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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

微信和QQ线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知识公众知晓情况调查

陈泽凤 1，2，鲁文浩 1，林家莉 1，2，梁爽 1，2，黄胜珠 1，林睿 1，2，莫曾南 1

1 广西医科大学基因组与个体化医学研究中心，广西 南宁 530021；

2 广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1

［摘要］目的 了解社会公众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防控知识的知晓率，为政府和其他相关单位在制定新冠肺

炎防治措施时提供决策和研究参考。方法 通过微信和QQ发送“问卷星”二维码和链接的方式，进行新冠肺炎防治知识

的社会调查，共收问卷2 076份，其中，有效问卷2 028份，有效率97.69%。应用Excel 2016软件和SPSS 20.0软件进行数

据整理分析，采用卡方检验进行率的统计学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调查对象对新冠肺炎传播途径

的知晓率普遍较低，总知晓率为62.72%，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知晓率为51.60%，高中或中专知晓率为56.80%，本科或大

专知晓率64.10%，研究生及以上70.80%；电视新闻（84.07%）仍是社会公众获取疫情信息的主要渠道，微信（74.65%）和微

博（55.87%）逐渐成为当代人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结论 新冠肺炎传播途径的知晓率普遍较低，可能会影响社会公众对

于新冠肺炎防控措施的理解，不利于防控；微信及微博等社交软件作为当代人社交的重要渠道，政府等相关机构在宣教的

时候应该更有针对性。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知晓率；2019-nCoV

［中图分类号］R5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2X（2020）03-0131-06

An Investigation of Public Awareness Rate of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Based on WeChat and QQ

CHEN Zefeng 1，2，LU Wenhao 1，LIN Jiali 1，2，LIANG Shuang 1，2，

HUANG Shengzhu 1，LIN Rui 1，2，MO Zengnan 1

1 Center for Genomic and Personalized Medicine，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Nanning 530021，
Guangxi Province，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Health，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Nanning 530021，Guangxi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quickly understand the public awareness rate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knowledge of new coronavirus pneumonia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government and other relevant

units on decision- making and research in the

future. Methods A total of 2 076 questionnaires

（including 2 028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by sending a “questionnaire star” QR

code or link to WeChat and QQ on the

knowledge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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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onavirus pneumonia，and the effective rate was 97.69%.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Excel 2016

and SPSS 20， and a chi- square test was used for the statistical test of the rate. P＜0.05 was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The awareness rate of the transmission route of new

coronary pneumonia among the respondents is generally low， with the total awareness rate of

62.72%，51.60% in the students in middle school and below，56.80% in high school or technical

secondary school，64.10% in undergraduate or junior college， and 70.80% in graduate school and

above. Television news （84.07%） is still the main channel for the public to get information，while

WeChat （74.65% ） and Weibo （55.87% ） are gradually becoming important channels for the

contemporary to get information. Conclusion The lower awareness rate of the transmission route of

the new coronary pneumonia may affect the public's understanding of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of the new coronary pneumonia， which is not conduciv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s social software such as WeChat and Weibo is the important channel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for

the contemporary， the government and other relevant agencies should consider them during the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Key words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awareness rate；2019-nCoV

新型冠状病毒（Novel Coronavirus，2019-nCoV）

感染的肺炎暴发以来，世界卫生组织于 2020-01-30

宣布其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于 2020-

02-11将其命名为“COVID-19”［1］。截至目前，全世

界尚没有治疗的特效药和疫苗，新冠病毒感染靶向

药的研制也面临许多挑战［2-4］。由于新冠肺炎在短

时间内大面积暴发，及时了解疫情期间社会公众对

新冠肺炎的知晓率、态度和行为特征以及媒介覆盖

率，可为政府和其他相关机构制定防控策略提供参

考依据。广西医科大学基因组与个体化医学研究

中心课题组通过微信和QQ群公众进行了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知晓率调查，调查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研究人员借助微信和QQ将二维码和或

链接方式发到约95个100人以上的群收集问卷，根

据匿名形式自愿原则，调查对象面向全社会进行征

集，不对地域、年龄、性别等做任何限制。

1.2 方法

1.2.1 问卷设计 通过查阅文献、翻阅2020年新冠

肺炎防治知识全国统一考试内容、借鉴非典同类研

究资料、专题小组讨论、咨询专业人士，在“问卷星”

上设计了调查问卷。问卷内容主要涵盖基线情况、

认知情况、情绪反应、行为反应4个部分。经球形检

验，KMO检验值为0.896，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P＜

0.01，表明问卷结构效度较好。尚未有新冠肺炎防

治知识的社会调查，样本量的估算参照非典同类型

研究［5-7］。

1.2.2 调查方法 2020-02-14/02-19采用“问卷星”

线上收集问卷。调查以自愿参与为原则，采用匿名

形式，调查者可扫描二维码或点击链接完成调查问

卷。

1.3 评价指标 总知晓率：调查对象正确回答某知

识点所占的比（正确回答某知识点的人次/有效调查

的人次×100%）；态度持有率：调查对象具有某种态

度所占的率（态度持有率＝持某态度的人次/有效调

查的人次×100%）；行为持有率：调查对象具有某种

行为所占的率（行为持有率＝持某行为的人次/有效

调查的人次×100%）；媒介覆盖率：指从某种媒介获

得新冠肺炎相关信息的率（媒介覆盖率＝从某媒介

获得相关信息的人次/有效调查人次×100%）。新冠

肺炎4个知识点“知道”的定义如下：①传染源：认为

确诊患者、无症状感染者可成为新冠肺炎的传染

源，视为知道；②传播途径：认为接触传播、飞沫传

播、气溶胶传播可以传播新冠肺炎，视为知道；③主

要症状：认为发热、干咳、乏力是新冠肺炎的主要临

床表现，视为知道；④灭活手段：认为 56 ℃ 30 min

下、75%酒精、含氯消毒剂一个及以上并且不认为开

暖气和空调可以灭活2019-nCoV，则视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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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质量控制 对问卷内容进行核查，确保表达规

范、通畅，逻辑无误。对“问卷星”设置同一 IP地址

或同一电脑或手机只能填写一遍，以防重复填写。

调查组成员还采用重点重复核对的方式在线核查

问卷，如对于填写时间少于 180 s 的进行反复核查

等。

1.5 统计分析 下载原始数据，用Excel 2016软件

和SPSS 20.0软件进行整理分析，率的比较采用卡

方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结果 本次调查收集到的2 028位调查对

象主要是青年，文化程度以本科或大专居多；有医

学学习背景的和无医学学习背景的人数比为1∶3～

1∶4（表1）。

表1 2 028位调查对象一般人口学特征

一般特征

性别

男

女

年龄 a

少年

青年

中年

老年

民族

汉族

壮族

其他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或中专

本科或大专

研究生及以上

职业

有医学学习背景的人

人数

844（41.62）

1 184（58.38）

173（8.53）

1 581（77.95）

253（12.48）

21（1.04）

1 648（81.26）

249（12.28）

131（6.46）

225（11.10）

333（16.42）

1 110（54.73）

360（17.75）

462（22.78）

一般特征

无医学学习背景的人

婚姻状况

未婚

已婚

其他

经济状况 b

较差

中等

较好

拒绝回答

籍贯

湖北

广西

其他

籍贯类别

城市

县城

乡镇

农村

人数

1 566（77.22）

1 222（60.26）

754（37.18）

52（2.56）

960（47.34）

543（26.78）

97（4.78）

428（21.10）

177（8.73）

905（44.63）

946（46.65）

776（38.26）

370（18.24）

238（11.74）

644（31.76）

注：括号内为百分率；a少年：小于＜18岁，青年：18～39岁，中年：40～59岁，老年：≥60岁；b经济状况较差：平均月收入≤4 999

元，经济状况中等：平均月收入5 000～19 999元；经济状况较好：平均月收入≥20 000元。

2.2 2 028位调查对象新冠肺炎疫情 4个知识点的

总知晓率 调查对象 4个新冠肺炎知识点的知晓情

况如表 2，其中答对率从高到低依次是灭活病毒的

手 段（96.10%）、主 要 症 状（90.43%）、传 染 源

（77.70%）、传播途径（62.72%），4个知识点全答对的

（47.09%）（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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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不同籍贯调查对象新冠肺炎知晓率 从表3

可以看出来，来自湖北省的调查对象对于消毒手段

的知晓率低于广西和其他省份调查对象（P＜0.05），

湖北调查对象知道56 ℃ 30 min和酒精可消毒的知

晓率都超过 90%，但含氯消毒剂的知晓率仅有 130

人（73.45%）；在主要症状上湖北调查对象的知晓率

低于广西调查对象（P＜0.05），在传播途径上低于其

他省份调查对象（P＜0.05），湖北调查对象知道气溶

胶和飞沫传播的分别有 149 人（84.18%）和 147 人

（83.05%），但同时知道的只有 137人（77.4%），可能

是将飞沫传播和气溶胶等同了；在传染源的认识

上，湖北、广西和其他地区调查对象的知晓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2 不同职业调查对象新冠肺炎知晓率 虽然

有医学学习背景的人新冠肺炎4个知识点的知晓率

普遍高于无医学学习背景的人，但传播途径的知晓

率较低，其中386人（83.55%）知道飞沫传播，但仅有

363人（78.57%）知道气溶胶传播（表4）。

2.2.3 不同学历调查对象新冠肺炎知晓率 初中

及以下学历和高中或中专学历的的调查对象在4个

知识点上的知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

与本科或大专、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调查对象在 4个

知识点上的知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

均低于他们。一般来说，文化程度较高，知晓率也

较高（表5）。

表3 2 028位不同籍贯调查对象新冠肺炎知晓率比较

调查内容

传染源

传播途径

主要症状

灭活病毒的手段

籍贯

湖北（n＝177人）

136（76.80）

131（70.40）

152（85.90）

158（89.30）

广西（n＝905人）

727（80.30）b

594（65.60）b

848（93.70）a

877（96.90）a

其他（n＝946人）

713（75.40）b

547（57.80）a

834（88.20）b

914（96.60）a

χ2值

6.66

22.65

21.07

24.33

P值

0.36

＜0.001

＜0.001

＜0.001

注：括号内为知晓率/%；a表示广西或其他地区调查对象与湖北调查对象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表示广西或其他

地区调查对象与湖北调查对象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4 2 028位不同职业调查对象新冠肺炎知晓率比较

指标

传染源

传播途径

主要症状

灭活病毒的手段

专业/职业

有医学学习背景的人（n＝462人）

419（90.70）

330（71.40）

434（93.90）

453（98.10）

无医学学习背景的人（n＝1 566人）

1 157（73.90）

942（60.20）

1 400（89.40）

1 496（95.50）

χ2值

58.20

19.40

8.50

6.06

P值

＜0.001

＜0.001

0.004

0.014

注：括号内为知晓率/%。

表2 2 028位调查对象新冠肺炎疫情4个知识点的总知晓率

调查内容

传染源

知道

不知道

传播途径

知道

不知道

主要症状

知道

不知道

灭活病毒的手段

知道

不知道

人数

1 576（77.70）

452（22.30）

1 272（62.72）

756（37.28）

1 834（90.43）

194（9.57）

1 949（96.10）

79（3.90）

注：括号内为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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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调查对象疫情期间的态度和行为持有率 结

