规范体系，与我国现有规范

对比分析，比较国内外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规范标准

体系异同。

2.1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学评价分析

2.1.1 新风口设计方面 新风口位置会对室内空

气产生重要影响，位置设置不当，容易导致室外污

染物通过新风系统传输至室内［4-5］，为了防止室外不

洁净空气及排风口对新风口进入空气的影响，我国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学评价规范》

（WS/T395-2012）规定新风口应从室外吸取新风，并

要求避开离楼道、天棚和机房等位置；新风口应设

置防护和过滤装置；并且对新风口位置以及新风口

与排风口布局做了详细要求；并且要求新风口远离

可能的污染源等［6］。美国标准《可接受室内空气质

量通风标准》（ANSI/ASHRAE62.1-2016）［7］中对新风

口吸取新风位置、新风口与排风口位置关系均作了

相类似要求与规定，目的是避免室外空气污染物及

回风口空气对室内新风造成污染，保护室内人群健

康。我国标准与美国相比，我国规范中并未规定新

风口距污染源安全防护距离及防护网的直径大小，

以及新风口要加防雨雪进入装置等。美国则规定

室外进风口的位置应使从进风口到任何特定的潜

在室外污染源的最短距离等于或大于规定安全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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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距离；新风口应安装孔径小于 13 mm的防护网；

新风口应有防护雨雪进入装置等。

2.1.2 冷却塔设计方面 冷却塔是集中空调通风

系统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内的冷却是嗜肺军

团菌的主要污染源。未采取防雾装置的冷却塔位

置建设不当，嗜肺军团菌气溶胶就会通过门窗和通

风管道等途径进入室内，引起暴露人群嗜肺军团菌

感染，诱发急性发热性呼吸道疾病等［8］。我国《公共

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学评价规范》（WS/

T395-2012）［6］规定了开放式冷却塔选址位置，要求

应远离人员聚集区域和新风口，要求开放式冷却塔

设置在新风口的下风方向，并且要求冷却塔中安装

持续消毒和除雾装置；除此之外，规范还对冷却塔

物理结构也做出相关规定，要求有加注消毒剂的入

口，水池内侧应平滑，冷却塔底部应设置排水口。

通过对比美国《可接受室内空气质量通风标准》

（ANSI/ASHRAE62.1-2016）［7］和德国《通风和空调系

统以及空气处理机组的卫生要求》（VDI6022.1）［9］对

冷却塔相关规定发现，美国和德国也对冷却塔规定

应设置杀菌除藻装置，并且对冷却塔应使用化学制

剂定期清洗、检查等提出相关要求。

2.1.3 风机盘管表面冷凝水方面 我国《公共场所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学评价规范》（WS/T395-

2012）［6］规定，集中空调通风系统中风机盘管表面

冷凝水中不得检出嗜肺军团菌，并且冷凝水盘每年

清洗 1次。美国标准也有类似要求，并且为了防止

空气中微生物渗入冷凝水，标准还规定风机盘管

还应设置密封装置，此外德国标准更是为了保证

冷凝水卫生安全，进一步对冷凝水中的细菌总数提

出了具体要求。德国《通风和空调系统以及空气处

理机组的卫生要求》（VDI6022.1）［7］要求盘管表面

不能有霉菌生长的痕迹；盘管表面冷凝水中的细菌

总数＜1 000 CFU/ml。与此相比，我国相关规范并

未要求冷凝水中细菌总数，国外相关规范中对风机

盘管表面冷却水要求更为科学和严格。

2.1.4 加湿器中加湿水方面 集中通风系统中加

湿器是用来增加室内湿度、提升舒适感，但是加湿

水也为细菌等微生物繁殖提供了场所，是集中通风

系统卫生学评价重要环节。我国《公共场所集中空

调通风系统卫生学评价规范》（WS/T395-2012）［6］规

定，加湿器宜选用自来水喷雾或蒸发，应有控制军

团菌繁殖相关措施。而美国、德国相关规范均对加

湿器中加湿水质及纯度做了更为详细的要求，美国

《可 接 受 室 内 空 气 质 量 通 风 标 准》（ANSI/

ASHRAE62.1-2016）［7］要求进入通风系统水纯度应

达到或超过饮用水标准。加湿水中除可以含有饮

用水系统中规定化学药品成分外，不得包含其他化

学添加剂。德国《通风和空调系统以及空气处理机

组的卫生要求》（VDI6022.1）［9］规定，加湿器用水应

符合《饮用水条列》中微生物学标准。而我国相关

规范中仅强调冷凝水盘每年清洗一次，并未对水质

作出详细的卫生学要求。

2.2 公共场所清洗消毒相关规范体系分析

2.2.1 风管处可幵闭窗口方面 为了保障集中空

调通风系统日常检查、清洗和消毒，我国《公共场所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规范》（WS/T396-2012）
［10］规定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应在风管处开设可开闭