果显示，除夕以来，大约918位（45.27%）调查对象减

少外出频率，85.05%的人不再聚餐和走亲访友，外

出时97.12%的人都会带口罩，但从不带口罩（2.88%）。

当怀疑患上新冠肺炎时，1 893人（93.34%）会主动佩

戴口罩到指定医院就医，1 129人（55.67%）会自我隔

离且网上就诊；对于疫情的态度，1 525人（75.20%）

持较乐观态度，101人（4.98%）持悲观心态（表6）。

2.4 媒介覆盖率 结果显示，50%以上的调查对象

是通过电视新闻、微信公众号或朋友圈、微博、政府

的宣教获取新冠肺炎疫情信息，但也有极少数人并

不关注新冠肺炎（1.73%）（表7）。

表7 2 028位调查对象获取疫情关注信息的渠道

获取信息渠道

电视新闻

微信公众号或朋友圈

微博

政府的宣教

QQ群或微信群转发

广播

自己去百度或查阅文献

亲人朋友

报纸

不关注

人数

1 705（84.07）

1 514（74.65）

1 133（55.87）

1 096（54.04）

777（38.31）

726（35.80）

695（34.27）

565（27.86）

421（20.76）

35（1.73）

注：括号内为百分率。

3 讨论

此次调查结果表明，在联防联控，群防群控机

制的推动下，公众对新冠肺炎主要症状的“扫盲率”

超过九成，大部分民众不出门，不访亲不探友，能较

好贯彻落实自我隔离和戴口罩的自我保护措施［8-9］。

结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数据，2020-02-

08疑似患者人数开始下降，2月12日每日新增确诊

人数也明显下降，这与专家预测的SEIR模型一致［10］，

做好自我隔离和戴口罩，会降低传播率，降低感染

表5 2 028位不同学历调查对象新冠肺炎知晓率比较

指标

传染源

传播途径

主要症状

灭活病毒的手段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n＝225人）

123（54.70）

116（51.60）

172（76.40）

207（92.00）

高中或中专

（n＝333人）

193（58.00）b

189（56.80）b

275（82.60）b

312（93.70）b

本科或大专

（n＝1 110人）

926（83.40）a

712（64.10）a

1 044（94.10）a

1 080（97.30）a

研究生及以上

（n＝360人）

334（92.80）a

255（70.80）a

343（95.30）a

350（97.20）a

χ2值

211.10

28.16

101.21

20.72

P值

＜0.001

＜0.001

＜0.001

＜0.001

注：括号内为知晓率/%；a表示本科或大专、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与初中及以下学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b表示

高中或中专与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6 2 028位调查对象疫情期间的行为持有率

行为

除夕以来是否曾外出

是

否

除夕以来是否曾外出聚餐或走访亲戚

是

否

外出时是否都会佩戴口罩

是

否

是否有意识地吃药预防新冠病毒肺炎?

是

否

平时是否注意自我检测体温

是

否

在疫情刚开始时，是否有意识地储备医疗物品

是

否

人数

1 110（54.73）

918（45.27）

166（14.95）

944（85.05）

1 078（97.12）

32（2.88）

488（24.06）

1 540（75.94）

1 547（77.28）

481（23.72）

1 382（68.15）

646（31.85）

注：括号内为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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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

由于新冠肺炎是一种新发传染病，疫情发展迅

速，社会公众对新冠肺炎传播途径的认知在短期经

历了从否定“人传人”到肯定“人传人”的快速转变［11］。

信息来源渠道不一、谣言满天飞，给公众带来了很

多认识误区，也带来安全隐患。虽然后来对新冠肺

炎的认识不断加深，防控措施从主动报备升级为就

近指定医院就诊，到为缓解医疗压力和避免交叉感

染而开展网上专业的咨询平台，解决措施也越来越

有针对性，但社会公众对新冠肺炎的知识储备却跟

不上，对新冠肺炎传播途径等认识不到位，对于解

决问题的有效新措施也不能及时掌握并加以利

用。本次研究结果表明，仅有55.67%调查对象知道

可以自我隔离且网上就诊。所以，当有突破性发现

或进展的时候，应该加大宣传的力度并提高效率，

坚持对公众进行新冠肺炎“扫盲”，普及到位。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微信和微博等社交软件成

为当代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这在科普的时候应

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在健康宣教的时候要因材

施教，在发挥电视新闻主导作用的同时，要充分利

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宣传渠道。

调查还发现，医学生或医学工作者等有医学学

习背景的人，肩负着防治疾病、保证人民群众健康

的重任，虽然对新冠肺炎防控相关知识的了解都优

于其他非医学工作者，但在传播途径等方面的认识

还不够充分，这就需要医学生和医学工作者深刻认

识到肩上的重任，充分主动学习，成为新冠肺炎防

治工作的中坚力量，为人民的健康保驾护航。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迅速，影响地域和人

群范围之广，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疫情之最，经

过党和政府的有力领导、医护人员和社会各界的

共同努力下，形势已经积极好转，但湖北还处于胶

着状态，其他地区也还有反弹，甚至 WHO 和国外

学者还呼吁要警惕全球大流行［12］。如此严峻形势

背景下，目前尚未见到有关群众对新冠肺炎防治

知识知晓率的调查研究报告，本研究结果可以给

政府和相关机构在制定新的防治措施及决策和研

究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但因没有合适的模型事

先进行样本量估算而参照以往的非典同类型研

究，收集的样本量相对较少，信度略差，以及无法

均衡地域、年龄、性别等，可能会存在较大的偏倚，

故研究仅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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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

德阳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家终末消毒存在的问题
与应对措施探讨

苏继艳，高燕，张辉，郑玲

四川省德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 德阳 618000

［摘要］对四川省德阳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家在终末消毒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梳理，主要包括终末消毒方法的选择，

终末消毒对象的确定，常见污染对象消毒替代方法，告知工作的注意事项4个方面，并对采取的应对措施进行总结，以期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家终末消毒处置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家；终末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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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erminal Disinfection of

COVID-19 Patients’Family in Deyang City

SU Jiyan，GAO Yan，ZHANG Hui，ZHENG Ling

Deyang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Deyang 618000，Sichu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discussed and combed the problems found in the terminal disinfection of

COVID- 19 in Deyang City，Sichuan Province，mainly including the selection of terminal disinfection

methods， the determination of terminal disinfection objects， the alternative disinfection method for

common contaminated objects，and the attention matters of notice. The countermeasures taken were

summarized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terminal disinfection and dispose of new

coronavirus pneumonia patient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terminal disinfection of COVID-

19 patients’family.

Key words COVID-19；patients’family；terminal disinfection

新型冠状病毒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主要传播途

径为经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传播，且存在家庭聚集传

播的现象［1］。对病家进行终末消毒，是有效阻断新

型冠状病毒传播链条的途径之一，对疫情防控起到

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疫情快速发展的初期，我国根

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的特

点及临床诊疗经验发布了一系列防控指南，对终末

消毒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各地对病家

进行终末消毒时，采用防控方案提供的消毒方法应

用范围较为局限，并且在疫情发展初期，如何在系

列防控措施原则下实施终末消毒，达到消毒效果也

备受关注，为解决这两个问题，德阳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根据新型冠状病毒在紫外线、56 ℃ 30 min、

脂溶剂等物理及化学消毒方式下可被有效灭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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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特性［2］，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在相关规范和指南

的原则下合理选择可操作的消毒方式，因地制宜开

展终末消毒。但在有些终末消毒措施在应用过程

中仍存在困扰，现对四川省德阳市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病家在终末消毒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梳理，并

对采取的应对措施进行总结，以期为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病家终末消毒处置工作提供参考。

1 终末消毒方法的选择

1.1 存在的问题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

案（第六版）的要求，针对室内空气的终末消毒只能

采用超低容量喷雾法消毒，但实际情况是：德阳市

应急储备消毒物资基本为普通喷雾器，仅有一个县

（市）储备有一台超低容量喷雾器，且考虑到终末消

毒工作的及时性，无法短时间内通过采购获取消毒

物资，加之疫情发展初期市场供应无法满足应急需

求，所需应急消毒物资极度缺乏。

1.2 应对措施 针对室内空气的终末消毒，根据消

毒技术规范（2002年版）的要求，选择过氧乙酸、二

氧化氯、过氧化氢熏蒸的消毒方式［3］替换超低容量

喷雾器消毒的方式，相关文献证实均有较好的空气

消毒效果［4-5］。除选择合理的消毒方式外，在消毒物

资供应方面，疫情初期采取内部统筹调度、区域内

协调分配，疫情中期信息互联互通、各部门相互支

持，疫情后期重点企业鼎力支援、逐步增加市场供

应，配备先进的消毒设备满足应急需求。

2 终末消毒对象的确定

2.1 存在的问题 本次部分县（市、区）在对病家进

行终末消毒时存在以下问题：消毒对象未完全明

确；污染分区不清，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对所有物

品进行消毒。

2.2 应对措施 针对这一系列问题，德阳市疾控联

合县级疾控中心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科学分析

可能污染场所和污染物品，电话联系物业、患者或

家属掌握场所面积和污染情况。根据防控方案的

最新要求，重点了解患者在出现症状前2 d［1］接触过

的物品，长期停留过的场所，逐步锁定消毒对象。

3 常见污染对象消毒替代方法

3.1 存在问题 病家的污染衣物按照防控方案中

的建议是按医疗废物集中处理，但实际情况下采用

此方法很难被人接受，若不采用焚烧的方式，方案

中推荐了流通蒸汽、煮沸消毒、含氯消毒剂浸泡后

清洗等消毒方式，这些消毒方式均会对病家衣物造

成不同程度的损坏。此外，方案中提到贵重衣物可

选用环氧乙烷方法进行消毒处理，通过对本市的消

毒物资进行实际调查：全市仅一家三甲医院备有一

台环氧乙烷灭菌器，且容器体积较小，专用于消毒

手术器械；其次环氧乙烷消毒装置若用于衣物等织

物的消毒，则应满足较大容量，且环氧乙烷消毒装

置属于贵重仪器，须有专门的消毒供应中心存放，

如仅用于此次疫情的终末消毒后续不再使用，资金

浪费大。病家的其他贵重物品采用防控方案中的

终末消毒的要求同样存在类似问题，亟需有对应的

替代消毒方法应对终末消毒工作的实际实施。

3.2 应对措施 选择经济便捷的消毒方式，在确保

彻底消除场所及其中各种物品病原体的原则下尽

量减少病家或其他场所的财产损失，避免工作简单

粗暴，制定科学精准的消毒计划。结合新版防控方

案、消毒技术规范以及在进行终末消毒中发现的问

题，列出科学合理的消毒替代方法（表1）。

常见污染对象

室内空气

墙壁

物体表面

第6版防控方案提供的消毒方法

超低容量喷雾法

含氯消毒剂或二氧化氯擦拭或喷洒

含氯消毒剂或二氧化氯擦拭或喷洒

存在问题

大部分地区无超低容量喷雾器

如：家中贴有墙纸则财产损失较大

如：家中为红木等贵重家具则财产

损失较大

应对措施

使用波长为 200～275 nm 的紫外线照射

或0.5%～1.0%的过氧乙酸水溶液或二氧

化氯熏蒸［1］

使用波长为200～275 nm的紫外线照射

使用波长为200~275 nm的紫外线照射

表1 特殊情况下常见污染对象的消毒替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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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告知工作的注意事项

4.1 存在的问题 鉴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

控的特殊性：病例确诊后，其密切接触者都要集中

转运至集中医学观察场所进行医学观察［1］，病例家

中无成员居住，进行终末消毒时担心财物损坏，后

期患者或家属会对消毒产生的后果存有疑虑或不

满心理。

4.2 应对措施 做好病例或场所相关负责人告知

工作尤为重要，终末消毒前提前电话告知对方消毒

目的，共同明确消毒对象，涉及的贵重物品在告知

书中一一列出，并说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以取得认

可和配合，必要时签定消毒告知书。若病例不配

合，应取得辖区内公安部门的配合，根据《传染病防

治法》第二十七条对场所进行强制消毒［6］。同时，提

前联系社区负责人协助维护消毒现场工作秩序，必

要时请公安机关进行治安管理，终末消毒工作中应

全程录像，留存影像资料后期备用。

3月2日，四川出台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

级差异化防控工作指南（第 2版），明确提出全省应

精准、科学和有效地开展新冠肺炎防控工作［7］。针

对疫情防控中的终末消毒环节，提出本市在进行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病家终末消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和应对措施，为疫情发展初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终末消毒处置工作提供参考，相关措施符合后

期国家卫健委印发的消毒剂使用指南中“所有经

典消毒方法都能杀灭冠状病毒”的原则［8］，充分发

挥终末消毒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有效作用，

夯实精准防控。

参考文献

［1］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 6 版）：国卫办疾控函

［2020］204号［Z］.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

［2］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七版）：国卫办医函［2020］184 号［Z］. 国家卫生

健康委办公厅 .

［3］消毒技术规范（2002 年版）：卫法监发〔2002〕282 号［Z］.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健康委员会 .

［4］谈智，孙俊，徐燕，等 .四种化学消毒剂空气消毒效果的观

察［J］.中国消毒学杂志，2005，22（3）：247-249.

［5］蒋学兵，马骢，陆晓白，等 .6种常用消毒方法对室内空气

消毒效果的比较［J］.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04，14

（11）：1258-1259.

［6］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

防治法 .2013-06-29.

［7］四川省人民政府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实施

《四川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工作指

南（第2版）》的通知：川办发〔2020〕20号［EB/OL］.（2020-

03-02）［2020-03-02］.http：//www.sc.gov.cn/zcwj/xxgk/New

T.aspx?i＝20200302205848-121497-00-000.

［8］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消毒剂使用指南：国卫办监督函

［2020］204号［EB/OL］.（2020-02-18）［2020-02-19］.http：//

www.nhc.gov.cn/zhjcj/s9141/202002/9891e8c86d141a08ec

45c6a18e21dc2.shtml.

（收稿日期：2020-02-24）

常见污染对象

衣服、被褥等纺织品

第6版防控方案提供的消毒方法

按医疗废物集中处理

流通蒸汽或煮沸消毒30 min

含氯消毒液浸泡再常规清洗

直接投入洗衣机洗涤消毒 30 min，并

保持有效含氯量

环氧乙烷灭菌器

存在问题

简单粗暴，不容易被接受

如衣服为皮毛等贵重制品则财产

损失较大

大型设备，现场消毒不具备此条件

应对措施

衣服悬挂并充分暴露表面，采用 0.5%～

1.0%的过氧乙酸水溶液或二氧化氯充分

熏蒸

续表1 特殊情况下常见污染对象的消毒替代方法

139



职业卫生与病伤 2020年6月第35卷第3期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Damage June 2020，Vol. 35，No.3

作者简介：王婉薇（1977-），女，硕士，副主任医师，疾病预防

控制，E-mail：14383886@qq.com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

内江市一起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聚集性疫情流行病学分析

王婉薇，谢丹，谭爱，刘鹃，陈聪，刘鹏，张琴，周思韩

内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 内江 641100

［摘要］目的 通过对内江市市中区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引发聚集性疫情的调查分析，探讨其传播规律和流行特

征。方法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方案（第3版）》中的流行病学调查方案，通过查阅病历并

结合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描述该事件发生发展及感染传播过程，分析疫情的流行病学特征。采集患者急性期呼吸道标

本，采用Real-time RT-PCR方法检测新冠病毒核酸。结果 市中区首例患者男性36岁，2020-01-29出现发热、干咳症状，

鼻、咽拭子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在与患者接触的人员中共检出发现4例确诊病例，其余密切接触者目前未出现症状。

结论 该起疫情为内江市中区首例新冠肺炎病例引发的聚集性疫情，提示应加强对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

者的早期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同时增加对可疑病例的胸部影像学检查，减少误诊和漏诊。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聚集性疫情；流行病学

［中图分类号］R563.1；R1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2X（2020）03-0140-04

Epidemiological Analysis of An Outbreak of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in Neijiang City

WANG Wanwei，XIE Dan，TAN Ai，LIU Juan，CHEN Cong，

LIU Peng，ZHANG Qin，ZHOU Sihan

Neijiang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Neijiang 641100，Sichu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first case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in Shizhong district of Neijiang City， this study aims to discuss its transmission rules

and epidemic characteristics.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guidelines of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in

the “Pneumonia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lan for New Coronavirus Infection （Third edition） ”

issued by China Health Council，the occurrence，development and transmission process of this case

were described by referring to medical records and combining with field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Then，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epidemic were analyzed. Samples of

acute respiratory tract were collected，and real-time RT-PCR was used to detect the nucleic acid of

new coronavirus. Results The first patient was a 36-year-old male in Shizhong district，developed

fever and dry cough on January 29， 2020， and showed positive results for novel coronavirus

nucleic acid from nose and throat swabs. Four confirmed cases have been detected among people in

close contacts， and the remaining close contacts have not developed symptoms. Conclusion The

epidemic was the first case of new coronavirus

in Neijiang City， indicating that early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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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new coronavirus nucleic acid should be strengthened for confirmed cases and close contacts of

asymptomatic infected people. Meanwhile，chest imaging examination for suspected cases should be

increased to reduce misdiagnosis.

Key words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cluster outbreak；epidemiological

内江市市中区于 2020年 1月 29日报告首例新

冠肺炎病例，内江市疾控中心流行病学调查人员对

该病例及其家庭成员、朋友和同事等密切接触者进

行了详细的流行病学调查，在该患者的密切接触者

中发现4例确诊病例，其中3例为二代病例，1例为3

代病例，确定为 1起新冠肺炎聚集性疫情。为及时

总结经验，为新冠肺炎社区流行防控提供参考，现

将该起疫情的流行病学分析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内江市市中区首例新冠肺炎病例

引发的聚集性疫情的现场流行病学调查资料。

1.2 病例定义 根据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结果、

流行病学调查，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5版））判定［1］。

1.3 密切接触者判定标准 按照《四川省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关于进

一步规范和加强密切接触者管理的通知》［2］执行。

1.4 调查方法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方案（第 3版）》［3］中的流行病学

调查方案，通过查阅病历并结合现场流行病学调

查，描述该事件发生发展及感染传播过程，分析疫

情的流行病学特征。

1.5 实验室检测方法 采集患者急性期和密切接

触者呼吸道标本咽拭子、鼻拭子，标本采集后置于

密封的带螺旋盖的塑料管内，塑料袋密封，用运输

箱冷藏（4 ℃）24 h内送检。内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采用Real-timeRT-PCR方法

对新冠病毒核酸进行检测。

2 结果

2.1 内江市市中区首例病例基本情况 患者龙某，

男，36岁，内江市市中区人。常年居住江苏省无锡

市，从事医药销售相关工作。患者体健，无其他基

础疾病史，也无食物及药物过敏史。

2.2 首例患者流行病学调查情况 患者于 2020-

01-22同家人（妻子、女儿）、朋友自江苏省无锡市乘

坐动车D2216途径湖北省武汉市汉口站停留5 min，

当晚抵达重庆北后换乘轻轨 10号线，于晚上 22∶10

到达沙坪坝后再换乘高铁 G8580，于 23∶30 抵达内

江市。1月23至1月29日期间白天活动主要为与亲

戚团年聚餐，活动地点先后为大舅家、岳父家、五星

水库、父亲家。1月25日至28日晚上分别与朋友郑

某、敖某、范某和刘某等在茶楼打麻将，地点分别为

内江市城区不同地点的3个茶楼。

患者于1月29日开始出现发热症状，于上午和

下午先后两次前往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查体

胸部影像学有改变，WBC 8.49×109/L，淋巴细胞绝

对值1.13×109/L，淋巴细胞百分比13%，中性粒细胞

绝对值 6.05×109/L，接诊医生因未了解到其有湖北

武汉旅居史，让其回家居家观察。1月 30日龙某再

次接到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电话通知返回，遂被收

治隔离病房。1月30日采集患者鼻拭子和咽拭子进

行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经专家组

会诊确诊为新冠肺炎普通型。

2.3 密切接触者流行病学调查 经调查核实，患者

龙某发病前3天至隔离前共有密切接触者17人，包

括家人及亲戚 8人，朋友 5人，出租车司机 4人。1

月31日，分别对患者密切接触者范某、郑某、刘某和

敖某采集鼻、咽拭子标本，2月 1日对患者妻子和女

儿采集鼻、咽拭子标本，结果显示范某、郑某和敖某

感染新冠肺炎病毒，遂收治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经

专家组会诊确诊为新冠肺炎普通型。龙某妻子和

女儿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人员未出现临床症状。

阳性密切接触者郑某检测阳性前3 d至隔离前

共有密切接触者49人，包括家人2人，朋友 4人，同

事43人。范某发病前3 d至隔离前共有密切接触者

17人，包括家人及亲戚 10人，朋友 7人。敖某检测

阳性前3 d至隔离前共有密切接触者6人，包括家人

及亲戚 4人，朋友 2人。敖某的叔叔在观察期间出

现症状，收治定点医院隔离治疗，通过多次采集呼

吸道标本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2月10日检测结

果显示呈阳性，遂收治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经专家

组会诊确诊为新冠肺炎普通型。其余密切接触者

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目前未出现临床症状（图1）。

2.4 临床症状及实验室、影像学检测情况 5名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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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入院时仅龙某和敖某的叔叔出现发热、干咳等症

状，其余患者无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除龙某淋巴

细胞百分比降低，超敏C反应蛋白升高，乙型流感病

毒抗原阳性；范某乙肝表面抗原阳性外，其余无异

常。4名患者胸部CT影像学检查均出现肺炎表现

（表1）。

表1 聚集性疫情5名患者临床症状及实验室、影像学检测情况

患者

龙某

郑某

范某

敖某

敖某叔叔

临床表现

发热37.8 ℃、干咳

无

无

无

咳嗽

实验室检查

白细胞总数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降低

淋巴细胞

百分比

下降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胸部CT影像

肺炎表现

肺炎表现

肺炎表现

肺炎表现

肺炎表现

其他

超敏C反应蛋白升高，乙型流感病毒抗原阳性

无

乙肝表面抗原阳性

无

无

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

（CT值最高）

28

18

26

28

27

图2 聚集性疫情时序图

首发
病例龙某

回内江

范某

郑某

敖某

敖某叔叔

分别与朋友郑某、敖某、范某等
在茶楼打牌

出现
症状 确诊

确诊
检测
阳性

确诊
检测
阳性

确诊
检测
阳性

出现症状 确诊

白天与家人团年聚餐

与首发
病例打牌

与首发
病例打牌

与首发
病例打牌

与敖某共同居住、用餐

1月23日1月22日 1月24日1月25日1月26日1月27日1月28日1月29日1月30日1月31日 2月1日 2月2日 2月3日 2月4日 2月5日 2月6日 2月7日 2月8日 2月9日 2月10日 2月11日