的窗口。美国《可接受室内空气质量通风标准》

（ANSI /ASHRAE62.1-2016）［7］规定集中空调通风系

统应提供检查门或其他进入方式，其大小要求可供

方便且无障碍地进入，以便检查、保养及校准通风

系统组件等。德国《通风和空调系统以及空气处理

机组的卫生要求》（VDI6022.1）［9］规定集中空调通风

系统应根据通风系统的要求在一定位置设置一定

数量的检查孔，以方便对集中通风系统进行定期检

查、清洗、消毒和维修等。综上所述各国均考虑到

日后检查、清洗和消毒的需要，对开设可开闭窗口

均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2.2.2 清洗和消毒效果方面 我国《公共场所集中

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规范》（WS/T396-2012）［10］规

定风管清洗后内积尘残留量小于 1 g/m2；美国《供

暖、通风和空调系统的评估、清理和修复标准》

（ACR The NADCA Standard-2013）［11］则规定风管

清洗后内积尘残留量≤0.75 mg/cm2。仅从风管内积

尘量上看，我国标准更为严格，但是由于两种标准

采集积尘的方法不同，两者其实之间没有可比性。

我国风管内表面积尘量的检测方法采用机器人或

手工擦拭采样规格板的方法，而美国标准中选用的

NADAC真空实验法。即通过吸尘装置吸取单位面

积风管内表面浮尘来评估积尘残留量的方法，由于

此方法更符合空调运行的颗粒物空气动力学状态，

因此在实际工作NADAC真空实验法比擦拭法中更

为科学。

我国规定冷却塔冷却水消毒后，嗜肺军团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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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检出，自然除菌率大于 90%。美国《可接受的室

内空气质量通风标准》（ANSI/ASHRAE62.1-2016）［7］

规定对冷却塔中冷凝水要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性

消毒措施，抑制细菌和军团菌的生长。德国《通风

和空调系统以及空气处理机组的卫生要求》

（VDI6022.1）［9］则要求冷却塔中冷凝水菌落总数

＜1 000 CFU/ml，军团菌总数＜100 CFU/ml。通过

对比德国相关标准发现，德国标准中详细规定了冷

凝水中菌落总数和军团菌总数，且更为科学的提出

了冷凝水中菌落总数和军团菌的限值，并没有严格

要求不得检出军团菌。德国相关标准对冷凝水中

军团菌要求更为科学和细致。而我国相关规范中

要求冷却塔中冷凝水自然除菌率大于90%，并未对

冷凝水菌落数作出详细要求，这在实际操作和评价

中很难进行有效的评价和实施。

3 总结与建议

3.1 建议完善新风口设计及防护设施方面的规

定 在新风口设计方面，我国《公共场所集中空调

通风系统卫生学评价规范》中并未规定新风口距污

染源和防护网的直径大小，以及新风口要加防雨雪

进入装置等。建议我国在修订规范时参照美国相

关标准，对室外新风口的位置作出详细规定，应使

新风口到任何特定的潜在室外污染源的最短距离

等于或大于规定分离距离；为防止杂物和雨雪进

入，新风口应装有孔径小于 13 mm的防护网，新风

口应加装防护雨雪进入等装置（表1）。

3.2 建议增加风机盘管表面冷凝水的细菌总

数 在风机盘管表面冷凝水方面，我国相关规范并

未对冷凝水中细菌总数做出具体限制要求，为防止

风机盘管表面冷凝水污染室内空气，影响人体健

康，建议我国修订相关规范时参照德国相关标准要

求，加入对风机盘管表面不能有霉菌生长痕迹以及

细菌总数＜1 000 CFU/ml的卫生学要求（表1）。

3.3 建议增加加湿器中加湿水的微生物指标和化

学标准 在加湿器中加湿水方面，我国《公共场所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学评价规范》规定，加湿器