病例1（龙某）

发病时间：1月29日

诊断时间：1月30日

1月25-27日

聚会打牌

输入病例

1月23-29日 1月25-28日 1月23-29日

白天与亲

戚8人聚

会团年。

晚上与朋

友5人聚

会打牌。

搭乘4名出

租车司机车

辆前往医院

就医。

二代病例

病例2（郑某）

检测阳性时间：2月1日

诊断时间：2月2日

病例3（范某）

检测阳性时间：2月1日

诊断时间：2月2日

病例3（敖某）

检测阳性时间：2月1日

诊断时间：2月2日

1月29-31日

密切接触者6人。家人

及亲戚4名，朋友5人。

密切接触者5人，

为家人及亲戚。

1月29-31日

1月29-31日

1月24-30日

同吃同住

2月1-3日

三代病例

病例4（敖某叔叔）

发病时间：2月3日

诊断时间：2月10日

密切接触者49人。家人2名，

朋友4人，同事49人。

密切接触者17人。家人及亲

戚10名，朋友7人。

注： 确诊病例 密切接触者

图1 内江市一起新型冠状肺炎聚集性疫情的传播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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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根据患者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测和现场流行病

学调查情况，按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

方案（试行第5版）》，5名患者均判定为新冠肺炎，普

通型。主要病例特征为：①除敖某的叔叔，其余4名

患者年纪轻，平时身体健康状况好，无基础疾病，也

无食物及药物过敏史。②临床表现症状轻或无临

床表现。③胸部CT见斑片影或磨玻璃样改变。④
实验室检查除 1名患者出现淋巴细胞百分比降低，

其余无异常。

患者龙某作为内江市市中区首发病例，平时活

动范围较大，无病禽、活禽接触史。时值春节期间，

龙某与家人亲朋聚会较多，有外地工作史，加之合

并感染乙型流感病毒，导致抵抗力降低，感染新冠

肺炎病毒的风险较大。与其一起聚会的范某、郑

某、敖某，与敖某同住的叔叔继其发病后相继被检

出阳性，引发聚集性疫情。分析原因可能患者频繁

与上述几人接触，且聚会场所环境密闭，通风不良

有关，敖某在感染后再将病毒感染其叔叔。因此在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早期，严格对患者密切接触者的

排查、管理和控制是防止社区蔓延的有效手段，也

能有效发现早期病例。

范某、敖某和郑某入院后胸部 CT 检查有新冠

肺炎影像学表现，无明显临床表现，有可能与患者

平时身体健康状况较好，无基础疾病有关，同时也

印证了该疾病早期可无临床症状的观点。根据国

内外相关病例报道［4-5］，潜伏期内的患者也存在传染

性，且在疾病发作前后传染性将会增强，像敖某、

郑某、范某这类“无症状感染者”将会是非常重要的

隐性传染源，需提高警惕。对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

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应早期实施新冠病毒检测，最大

限度早期发现病例，早期管理，早期治疗。

敖某的叔叔发病入院后经过5次核酸检测才为

阳性，其结果与CT表现存在差异，可能是由于该患

者呼吸道排毒量少，不易检出有关［6］。该病例提示，

如果有确诊感染者，其密切接触者CT显示肺内有

相关病灶而核酸阴性，也不能放松警惕，需进一步

核查。

这起聚集性疫情分析提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早期阶段的临床表现、核酸检测和CT征象存在时

间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有可能是疾病传播的重要潜

在因素［7］。对无明确流行病学史和无临床表现及无

实验室检查异常的可疑病例应增加胸部影像辅助

检查，避免误诊和漏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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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

绵竹市一起家庭聚集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播链分析

王戈，刘官文，杨九洲，朱小飞，朱登攀，殷长清，吉昇洋

绵竹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 绵竹 618200

［摘要］目的 调查一起绵竹市家庭聚集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播过程，分析造成家庭聚集传播的原因和流行病学特点，

为完善家庭聚集性传播防控措施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方案（第3版）》病例个案调查

表，所有确诊病例及其密切接触者开展现场流行病学调查，通过其流行病学资料、病例档案及呼吸道标本的新型冠状病毒

核酸检测结果，绘制传播链，说明本次家庭聚集性疫情的传播过程。结果 传染源为2名输入性病例，与2名输入性病例

相关密切接触者59人，发病3人，总罹患率为5.08%，与Ⅱ代病例相关密切接触者25人，无人发病。结论 本案例中所有

Ⅱ代病例都有与2名输入性病例有明确的近距离密切接触史，但密切接触者并非全部发病，家庭聚集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感染可防可控。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家庭聚集性疫情；传播链；核酸检测；密切接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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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ransmission Process of COVID-19 Infection

in A Family Cluster in Mianzhu City

WANG Ge，LIU Guanwen，YANG Jiuzhou，ZHU Xiaofei，

ZHU Dengpan，YING Changqing，JI Shengyang

Mianzhu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Mianzhu 618200，Sichu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transmission process of a family cluster covid-19 infection，

analyze the causes and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fection， and provide reference data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family transmission. Methods a novel coronavirus novel

coronavirus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cheme （Third Edition） was used to conduct a field

epidemiological survey of the confirmed cases and their close contacts in a family cluster outbreak

in our city. The epidemiological data， case files and new coronavirus nucleic acid test results of

respiratory specimens were used to draw the transmission chain to illustrate this family gathering.

The transmission process of the epidemic. Results The source of infection was an imported case，

59 people had close contact with the first case， 3 people had disease， the total incidence was

5.08% ， 25 people had close contact with the second generation cases， no one had disease.

Conclusion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infection is not completely controlled in all cases of

second generation.

Key words Covid-19；family clustering epidemic；transmission chain；nucleic acid detection；close

cont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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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竹市人民医院于2020-01-27收治一名返绵的

中年女性发热病人，28日凌晨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1］确诊病例，对其家人及密切接触者进行医学

隔离，1 月 29 日 w，其丈夫出现发热、干咳、乏力症

状，其弟媳出现干咳、气紧症状，送至市人民医院，1

月 30 日核酸检测均为阳性，其母 1 月 31 日出现发

热、咳嗽症状，送至市人民医院，2月1日核酸检测为

阳性。2 月 2 日其弟出现干咳症状，送至市人民医

院，2月8日核酸检测为阳性，但其父、侄子几次核酸

检测均为阴性，排除其为无症状感染者［2］。为了解

家庭型聚集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的传播过程，

找出造成感染的原因，分析流行病学特点，本研究

对其流行病学调查过程及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与本案例传播链相关的所有确诊

案例及其密切接触者。

1.2 调查方法 按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

控方案（第 3版）》［3］病例个案调查表对绵竹市一起

家庭聚集性疫情中的确诊病例及其密切接触者开

展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对确诊病例及密切接触者的

病例档案、流行病学等资料进行描述性分析。

1.3 分析方法 绘制家庭内感染传播链示意图说

明传播过程；列表说明此次传播的时间分布、接触

史和接触方式；讨论本次家庭聚集性疫情的流行病

学特点及感染原因。

2 结果

2.1 首发病例资料 病例1：彭XX，女，47岁，在武

汉工作生活，2020-01-20 同其丈夫乘坐 916 路公交

车到武昌站，17∶20左右到达后进入候车厅，近距离

接触的乘客中有人咳嗽，后乘坐火车（T246，2车 64

号，发车时间 19∶58）由武昌至成都东站，在同车厢

同排有2人咳嗽（与候车厅近距离接触的一致），1月

21日11∶20到达成都东站后乘坐公共汽车从成都东

站（上车时间 11∶30），到达什邡市汽车站（时间 13∶

30），到站后坐其弟私家车到父亲家（同车人员有其

弟与侄儿），家中除了其弟，侄儿，还有父亲，母亲，

弟媳。22日上午，病例1自觉不适至镇卫生院看病，

未发热，血常规无异常，1月 22日～25日均到镇卫

生院监测体温正常，血常规正常。1月 27日上午至

镇卫生院监测体温正常，血常规白细胞下降（WBC：

2.8×109/L），下午至市人民医院发热门诊就诊，后收

治感染科。入院监测体温38.7 ℃，主要症状：干咳，

咯痰，流涕，头痛，肌肉酸痛，1月28日经德阳市实验

室复核检测结果为核酸阳性，后转至德阳市人民医

院治疗，2020-03-03治愈出院。

2.2 其他确诊病例资料 1月28日凌晨病例1诊断

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其家人随即

被专车送至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4］。

病例 2：魏XX，男，47岁，为病例 1丈夫，1月 29

日出现发热、干咳、乏力症状，1月 30日送至市人民

医院就诊。CT 检查：右肺少许磨玻璃影；血常规：

WBC：6.51×109/L；N：63.10%；L：28.40%，1 月 30 日

经德阳市实验室复核检测结果为核酸阳性，后转至

德阳市人民医院治疗，2020-03-07治愈出院。

病例 3：候XX，女，44岁，为病例 1的弟媳，1月

29日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出现干咳、气紧症状，

于当日送至绵竹市人民医院就诊。CT检查：左肺上

叶改变，考虑少许炎症、左肺上叶隐约见小斑片模

糊影，血常规：WBC：WBC：5.76×109/L；N：74.6%；L：

16.6%。1月 30日经德阳市实验室复核检测结果为

核酸阳性，后转至德阳市人民医院治疗，2020-02-22

治愈出院。

病例4：魏XX，女，66岁，为病例母亲，1月31日

出现发热，测得体温37.6 ℃，伴咳嗽，咯少许白色泡沫

痰，由专车送至绵竹市人民医院就诊，收治感染科，

胸部CT：左肺下叶外侧基底段少许炎变可能。血常

规：超敏C反应蛋白1.3 mg/L，白细胞5.32×109/L，中

性粒细胞百分比 71.50%，淋巴细胞 14.90%。2月 8

日经德阳市实验室复核检测结果为核酸阳性，后转

至德阳市人民医院治疗，2020-02-21治愈出院。

病例5：彭XX，男，45岁，为病例2弟弟，2月2日

出现发热症状，测得体温37.5 ℃，伴咳嗽，咳少许泡

沫痰，由专车送至绵竹市人民医院发热门诊，收治

感染科，胸部CT：双肺胸膜下区散在斑片及磨玻璃

影。血常规：超敏 C 反应蛋白＜10 mg/L，白细胞

3.42×10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46.1%，淋巴细胞

40.4%，淋巴细胞数绝对值1.38×109/L，2月8日经德

阳市实验室复核检测结果为核酸阳性，后转至德阳

市人民医院治疗，2020-03-05治愈出院。

2.3 传播链 经现场流行病学调查，首发病例1及

病例2均为Ⅰ代输入性病例，从武汉返绵后，多次近

距离同家人接触导致家人感染，病例3、病例4、病例

5均为Ⅱ代病例（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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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接触史和接触方式分布 传播链中的Ⅱ代病

例都与病例 1和病例 2有明确的接触史，不同接触

者同首发病例接触方式和接触程度又有所不同。

病例1及病例2从武汉返绵后，除接触家庭人员5人

外，1月21日与2名邻居共餐打麻将，1月22日接触

村上办事人员 2人，后上坟接触亲戚 3人，1月 23日

乘坐公交车（乘客22人）至亲戚家就餐（共餐人员25

人）；1月 23日病例 3、病例 5至亲戚家共餐（共餐人

员 7 人）；病例 5 在 1 月 23 日至 25 日共搭载乘客 18

人。家庭成员中，同病例 1和病例 2长期同餐同住

密切接触 5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3人（表 1），

与病例 1、病例 2 接触（除家人外）共 50 人，无人感

染；与病例 3、病例 5接触共 25人，无人感染；病例 4

除与家人外无其他密切接触者。

病例

病例1

病例2

病例3

病例4

病例5

接触人员

病例3

病例4

病例5

父亲彭某发

侄子彭某

2名邻居

3名上坟亲戚

2名村上办事员

22名同公交乘客

25名共餐亲戚

7名亲戚

未外出

7名亲戚

搭载18名乘客

首次接触时间

2020-01-21

2020-01-21

2020-01-21

2020-01-21

2020-01-21

2020-01-21

2020-01-22

2020-01-22

2020-01-23

2020-01-23

2020-01-23

2020-01-23

2020-01-23/25

最后接触时间

2020-01-27

2020-01-27

2020-01-27

2020-01-27

2020-01-27

2020-01-21

2020-01-22

2020-01-22

2020-01-23

2020-01-23

2020-01-23

2020-01-23

接触频率

经常

经常

经常

经常

经常

单次

单次

单次

单次

单次

单次

单次

单次

接触方式

同餐同住

同餐同住

同餐同住

同餐同住

同餐同住

同餐同娱乐

一同扫墓

交谈

同车

同餐

同餐

同餐

同车

单次接触时长/h

8

8

8

1

2

4

1

0.2

0.5

1

1

1

0.5

表1 绵竹市一起家庭聚集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接触史

输入性病例 二代病例

病例1

发病时间：1月27日

诊断时间:1月28日

病例2

发病时间：1月29日

诊断时间：1月30日

长其同餐同住，

家庭内传播

病例3

发病时间：1月29日

诊断时间：1月30日

病例4

发病时间：1月31日

诊断时间：2月1日

病例5

发病时间：2月2日

诊断时间：2月8日

与7名亲戚共餐

搭乘18名乘客

1月21日

与2名邻居同餐

打麻将

2名村上办事员

与3名亲戚扫墓

同乘公交人员22人

亲戚共同就餐25人

注： 确诊病例 密切接触者

图1 绵竹市一起家庭聚集性新型冠状肺炎的传播链

1月22日 1月23日
1月23日至1月25日

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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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追查与病例1、病例2相关密切接触者59人，

发病3人，总罹患率为5.08%，与其余确诊病例相关

密切接触者25人，无人发病。

2.5 发病时间分布 发病时间分布（表 2），据病例

1自述1月20日同病例2从武汉乘坐火车时，同排乘

客有咳嗽症状，暂认为病例 1 及病例 2 当时被感

染，病例 1 潜伏期为 7 d，病例 2 潜伏期为 9 d。根

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 5 版）》密切接

触者判定为发病前2 d未采取有效防护近距离接触

的人员［5］，那么Ⅱ代病例的最可能被感染的时间可以

暂认为1月25日（病例1发病时间为1月27日），病例

3潜伏期为4 d，病例4潜伏期为6 d，病例5潜伏期为

8 d。Ⅰ代病例平均潜伏期为8 d，Ⅱ代病例平均潜伏

时间为6 d，与同期报告相符。浙江省东部5家医院

91例病例显示潜伏期为6（IQR：3～8）d［6］，荷兰研究

者在88位具有武汉旅行史、于COVID-19爆发早期

阶段确诊患者的基础上，估算潜伏期范围为2.1～

11.1 d，平均潜伏期为6.4（95%CI：5.6～7.7）d［7］。

表2 绵竹市一起家庭聚集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病时间分布

病例

病例1

病例2

病例3

病例4

病例5

与确诊病例首次接触时间

2020-01-20

2020-01-20

2020-01-21

2020-01-21

2020-01-21

感染时间

2020-01-20

2020-01-20

2020-01-25

2020-01-25

2020-01-25

发病时间

2020-01-27

2020-01-29

2020-01-29

2020-01-31

2020-02-02

潜伏期/d

7

9

4

6

8

确诊时间

2020-01-28

2020-01-30

2020-01-30

2020-02-01

2020-02-08

治愈时间

2020-03-03

2020-03-07

2020-02-22

2020-02-21

2020-03-05

3 讨论

3.1 本次家庭聚集性疫情的流行病学特点

3.1.1 传染源为输入性病例 通过流行病学调查

可见较清晰的传播链，本次首发病例为武汉返绵病

例1彭XX与其丈夫病例2同为输入性病例，其余病

例是由输入性病例引起的家庭内传染。

3.1.2 确诊病例症状相似 所有患者发病后临床

表现基本一致，有发热、咳嗽、胸片磨玻璃影改变，

WBC低于正常［8-9］。

3.1.3 发病时间集中 首发病例发病时间为1月27

日，在1月29日、30日，2月2日，6 d内共发病4人。

3.1.4 感染人群具有聚集性 感染病例均为家庭

成员，且所有二代病例在居家期间多频次，单次长

时间的与病例 1和病例 2近距离接触，进一步吻合

新冠防控方案中对接触传播的描述。

3.1.5 密切接触者并非全部发病 与首发病例及

Ⅱ代病例近距离接触的人员还有其他人员，均未感

染，原因可能是①除首发病例外，Ⅱ代病例发病时

均在医学隔离观察点，发病前病毒感染性可能较

低；②发病前两天接触的除家人外其他人员几乎都

为单次接触，且接触时间多在 0.5 h之内，提示新冠

肺炎感染的风险与密切接触者和确诊病人接触的

频次和单次暴露的时间呈正相关。

3.2 家庭聚集性疫情原因分析

3.2.1 疫情初期 由于绵竹市之前未有输入性病

例发生，群众认识不足，外省返乡人员自我防护意

识薄弱，同时抱有侥幸心理，没有正确认识到疫情

形势的严峻性，未做到自我居家隔离，还外出走亲

访友。

3.2.2 在与外省返乡人员共同生活期间 本地居

民个人防护不到位，未实行单人单间单厕及分餐制

等措施，存在共同居家期间多频次，单次长时间的

近距离接触，导致家庭聚集性疫情的发生。

3.2.3 由于疫情初期医疗物资紧缺 居民无法购

买到有效的防护设备，居家隔离有一定的风险。

3.3 建议

3.3.1 加强防治知识宣传 在疫情初期应加大对

群众，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新冠肺炎防治知识宣传，

主要包括疫区返乡人员的信息主动申报、居家隔离

观察、个人防护等内容，提高群众对新冠疫情的警

惕性，树立群众防病意识。

3.3.2 严格居家隔离观察 ①辖区政府充分发挥

联防联控机制，对疫情初期疫区返乡人员应严格

（下转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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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

四川省凉山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
调查问题与对策探讨

汪培章，詹紫艳，邓云琼，邓明菊

凉山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 西昌 615000

［摘要］通过分析凉山州报告的13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发现调查过程中存在基本信息不

全、发病时间不准确、活动轨迹不详细等现象，揭露出培训不充分、队伍不专业、文化及习俗有差异等问题，提出加强培训、

增加双语流调人员、发挥当地民族特色的措施，为今后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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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New Coronavirus Pneumonia of

Liangshan Yi Automomous Prefecture in Sichuan Province

WANG Peizhang，ZHAN Ziyan，DENG Yunqiong，DENG Mingju

Liangshan Prefectur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Xichang 615000，
Sichu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report of 13 confirmed cases of new

coronavirus pneumonia reported in Liangshan prefecture， It was found that the basic information

was incomplete， the onset time was inaccurate，and the activity track was not detailed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Exposing problems such as inadequate training，unprofessional teams，and differences

in culture and customs，Measures are proposed to strengthen training， increase bilingual personnel

and give full play to local ethnic characteristics， It provides reference for future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Key words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epidemiological survey；problems and solutions.

2020-01-24 凉山彝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凉山

州”）报告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截至

2020-02-28 凉山州共报告 13 例确诊病例。凉山州

作为民族聚集区，其疫情防控工作所面临的困难和

挑战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本文通过对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中已开展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进行

回顾性分析，对凉山州报告的13例确诊病例的流行

病学调查报告进行梳理，查找存在的问题，提出改

进措施和建议，进而提升流行病学调查工作的效率

和质量，为今后的工作提供参考。

1 前期调查中存在的问题

收集2020-01-24/02-15凉山州报告的新型冠状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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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肺炎确诊病例的13份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整理发

现主要存在基本信息调查不完整、不充分；发病、诊

疗经过信息不全，尤其是发病时间及自行用药情况

不全；活动轨迹不详等问题（表1）。

问题

基本信息不全

发病时间不准确

自行用药不详

活动轨迹不完整

份数

13

6

5

11

百分率/%

100.00

46.15

38.46

84.62

表1 凉山州13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流调报告中存在的问题

2 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2.1 培训不及时，掌握不充分 新型冠状病毒防控

指南版本变化较快，而基层流调人员未能及时的充

分理解和掌握。从疫情开始至今，防控方案版本变

化间隔较短，基层疾控工作者刚培训完上一版本，

新版本接踵而至，使得流调人员无法充分的掌握个

案调查表及流调报告撰写的要求，导致流调过程中

基本信息填写不完整【1】。

2.2 专业不一，队伍混杂 参与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工作的有流行病学专业技术人员，在应急情况下，

也有其他部门、其他专业的技术人员参与调查，其

中很多人未从事过传染病现场处置调查工作［2］，只

能按照个案调查表的要求进行填写，缺乏流行病学

调查的技巧，无法询问到个案调查表之外的内容，

在撰写报告时才发现所需的信息收集不全。

2.3 文化程度低，语言障碍 由于民族地区教育水

平普遍较低，尤其是高年龄患者受教育程度较低［3］，

理解能力弱，使其在回答询问的过程中无法准确地

表达，增加了调查员信息收集的困难。尤其是民族

农村地区高年龄人群汉语水平较差，而非语言学专

业人士在语言翻译过程中难免存在偏差，这样的沟

通障碍可能造成被调查者对发病时间和用药情况

无法正确的回忆和表达［4］。

2.4 习俗不同，隐瞒信息 由于文化、习俗不同，民

族地区家族观念更重，使 得在流行病学调查过程

中获得信息真实性的难度较大，尤其是是否有疫情

高发地区旅居史和有无接触过类似患者的信息存

在一定隐瞒，使得疫情防控难度较大。

3 改进措施及建议

针对确诊病例的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工作是整

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能否得到有效处置的关键，

若能在第一时间能获得完整、准确、全面的信息，

就可以第一时间追踪到全部的密切接触者并有效

隔离，尽快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有效地遏

制传播【5】。但是由于第一次调查信息不全，往往需

要开展更多次调查补充信息，而后续补充调查有时

调查对象为患者家属，提供的信息往往存在一定偏

差。如果调查次数较多，患者及家属存在厌烦、抵

触情绪，使得后续调查收获甚微，事倍功半。因此，

首次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是整个疫情控制的重要环

节，需引起重视【6】。基于已有研究和流行病学调查

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为了更好开展以后的流调工

作，提出以下建议：

3.1 加强培训 做好对专业人员的防控方案及现

场流调工作的培训，要让流调人员充分掌握最新防

控方案，及时了解防控最新的要求，同时掌握现场

流调的基本步骤和问询技巧，尽可能在第一次流调

过程中获得完整、准确的信息，以便能在第一时间

撰写出符合要求的流调报告［7］。

3.2 增加双语流调技术人员 针对民族地区本地

的少数民族居民文化水平较低的特点，高年龄段的

人群汉语言沟通交流存在着一定障碍，因此在开展

流调工作时优先选择彝汉双语精通的专业人员进

入现场开展流调工作［8］，避免出现因语言文化交流

障碍而得到不准确信息，如甘洛县开展流调工作

时，均选择双语精通的本地人员开展工作。

3.3 发挥当地民族特色 基于少数民族的文化特

色，如彝族以家支为重的特点，在流行病学调查过

程中，可以向村子或家族中有威望的人讲明疾病危

害和防控政策，做好思想沟通，请求协助，由其代替

流调人员询问最难获取、隐藏的有效信息，避免了

敏感问题得不到真实情况。

3.4 加强沟通 开展流行病学调查过程中要加强

与临床医务人员的沟通，细致询问首诊医生掌握的

患者疾病情况，如首发症状时间、就诊经过、就诊时

的各种症状以及有可能隐瞒的流行病学史等重要

问题［9］，更好地了解首发症状及病情进展，为防控工

作提供科学依据。

同时在全州应急响应机制下，充分利用联防联

控机制［10］，在患者隐藏活动轨迹且拒不交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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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可以向公安、乡镇村组的等部门申请帮助，利用