宜选用自来水喷雾或蒸发，应有控制军团菌繁殖相

关措施，并未对水质作出详细的卫生学要求。而美

国相关规范要求进入通风系统水纯度应达到或超

过饮用水标准，加湿水除可以含有饮用水系统中规

定化学药品成分外，不得包含其他化学添加剂等。

德国相关标准也对加湿器加湿水作出相关规定，要

求加湿器用水应符合《饮用水条列》的微生物要求

标准。因此建议我国在修订相关规范时，加入对加

湿水的相关要求，对加湿水强制要求达到饮用水标

准，除含有饮用水系统中规定化学药品成分外，不

得包含其他化学添加剂等，并且对加湿水微生物指

标添加限制要求。通过提高加湿水卫生学标准，进

而减少相关疾病的发生（表1）。

3.4 建议改进风管内表面积尘的采样方法 我国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规范》中风

管内表面积尘量的检测方法采用机器人或手工擦

拭采样规格板的方法，而美国标准中选用的 NAD

AC真空实验法，NAD AC真空实验法比擦拭法更

符合空调的运行状态，因此NAD AC真空实验法在

实际工作中更为科学。因此建议在修订相关标准

时改进风管积尘采样方法，并对我国风管清洗后内

积尘残留量限值作出相应修改（表2）。

标准

《公共场所集中空

调通风系统卫生

学评价规范》（WS/

T395-2012）

规范内容

新风口不应从机房、楼道及天棚吊顶处间接吸取新风；新风

口应设置防护网和初效过滤器

开放式冷却塔的设置应远离人员聚集区域、建筑物新风取风

口或自然通风口，不应设置在新风口的上风向，宜设置冷却

水系统持续消毒装置等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中冷盘管表面冷凝水中不得检出军团菌，

并且冷凝水盘每年清洗一次

加湿器宜选用自来水喷雾或冷水蒸发用蒸汽加湿，应有控制

军团菌繁殖相关措施

修订建议

建议规定新风口距污染源安全防护距离及防护网的直径

大小，以及新风口要加防雨雪进入装置

建议保留现行规定

建议加入对风机盘管表面不能有霉菌生长痕迹以及冷凝

水细菌总数＜1 000 FU/ml的卫生学要求

建议规定加湿器中加湿水达到饮用水标准

表1 集中通风系统卫生学评价规范修订建议

（下转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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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控机构内部审计与纪检职能融合的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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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切实发挥疾控机构内部纪检部门监督实效和内部审计部门的资金监管效益，往往需要加强纪检部门与内审部门

职能的紧密结合。本文以两者所承担的具体职能为基础，结合对两者在工作机制中所面临问题的具体分析，对推动两者

职能整合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研究，进一步提出推动职能整合举措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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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sibility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al Audit and Discipline Inspection

Functions in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DING Mei

Sichuan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hengdu 610041，Sichu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supervision effect of the internal discipline inspection department

and the financial supervision effect of the internal audit department of th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it is often necessary to close and strengthen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departments’functions. Based on the specific functions of the two departments and the analysis

of problems faced in their working mechanisms， this paper studied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ir functions and further explored the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heir functions.

Key words CDC；function integration；feasibility study

疾控机构是基于疾病预防控制与提供公共卫

生服务需要，并由各级地方政府举办的公益一类事

业单位。为满足其卫生事业发展，需要由各级地方

财政予以全额拨款。机构下设承担不同职能的管

理部门，其中内部审计部门主要承担着资金监管等

监督经济活动运行的职能；纪检监察部门，以党纪

党规为依据，以监督执纪4种形态为手段，承担着推

进机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日常监督职能。

无论是开展内部审计，还是纪检监察，都是以问题

为导向，采取不同形式，以实现强化风险防范，提升

监管实效，完善机构管理的监管目标。为了进一步

解决两者在工作推进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本

文以疾控机构中内审与纪检部门所承担的具体职

能为基础，就推动内审与纪检职能整合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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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开展研究，并进一步探析如何推动两者的职