现代化工具进行追踪，尤其是手机、天网系统和监

控设备，追踪患者的活动轨迹，尤其是发病后的信

息，尽可能的在第一时间追踪、管理更多的密切接

触者，防止疫情的扩散，为疫情的控制提供宝贵时

间。当前疫情仍在持续，现场处置仍是最重要的一

环，及时吸取前期工作中的经验，才能更好的运用

在后期防控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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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行居家隔离观察，避免其发生家庭外的活动；

②疫区返乡人员同其他家庭成员在居家隔离期间

应按照单人单间单厕、分餐制等方式进行相互隔

离，避免家庭内成员有近距离的接触；③家庭成员

在居家隔离期间应做好必要的个人防护，例如佩戴

口罩、保持室内通风、勤洗手等。

3.3.3 充实应急物资 辖区政府可采取平战结合的

方式或应急采购的方式储备一定数量的防护物资，

在疫情初期可对居家隔离成员提供必要的个人防护

物资和相关设备，避免家庭内聚集性疫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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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

1例隐瞒旅居史延迟就医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报道

朱天宇 1，廖如珺 2，廖强 1，汪培章 1，吉克春农 1

1 凉山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 西昌 61500；2 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都 610041

［摘要］本文报道凉山州1例隐瞒湖北省旅居史、自服药23 d后就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输入性病例，分析流行病学调查

结果，分析该病例从出现症状到医院就诊各环节存在的问题，讨论得到新冠疫情期间良好的法律意识、科学的的防控、有

效的个人防护、持续的空气流通的重要性，为今后的防治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隐瞒；抗病毒药物；密切接触者；个人防护

［中图分类号］R56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172X（2020）03-0151-03

截止2020年3月1日24∶00时，全国累计确诊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 80 174例，根据四川省《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I级响应措施》［1］，严防输

入是有效切断新冠状病毒传播重要手段。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早期临床症状主要为

发热、干咳、乏力等，部分病例早期可能不发热［2］。

病例以轻/中症为主（80.9%）［3］。

1 病例基本情况

2020-02-12凉山州中西医结合医院（非定点医

院）报告1例新型冠状肺炎疑似病例，采呼吸道样本

送凉山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检测，病毒核酸

检测结果为阳性，2月 13日订正为确诊病例。按照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诊疗方案（试行）（五版）》［4］和《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方案（试行）（四版）》［5］，采用现场

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对病例进行个案调查；追踪排查

密切接触者，并及时落实相关防控措施。调查发

现，患者杨某，男，32岁，在接受社区工作人员返乡

摸排的过程中隐瞒了其武汉旅居史，并在出现症状

后主动购买抗病毒药物控制病情，自出现症状到入

院就诊间隔长达23 d。

2 发病经过和临床表现

患者杨某，自诉哮喘病史，1月 21日因咽痒，自

行服药（利巴韦林、阿莫西林胶囊、复方氨酚胶囊），

每日3次，连续服药3 d后；23日出现鼻塞、咽痒、流

涕、咳嗽仍继续服药（阿莫西林胶囊、利巴韦林、复

方氨酚胶囊）症状缓解未外出就医。2月12日15时

左右因咳嗽加重步行（戴口罩）至凉山州中西医结

合医院（院本部）发热门诊就诊，医院询问有无疫区

旅行居住史同时行血常规及胸部影像检查，结果提

示血红蛋白 167 g/L，白细胞 9.89×109 /L，中性粒细

胞百分比 70.2%，淋巴细胞计数 2.44×109/L，淋巴细

胞百分比24.7%，血小板计数277×109/L，C反应蛋白

（静脉血）＜10 mg/L；胸部CT示：左肺下叶感染，高

度怀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

3 流行病学调查结果

患者 1 月 17 日上午从江苏省邳州市火车站乘

坐火车到湖北省汉口火车站，到汉口火车站后乘坐

地铁回武昌古玩市场三眼桥附近民宿家中。1 月

18～19日独自住在武昌家中。19日晚从武昌家中

乘坐地铁到达汉口火车站，乘坐火车至成都东站

（K4541次5车19号C），到成都后乘私车（车牌号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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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KXXX，乘坐第二排左手靠窗位置，司机未佩戴

口罩，患者确诊后，根据车牌信息追踪到本车司机

并纳入管理，现已解除隔离）于1月21日凌晨3时到

达西昌（全程佩戴口罩）。1月 21日因咽痒，去海门

渔村菜市场门口百草堂药店进行个人信息登记后，

通过网络医生开具电子处方购买药物阿莫西林胶

囊 1盒、利巴韦林 2盒、复方氨酚胶囊 1盒）（全程佩

戴口罩）。1月22日～2月12日期间，患者自述偶尔

去海门渔村菜市场旁千娇超市、乐购超市买生活用

品外未外出（员工未戴口罩，病例全程戴口罩），无

人来访，无聚餐史，无其他人接触史。2月12日15∶

00步行（戴口罩）至凉山州中西医结合医院本部预

检分诊台咨询，分诊台人员一级防护，后由一名护

士（一级防护：戴帽子、外科口罩、隔离衣）带至发热

门诊就诊，经发热门诊接诊李某某医生（一级防护）

询问病史、流行病学史、测量体温后到收费室朱某

某医生处（戴口罩、穿工作服、戴手套，周围无其他

患者）缴费（微信支付，隔着玻璃窗接触约2 min），后

到门诊检验科采血检验，候诊区无其他患者，采血

护士吉切某某某（一级防护加戴护目镜），（核实发

热门诊就诊中包括缴费、采血过程）采血后回到发

热门诊由李某某医生带到CT室，CT室两名医生（刘

某某、刘某某）均为一级防护（戴医用帽、戴口罩、穿

工作服，听李某某医生介绍情况后立即升级为二级

防护），整个就诊过程未接触其他人，CT检查后，就

地隔离，随即由医院安排 120（同车医护人员、司机

均为二级防护）送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4 讨论

该病例在接受返乡人员排查时，否认了本人近

期存在武汉旅居史的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公民在疫情防控期间接受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有关传染病调查的义务。

建议如果在早期摸排过程中，公安部门、三大电信

运营商可以提供入境人员在武汉地区停留超过 4 h

的行动轨迹，相应及时的对此类人员严格管控，按

照凉山州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应急指

挥部疫情防控居家隔离工作规范（暂行）［6］分类隔离

观察，对于防止疫情的扩散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早期出现呼吸道等不适症状后，未引起重

视，一度通过自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减轻相关症状，

延缓了就医的时间，导致其在长达 23 d的时间里，

接触了大量人员，产生了 79名密切接触者（主要为

药房、超市工作人员），加大了社区传播的风险，不

利于疫情的整体防控。对此，建议药店也应对购买

抗病毒药物、感冒药、止咳药等相关药物的顾客做

好登记备查，并及时将登记信息反馈给社区协助排

查，有利于病例的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本地医院发热门诊的流程不规范，低级别防护

的接诊过程中可能会造成医务人员的感染。患者

到医院就诊第一步应先在入口做体温检测，医院设

立发热预检分诊处，鉴别发热患者类别，对于在典

型症状的基础上，对于近期有重点疫区旅居史、确

诊患者接触史等流行病学史的重点患者，则立即将

患者引导至临时医学隔离点，同时建议接诊医务人

员相应提升防护级别后（二级防护：医用防护服、口

罩、眼罩/面罩、手套、工作帽），方可继续开展采样、

留观、诊疗等过程，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医院内的感

染。

患者通过简易的个人信息登记（身份证、症

状），预约网络医生开具电子处方成功购买到处方

药物控制病情。建议在冬秋季呼吸道传染病高发

期间，药品监督部门应该加强呼吸道传播疾病基本

药物购买登记，网络医生应详细登记患者个人信

息，近期旅居情况后方可开具电子处方；同时药店

应积极上报相关登记信息至本级社区街道办与卫

生防控部门，近期开展随访管理，特别是疫情防控

期间，对于出现呼吸道症状的患者及时的分类干预

和管理，可弥补整体防控的漏洞，避免社区传播的

风险。

79 名密切接触者已于 2020-02-12 起陆续进入

集中隔离点进行自末次接触期为期 14 d的医学隔

离观察。截至 2020-03-01，79名密切接触者核酸检

测均为阴性，全部解除隔离。该病例没有产生本地

二代病例，可能与病例自述从武汉返回西昌以后，

除购买生活用品、药品外几乎没有外出，且外出全

程佩戴口罩有关。这也证实了做好隔离和个人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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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的适用性［7］。另外，

新冠肺炎传播途径主要为直接传播、气溶胶传播

和接触传播。直接传播是指患者喷嚏、咳嗽、说话

的飞沫，呼出的气体近距离直接吸入导致的感染；

气溶胶传播是指飞沫混合在空气中，形成气溶胶，

吸入后导致感染。西昌地处安宁河谷，冬春季节

是四川省的几大风区之一，在通风条件下，自然风

力加速了空气的流动和混合，有效地降低了飞沫

传播、气溶胶传播发生的可能。有学者研究发现，

水平向呼吸区供气加剧了呼出气体与自然气体的

混合，降低了近距离接触者的暴露风险，降低了风

险距离曲线［8］。

病例自述有哮喘病史，担心因感冒引发哮喘，

因此自行服药很及时，且药物涵盖抗生素阿莫西

林、抗病毒药物利巴韦林以及控制症状药物复方氨

酚胶囊，症状一直较轻，直到入院就诊时，仍为轻

症。这可能与感染的病毒毒力较弱、病例自身抵抗

力强、及时服用了抗病毒及控制症状药物有关。但

是，利巴韦林用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尚具有较

大争议，并且利巴韦林的个体化差异较为明显，不

良反应发生率也较高，不良反应主要为贫血和心律

失常。近期有学者在体外的研究表明，利巴韦林能

减少病毒感染，但是利巴韦林用于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还需要进一步的临床实验来

证实［9］。故在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前期不推荐患者

自服该药物控制病情。此外，还应加强针对大众的

相关知识宣传，应通过多途径的健康宣教，提高大

众个人防护意识，鼓励有可疑症状者及时佩戴口罩

前往定点医院发热门诊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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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健康】

2019年德阳市农村饮用水监测结果分析

张辉，郑玲，高燕，苏继燕

德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 德阳 618000

［摘要］目的 掌握德阳市饮用水水质情况，为保障人群饮用水安全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2019年在德阳市选取农村水

厂和农村自建设施供水单位设立312个农村饮用水监测点，在枯水期和丰水期分别开展水质检测，并调查供水单位基本情

况，合格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结果 2019年德阳市农村饮用水样品合格率为77.53%（490/632），其中出厂水样品合格

率为75.34%（165/219），高于末梢水样品合格率78.69%（325/41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92，P＞0.05）；枯水期样品合格

率为82.59%（261/316），高于丰水期样品合格率为72.47%（229/31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30，P＜0.05）；以地下水为水

源的样品合格率为 81.18%（384/473），高于以地表水为水源的样品合格率 66.67%（106/15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2＝14.40，P＜0.05）；农村学校水样合格率为 72.95%（178/244）；农村供水单位消毒设备拥有率为 75.81%；总大肠菌群、

肉眼可见物、菌落总数等指标是主要不合格指标。结论 微生物超标是德阳市农村饮用水的主要问题，消毒设施不足可

能是造成微生物指标超标的主要原因。建议农村学校使用水质处理器，以保证饮用水安全。

［关键词］农村；饮用水；卫生；分析

［中图分类号］R1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2X（2020）023-0154-04

Analysis on the Surveillance Results of Drinking Water

of Countries in Deyang City in 2019

ZHANG Hui，ZHENG Ling，GAO Yan，SU Jiyan

Deyang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Deyang 618000，Sichu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of the quality of local drinking water in Deyang

city，and to provide the scientific basis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drinking water for public. Methods

In 2019，the water plants and water supply units with self-built facilities in the countries of Deyang

city were selected，and about 312 rural drinking water monitoring points were set up to carry out

water quality testing in dry season and wet season respectively， and the basic situation of water

supply units were investigated. The chi-square test were used to compared the qualified rate. Results

In 2019，the qualified rate of rural drinking water samples in Deyang city was 77.53% （490/632），

the qualified rate of finished water samples （75.34%，165/219）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erminal tap

water samples（78.69%，325/413），the differenc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χ2＝0.92，P＞0.05），

the qualified rate of samples of dry season

（82.59%，261/316）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wet

season （72.47%， 229/316），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χ2＝9.30，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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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qualified rate of the sample of groundwater was 81.18% （384/473）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surface water （66.67%， 106/159） .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χ2＝14.40，

P＜0.05） . The qualified rate of water samples in rural schools was 72.95% （178/244） . The

ownership rate of disinfection equipment in rural water supply units was 75.81% . The main

unqualified indexes were total coliform group， visual objects to naked eyes and total number of

colonies. Conclusion Overload microorganism is the main problem of local drinking water in the

countryside of Deyang city. Lacking of disinfection facilities may lead to the overload of

microorganism. It is suggested that rural schools use water quality processors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drinking water.

Key words rural areas；drinking water；sanitation；analysis

饮用水安全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生活饮用

水水质状况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为不

断提高本地农村地区饮用水安全水平，德阳市先后

实施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饮水安全巩固

提升工程”。为了解本地农村地区饮用水水质卫生

现状，查找影响饮用水安全的可能因素，向饮用水

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提出保障饮水安全的技术措

施，在德阳市科技计划项目支持下，按照《2019年四

川省饮用水水质监测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四川方

案》）［1］，2019年度德阳市疾控系统开展了生活饮用

水卫生监测，结果分析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按照《四川方案》［1］要求，在德阳市

选取农村水厂和农村自建设施供水（都是学校）2种

类型的 124 家供水单位作为监测对象，设立 312 个

监测点，检测其出厂水和/或末梢水水质，并调查供

水单位基本情况。

1.2 检测指标与评价 必检指标 31 项，包括

GB5749-2006《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2］所列常规指

标（不含放射性指标和消毒剂指标）、非常规指标氨

氮。小型集中式供水样品按GB5749-2006《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2］表4判定单项指标合格情况，其他

样品都按表1判定单项指标合格情况。31项指标中

任何1项不合格即判定该水样不合格。

1.3 统计分析 从“国家饮用水水质卫生监测信息

系统”中导出经中国疾控中心终审采信的2019年德

阳市监测数据，使用Excel 2007软件对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合格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水厂基本情况 调查农村供水单位124个（水

厂 109 个，自建设施供水学校 15 个），其中 99 个

（79.84%）以地下水（浅井、泉水、深井）为水源，25个

以地下水（深井、浅井、泉水）为水源；94个（75.81%）

对所供饮用水进行了常规处理（沉淀、过滤、消毒）

或消毒处理，30 个（24.19%）不进行任何水质处理

（都以地下水为水源）。开展消毒的供水单位中

94.68%（89/94）使用二氧化氯消毒。

15 个自建设施供水学校中，10 个以深井为水

源，5个以浅井为水源；1个（6.67%）对水质进行了常

规处理，9 个（60.00%）进行了消毒处理，5 个

（33.33%）未做任何处理。

2.2 水质检测结果

2.2.1 水质抽检情况 抽检农村饮用水样 632份，

合格水样 490 份，合格率为 77.53%，其中末梢水样

品合格率高于出厂水样品合格率，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χ2＝0.92，P＞0.05）；枯水期样品合格率高于丰

水期样品合格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30，P＜

0.05）；以地下水为水源的样品合格率高于以地表水

为水源的样品合格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14.40，P＜0.05）（表1）。

在122所农村学校中采集了244份样品（合格率

为72.95%），包括在107所农村水厂供水学校采集的

214份水厂末梢水样品，以及在 15所自建设施供水

学校采集的30份样品。学校自建设施供水样品合格

率高于水厂供水末梢水样品合格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χ2＝1.87，P＞0.05）（表2）。农村水厂出厂水合格

率（75.34%）高于其输送至学校的末梢水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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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0%），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82，P＞0.05）。

2.2.2 不合格指标 纳入统计的31项指标中，合格

率未达到 100%的有总大肠菌群等 13项，总大肠菌

群与菌落总数两项微生物学指标超标频次数占超

标指标频次总数的51.22%（105/205）（表3）。

3 讨论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3］规定“集中

式供水单位必须有水质净化消毒设施”；CJ/T 3020-

1993《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4］规定即使是水质

良好、无需沉淀和过滤处理的一级水源水，也必须

经过消毒才能供饮用。2019年德阳市农村供水单

位消毒设备拥有率是75.81%（94/124），虽然较2012

年（54%，131/244）［5］有明显增加，但与社会经济和地

理环境相似的绵阳市比较，仍有较大差距［6］，原因可

能是缺乏经费，也可能与供水单位（特别是以地下

水为水源的供水单位）卫生意识不足有关。为预防

介水传染病的爆发流行，供水管理部门应加强监

管，促使供水单位按规范开展水质消毒。

总大肠菌群反映饮用水是否受人、畜粪便污

染，用于指示肠道传染病传播的可能性，菌落总数

用于反映饮用水已受到的微生物污染状况［7］。饮用

水中微生物对人群健康有潜在的巨大影响［8］。杨

克敌等［9］认为，水厂只要认真落实对水质的净化处

理和消毒，其出厂水微生物指标就能够达标。消毒

设备拥有率不高、或未按规范使用消毒设备，可能

是德阳市饮用水微生物指标合格率不高的重要原

因。

肉眼可见物、浑浊度、臭和味都属于感官指标，

三者都会使饮用者对水质产生厌恶感和疑虑，并且

前两者对消毒有效性的影响很大［10］。常规的混凝

沉淀、过滤工艺，通常情况下可以除去水体中的肉

眼可见物并降低浑浊度，但在低温或源水浊度过大

时，要调整混凝剂使用量或采取二次沉淀等措施才

能达到目的［11］。由于没有检测源水浊度，也没有邀

请供排水专业技术人员到水厂现场检查生产流程，

故无法分析出厂水浑浊度超标的原因，这有待在以

后的工作中改进。

生活饮用水中，总硬度、锰、铝、耗氧量、硫酸

盐、溶解性总固体等一般化学指标主要受原生地质

环境影响，也可能与水体污染有关，但相关报道很

少（除耗氧量）。其中锰的合格率较 2009 年

（96.43%，459/476）［12］有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2＝9.18，P＜0.05），其原因可能与近年来水务部

门持续开展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作有关［13］。

样品分类

水样类型

出厂水

末梢水

水期类型

丰水期

枯水期

水源类型

地表水

地下水

样品

份数

219

413

316

316

159

473

合格

份数

165

325

229

261

106

384

构成比

/%

34.65

65.35

50.00

50.00

25.16

74.84

合格率

/%

75.34

78.69

72.47

82.59

66.67

81.18

χ2值

0.92

9.30

14.40

P值

0.337

0.002

0.000

表1 2019年德阳市农村饮用水合格率

表2 2019年德阳市农村学校饮用水合格率

样品属性

水厂供水（末梢水）

学校自建设施供水

合计

样品份数

214

30

244

合格份数

153

25

178

合格率/%

71.50

83.33

72.95

指标名称

总大肠菌群

肉眼可见物

菌落总数

浑浊度

硝酸盐氮

总硬度

锰

耗氧量

铝

硒

硫酸盐

嗅和味

溶解性总固体

合格份数

552

588

607

610

624

629

626

626

628

628

631

631

631

合格率/%

87.34

93.04

96.04

96.52

98.73

99.53

99.05

99.05

99.37

99.37

99.84

99.84

99.84

表3 2019年德阳市农村饮用水不合格指标（n＝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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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盐含量过高时可能引起非母乳喂养婴幼

儿的高铁血红蛋白血症［8］。本年度有3家供水单位

的8份样品硝酸盐超标（氨氮都合格）。水体中硝酸

盐氮是氨氮的最终分解产物［14］，硝酸盐超标而氨氮

合格时，提示水体既往被含氮有机物污染（污染未

继续）。为保障居民饮水安全，有必要持续观察这3

家供水单位的硝酸盐指标合格情况。

本年度有 3 家供水单位的 4 份样品铝超标，其

中 2份为同一供水单位的出厂水与末梢水，另两份

是其他两个供水单位的末梢水（出厂水都不超

标）。饮用水中铝的主要来源是自然界和水处理时

添加的铝盐混凝剂。使用铝盐混凝剂时，调节水体

PH值、避免过量投加混凝剂、使用助凝剂、调节搅拌

速度等可以减少水中铝的残留［11］。

本年度德阳市有1个供水单位枯水期及丰水期

的出厂水和末梢水硒超标。硒的安全摄入量范围

较窄［15］。与日常摄入的食品相比，饮用水对硒的相

对贡献可能很低，常规处理工艺不能有效去除水中

的硒［8］。根据当地疾控部门的建议，供水单位已经

确定将更换水源。

农村学校饮用水一直是疾控机构重点监测对

象。德阳市农村学校水样主要是农村水厂的末梢

水（87.70%，214/244），其合格率与农村水厂出厂水

合格率无明显差异，说明输水过程没有造成明显的

水质变化，末梢水水质与出厂水水质关系密切。农

村自建设施供水学校样品合格率尚可（83.33%），但

仍应继续提高。郭时印等［16］认为，缺乏专业的生产

管理人员也是农村学校饮用水安全的重要影响因

素 。受社会经济总体水平影响，短时期内农村水厂

和农村自建设施供水学校的饮用水生产条件和生

产管理方式不会有很大改善，建议在学校安装水质

处理器，以保证学校饮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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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健康】

2018年凉山州农村小学生活饮用水微生物监测结果分析

游璐 1，宋阳 2，廖强 1，王石金 1，邓明菊 1，边绍勇 1，吉克春农 1

1 凉山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 西昌 615000；

2 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都 610041

［摘要］目的 掌握凉山州农村小学生活饮用水卫生状况，为学校内介水传染病的防控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对凉山州

2018年463个乡镇的488所农村小学校进行供水工程相关调查及水质微生物检测，样本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结果 共

采集检测水样940份，微生物指标合格样品331份，合格率为35.21%；水样微生物合格率地区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供水

规模、卫生许可证情况、是否消毒、消毒设备使用情况对凉山州农村小学生活饮用水微生物指标合格率情况有影响，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大型供水规模：（68.42%）＞小型（34.53%），卫生许可情况：无卫生许可证（37.50%）＞有卫生许可