能整合，以增强内部监督实效。

1 内部审计与纪检职能整合的必要性分析

内部审计是对本单位及所属单位财政收支、财

务收支、经济活动、风险管理实施独立、客观的监

督、评价和建议，以促进单位加强经济管理、完善治

理和实现经济目标的活动［1］。开展内部审计，强化

审计结果的效能运用，切实发挥内审在疾控机构内

部控制与管理的作用，对于严明财经纪律，加强资

金监管，防范和化解内部运行的风险，充分发挥疾

控机构资金使用管理效益至关重要。纪检监察旨

在不断推进单位内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

作，为机构改革和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纪律保

证。疾控机构内设纪检部门的工作重点则是以常

态化监督为主要形式，充分运用四种形态中第一

种形态，即开展监督教育，加强内部监管，通过多

种途径不断提升监督效能。开展内部审计，可以

作为提升机构内部监督效能的途径之一，为纪检

监察部门提供更加精细化、精准化、规范化的监督

模式。内部审计往往通过开展对规章制度执行情

况的审计，业务流程的再造［2］等形式，能够深入单

位内部管理查找问题。疾控机构内部审计，以其

专业的角度，切实查找并分析机构内部经济活动、

财务管理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站在经济学

角度通过审计结论与建议予以指出，及时督促相

关部门进行查纠整改。疾控机构的纪检部门在推

进问题整改方面，能有效发挥其强制性督查督办

效用，使审计意见反馈得到切实整改，进一步强化

审计结果运用。两者的结合能够实现调查资源共

享，数据平台融合、职能优势互利等，有利于整合

优势资源，增强监管实效。

2 现有工作机制存在的现实问题

2.1 纪检监察问题线索的获取渠道窄、信息量少

从现状来看，纪检部门的问题线索来源渠道受限于

信访举报、来电来访、上级交办，通过日常监督其他

途径获取问题线索的有待进一步畅通。比如，纪检

部门与相关部门就监督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沟

通对接时，基于双方掌握的信息不对称，获取信息

存在相对滞后性等原因，时常导致纪检部门通过各

类信息梳理排查分析的问题线索较少，线索处置效

率低。比如，对某部门可能存在的问题线索，由于

信息获取滞后，待纪检部门拟进行初步核实时，该

问题已被处理，纪检部门已没有继续调查的必要，

以至于无法对反映的问题进一步核实与处理，最终

不能及时有效地开展纪律调查审查工作。

2.2 内部审计落实整改的强制力较低 内审核查

后，内审部门往往会提出相应的审计整改意见，但

在推进整改落实时，内审部门作为专业部门，无法

强制对核查发现的问题整改落实，时常发生整改推

动疲软、部门间相互推诿责任、整改期限延长甚至

偶有问题搁置的状况。

3 推动职能整合可行性分析

基于纪检监察与内部审计职能具有的一致性、

交互性等特点，有效推动两者职能整合，对于丰富

监督措施、健全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实效具有重要

意义。纪检监察与内部审计无论从目标导向和被

监督审计的对象来看，都具有一致性的特点，即适

应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常态下党风廉政建设需求，加

强规范化管理，推进制度化管理，以实现单位高质

量发展为目标导向，以单位在职在岗工作人员为监

督和规范调整对象。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交互

性特点，可以发挥各自专长，实现职能优势互补。

针对纪检工作实务中存在的问题线索来源信息少

的问题，纪检部门可以与内审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

制，可以充分利用内部审计监督的特点，寻找案件

线索和查办依据，使廉政防控工作机制更加灵活、

高效［3］。针对内部审计整改疲软的问题，纪检部门

可以通过启动问责，对整改不落实的部门或责任人

给予谈话提醒、诫勉等组织处理措施，以督促整改

落实，赋予审计整改以纪律检查的强制效力。

4 建议

纪检监察与内部审计部门职能整合，是建立在

单位现有监督体系基础之上的［4］，需要充分发挥内

部各监督机制的相互促进作用，形成监管合力，优

化监督效果，拓展监督深度。以监督手段的不断优

化为支撑，如探索建立信息化审计监察融合管理模

式，加强监督深度，拓宽问题线索来源，强化日常监

督的专业化与精准度；以建立健全内审、纪检监察

相结合的内控工作模式为主线，完善职能融合的工

作机制，有效整合监督力量，切实增强监督实效。

同时，不断强化两个职能部门内部工作人员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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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交流，增强部门之间沟通交流、对接信息的能

力。

4.1 探索建立信息化审计监察融合管理模式 探

索建立问题预警、风险监控和整改追踪等为一体的

信息化管理平台［5］，融合审计监督与纪检监察职能，

实现流程化、信息化、痕迹化的监管模式，为机构财

务收支监管、纪检监督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

撑。通过该平台上信息的公开化，可以固化业务流

程、减少人为因素影响［6］，又能更好发挥信息公开对

内部监管的促进和监督作用。建立信息化的管理

平台，首先是厘清平台运行各参与、归口管理部门

的职责内容，确定平台覆盖监管范围；其次，聚焦和

突出内部审计、纪检监察工作重点、关注焦点，设置

平台运行的关键节点，通过对节点设置问题预警提

示、风险监控、移交转办，实现以备案等形式对风险

环节的识别与把控，以转办等方式使内审、纪检监

察部门对有关经济活动等关键环节的掌握和线索

移交；通过设置修改、退回和时限提醒等节点，可以

对出现的问题及时有效整改与督促整改，归口管理

部门则通过节点备案，可以有效追踪问题整改落实

情况。当然，建立平台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平台使

用人员培训力度，同时，要加强信息化管理平台的

运营管理与维护，确保平台运行顺畅。由于审计与

监察所涉及部分内容属于内部秘密，平台办公应尽

可能使用内部工作局域网传递数据，不断强化平台

信息的安全管理。

4.2 建立健全内审、纪检监察相结合的内控工作模

式 内部控制是单位为实现控制目标，通过制定制

度、实施措施和执行程序，对经济活动的风险进行

防范和管控［7］。推进职能整合，需要从单位内部控

制制度建设、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等全面布局，

进一步查找内部控制薄弱环节、廉政风险点。①加

强内控制度建设。通过健全《内部审计工作管理规

定》、《预算管理办法》、《财务管理规定》、《固定资产

管理规定》、《合同管理规定》、《三重一大议事制度》

等内控相关制度，编织制度的网络，筑牢廉政建设

根基。②健全廉政风险防控机制。以问题为导向，

以内审问题反馈意见为参照，认真梳理单位廉政风

险点，加强风险流程控制。③完善部门协作工作机

制。在对具体业务控制层面评价时，由内审部门牵

头，依靠相对独立、专业性强的内部审计等监督模

式，在财务、资产管理、合同管理等相关部门配合、

纪检部门协同下，定期开展内部控制监督检查［8］，通

过业务流程运行测试等发现风险和漏洞［9］，强调审

计监督的过程参与，依靠内审的专业性，及时发现

问题，提出内控建议。纪检部门要将掌握的群众举

报的信息及时提交给内审部门，内审部门可将此作

为机构年度内部审计重点的参考；以发出督办函等

纪检监察强制措施为手段，不断强化监督执纪；加

大对内控监督的考评问责力度，确保内部控制有效

实施与价值实现。通过对内控运行与内部监督、追

责问责的有机结合［10］，促使内部控制监管效果落到

实处。

4.3 强化内部审计与监察业务培训与交流 推进

疾控机构内部监管效果的提升，还要不断加强内审

与监察人员的沟通交流，加强相互之间业务能力的

培训与学习。努力提高内审、纪检部门工作人员的

职业道德素养与依法审计能力、依纪依规开展纪律

检查监督的能力，认真组织机构相关人员学习党纪

党规、审计法规、政策及上级部门的相关文件精神，

强化相关业务知识的更新与交流学习。同时，还有

注重提升内审工作人员纪检监察意识，对内审工作

中的违纪违法信息，具有一定敏锐识别度，能够及

时发现并移交纪检监察部门。

作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性质的疾控机构，在

纪检工作管理中，更着重于发挥日常监督职能。

将两者职能有效融合，有助于强化监督职能，提升

疾控机构内部监管效果。近期，青海省已出台建

立健全审计监督与纪检监察、组织人事、巡视巡

察、督促检查等工作协调机制的相关意见（试行），

旨在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促进形

成有效的监督合力。由此可见，疾控机构的内部

审计与纪检部门通过加强部门间职能融合，职能

精准对接，以审计结果运用提升监督执纪的精准

程度，以纪检强制效力敦促落实审计整改的“后半

篇文章”，对于推进疾控机构全面从严治党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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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集中通风系统清洗消毒规范修订建议

标准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

风系统清洗消毒规范》

（WS/T396-2012）

规范内容

风管内表面积尘量的检测方法采用机器人或手工擦拭采

样规格板的方法

冷确塔冷却水消毒后，其自然除菌率应大于90%，且嗜肺

军团菌等致病微生物不得检出

修订建议

建议在在风管表面积尘集采时采用NAD AC真空实验

法代替规格板擦拭法

建议我国在修订相关规范时应给出冷凝水中军团菌和菌

落总数限值

3.5 建议增加冷却塔中冷凝水的细菌和军团菌限

值 我国《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规

范》规定冷却塔中冷凝水消毒后，自然除菌率大于

90%，且不得检出嗜肺军团菌。德国相关标准则要

求冷却塔中冷凝水菌落总数＜1 000 CFU/ml，军团

菌总数＜100 CFU/ml。通过对比德国相关标准发

现，德国标准更为科学的提出了冷凝水中菌落总数

和军团菌的限值，并没有严格要求不得检出军团

菌。因此建议我国在修订相关规范时应给出冷凝

水中军团菌和菌落总数限值，使卫生学指标更符合

实际情况，便于对冷凝水进行有效的卫生学评价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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