（28.07%），是否消毒：消毒（62.26%）＞不消毒（33.60%），消毒设备使用情况：按要求使用（68.57%）＞偶尔使用（50.00%）＞

无消毒设备（33.71%）。结论 凉山州农村小学生活饮用水卫生状况不容乐观，饮用水微生物指标合格率受多种因素影

响。可通过做好水源防护工作，改善供水工程设施，加强监督管理等措施，保证师生饮水安全。

［关键词］微生物；饮用水；农村小学校

［中图分类号］R1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2X（2020）03-0158-06

Microbial Monitoring Results of Drinking Water in Rural Primary

Schools in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2018

YOU Lu 1，SONG Yang 2，LIAO Qiang 1，WANG Shijin 1，DENG Mingju 1，

BIAN Shaoyong 1，JIKE Chunnong 1

1 Liangshan Prefectur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Xichang 615000，Sichuan Province，China.
2 Sichuan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hengdu 610041，Sichu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sanitary situation of drinking water in rural primary schools

in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order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school waterborne infectious diseases. Methods The study investigated the

water supply projects and tested for water quality microorganisms in 488 rural primary schools of

463 townships in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2018. The sample rate was compared by

using the χ2 test. Results A total of 940 water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nd tested， 331 of

which were qualified in microbiological indexes，

with a qualified rate of 35.21% . There wa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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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qualified rate of water samples. The scale of

water supply， the status of sanitation permit，whether to disinfect or not，and the use of

disinfection equipment had an impact on the qualified rate of microbiological indexes of drinking

water in rural primary schools in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Water supply scale： large （68.42%） ＞ small （34.53%）， sanitary permit：

without sanitary license （37.50%） ＞ with sanitary license （28.07%）， disinfection： disinfection

（62.26% ） ＞ no disinfection （33.60% ）， usage of disinfection equipment： use as required

（68.57%）＞ use occasionally （50.00%）＞ without disinfect equipment （33.71%） . Conclusi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drinking water in rural primary schools in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is not optimistic， the qualified rate of microbiological indexes of drinking water i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The safety of drinking water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could be protected by doing a

good job in water source protection，improving water supply engineering facilities and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Key words microorganism；drinking water；rural primary school

生活饮用水微生物指标是判定水质是否合格

的重要参数，微生物指标不合格是目前农村水质的

主要问题之一［1-3］。研究表明生活饮用水被微生物

污染可导致介水传染病的发生，如伤寒、细菌性痢

疾、病毒性肝炎等［4］，农村学校的肠道传染病疫情与

水质微生物污染程度密切相关［5-6］。凉山州是我国

最大的彝族聚居地，社会经济水平发展较为落后，

细菌性痢疾常年居于凉山州法定报告传染病的首

位，而该病的发病人群中学生居于前列，生活饮用水

不安全是导致该疾病在学生中流行的重要原因［7］。

本研究对 2018年凉山州农村小学生活饮用水微生

物监测结果进行分析，以掌握凉山州农村小学生活

饮用水卫生状况，为有效预防控制学校内介水传染

病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凉山州17个县（市）463个乡镇，按随

机抽样原则，每个乡镇抽取至少 1所小学作为调查

对象。

1.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 采用 2018年全国饮用水卫生监

测项目统一调查表，对农村小学集中式供水工程的

水源类型、供水规模、水处理方式、消毒设备等信息

通过查阅资料及现场调查等方式收集。

1.2.2 采样与检测 在 2018 年的枯水期和丰水期

各采集所调查学校水样 1份进行检测，采样及检测

方法按照《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GB/T

5750-2006）［8］执行，检测指标为：菌落总数、总大肠

菌群。

1.2.3 结果评价 检测结果按照《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GB 5749-2006）［9］进行评价：菌落总数限值≤
500 CFU/mL、总大肠菌群（MPN/100 mL）限值为不

得检出，若有 1项不合格即判定为该水样微生物指

标不合格。

1.3 统计分析 使用Excel 2016软件收集整理数

据，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样本率的

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判断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本次研究共调查小学488所，涉及

在校学生 264 168 名（其中住校生 86 959 名），在校

教职工 12 411 名。因学校扶贫搬迁、撤销合并、供

水工程停用，丰水期交通中断等多种原因，在枯丰

水期水样采集中，对小部分学校监测点进行了调

整，故共采集检测水样940份，微生物指标合格样品

331份，合格率为35.21%，其中菌落总数合格样本数

865份，总大肠菌群合格样本数350份。

2.2 微生物合格率地区分布 凉山州共辖17个县

（市），从各县（市）农村小学生活饮用水微生物指标

159



职业卫生与病伤 2020年6月第35卷第3期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Damage June 2020，Vol. 35，No.3

合格率情况来看，有5个县的合格率在50%以上，合

格率排名前 3的县依次为：越西县 88.51%（77/87）、

会理县 79.31%（46/58）、美姑县 77.63%（59/76）；合

格率排名后3位的依次为雷波县1.59%（1/63）、普格

县 1.67%（1/60）、德昌县 7.69%（3/39）；凉山州州府

所在地西昌市的合格率为29.73%（11/37）（图1）。

图1 2018年凉山州农村小学生活饮用水微生物监测合格率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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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8年凉山州农村小学生活饮用水微生物监测结果地形地区分布

地形地区

丘陵河谷平坝区

高山峡谷区

大小凉山山原区

样本数

285

301

354

构成比/%

30.32

32.02

37.66

合格数

112

102

117

合格率/%

39.30

33.89

33.05

χ2值

3.042

P值

0.218

按地形、地貌的不同，将 17 个县（市）划分为 3

大类地区即丘陵河谷平坝区（西昌、冕宁、德昌、会

理、会东、宁南）、大小凉山山原区（雷波、美姑、金

阳、昭觉、布拖、普格）、高山峡谷区（木里、盐源、甘

洛、越西、喜德）。丘陵河谷平坝区农村小学供水水

样微生物指标合格率高于高山峡谷区与大小凉山

山原区，合格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1）。

2.3 不同影响因素下微生物监测结果比较 比较

不同影响因素对凉山州农村小学生活饮用水微生

物指标合格率的影响：供水规模，大型（68.42%）＞

小型（34.53%）；卫生许可情况，无卫生许可证

（37.50%）＞有卫生许可（28.07%）；是否消毒，消毒

（62.26%）＞不消毒（33.60%）；消毒设备使用情况，

按要求使用（68.57%）＞偶尔使用（50.00%）＞无消

毒设备（33.71%）；以上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另外，不同水期类型、水源类型、饮水工

程类型的水样微生物指标合格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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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微生物合格率较低 凉山州受社会经济发展

和地理环境限制，大多数农村小学生活饮用水存在

安全问题。本次监测结果，2018年凉山州农村小学

生活饮用水微生物指标合格率为35.21%，其中菌落

总数合格率为 92.02% 、总大肠菌群合格率为

37.23% ，总大肠菌群合格率远低于成都市［10］

（97.5%）、四川省［11］（69.76%）、安徽省［12］（83.2%）和

云南省［13］（60.3%）。相关研究提示生活饮用水总大

肠菌群均值与伤寒、副伤寒发病率呈正相关［14］，水

表2 2018年凉山州农村小学生活饮用水不同因素微生物监测结果比较（n＝940）

影响因素

水期类型

丰水期

枯水期

水源类型

地下水

地表水

泉水

溪水

井水

其他

饮水工程类型

饮用水安全工程

自建设施供水

供水规模

大型

小型

卫生许可情况

无卫生许可

有卫生许可

是否消毒

消毒

不消毒

消毒设备使用情况

按要求使用

偶尔使用

无消毒设备

样本数

477

463

624

316

527

275

97

41

735

205

19

921

712

228

53

887

35

18

887

构成比/%

50.74

49.26

66.38

33.62

56.06

29.26

10.32

4.36

78.19

21.81

2.02

97.98

75.74

24.26

5.64

94.36

3.73

1.91

94.36

合格数

174

157

230

101

185

93

45

8

266

65

13

318

267

64

33

298

24

9

298

合格率/%

36.48

33.91

36.86

31.96

35.10

33.82

46.39

19.51

36.19

31.71

68.42

34.53

37.50

28.07

62.26

33.60

68.57

50.00

33.60

χ2值

0.680

2.205

9.981

1.412

9.374

6.731

18.017

19.814

P值

0.410

0.138

0.019

0.235

0.002

0.009

0.000

0.000

161



职业卫生与病伤 2020年6月第35卷第3期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Damage June 2020，Vol. 35，No.3

样微生物指标合格率与感染性腹泻、细菌性痢疾、

阿米巴性痢疾发病率呈负相关［15-16］；因此，改善学校

供水水质微生物状况，是提高凉山州农村小学饮用

水安全、预防学校介水传染病发病的关键。

3.2 微生物指标合格率影响因素较多 本次监测

结果各县（市）的合格率差异较大：排第 1位的越西

县与第3位的美姑县分别处于大小凉山山原区和高

山峡谷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而处于丘陵河

谷平坝区的宁南县、德昌县经济水平在凉山州排在

前列，但本次监测合格率排名靠后；西昌市作为凉

山州州府，亦是凉山州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本次监

测的合格率仅为29.73%；以上结果提示凉山州农村

小学生活饮用水微生物指标合格率的地区差异是

各地的地理气候环境、社会经济水平、供水工程水

处理能力及卫生监管力度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

结果。

凉山州农村小学生活饮用水微生物指标检测

结果受水期类型影响较小，主要是因为凉山州农村

小学供水以地下水源（泉水与井水）为主，地下水水

质受季节变化较小，且不易受人为活动污染；另一

方面，凉山州大部分地区处于高寒山区，丰水期升

温不明显，因此微生物适温繁殖导致水质较差这一

影响因素不明显［8］。

绝大部分凉山州农村小学供水工程的规模较

小，在水源保护、制水工艺、水质检测等方面均存在

不同程度的问题，导致水样微生物指标合格率较

低；仅有的少数大型供水工程提供水样的微生物指

标合格率较高，亦提示大型供水工程水处理工艺更

完善。凉山州农村小学生活饮用水供水有饮用水

安全工程与自建设施供水工程两类，两种供水类型

的水样微生物合格率均较低：学校自建设施供水多

直接引自泉水或井水，没有完整的净化设备。饮用

水安全工程以 20 m³/d以下规模的集中供水工程为

主，水源水量无法保障，基本未设置处理工艺和消

毒设施。

供水系统消毒处理是保障生活饮用水安全的

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本次监测结果合格率较低

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凉山州农村小学供水消毒处

理措施的缺位，仅 5.64%水样的供水系统设有消毒

设备，仅3.72%的水样按要求消毒，消毒水样微生物

合格率明显高于不消毒水样。 本次监测结果中仅

有 53份样品采取了消毒措施，其中 33份样品微生

物指标合格，提示农村供水系统消毒效率较低，这

与当地消毒设备老化、工作人员消毒技能掌握不熟

练等有关。有 75.74%水样的供水工程无卫生许可

证，而有卫生许可证供水工程提供的水样合格率仅

为28.07%，提示凉山州农村小学供水工程缺乏有效

的监督管理。

3.3 改善措施 有针对性地提高农村学校生活饮

用水微生物合格率，改善学生安全饮水情况。①要

做好水源防护工作：卫生、环保、水务、教育部门加

强沟通合作，共同划定水源保护区并完善水源保护

设施，加强对水源地周边居民的宣传教育；对新建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卫生部门及时介入选址建设审

查工作。②改善农村生活饮用水工程的硬件与软

件设施：各级政府应增加经费投入，完善农村学校

供水工程处理设施的配备，改进制水工艺；强化制

水人员生活应用水安全意识，并加强其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用水消毒相关技能培训［17］。③加强监督管

理，确保生活饮用水安全制度的全面落实：构建生

活饮用水水质卫生监测管理体系，完善监测网络；

加强卫生监督执法力度，核发卫生许可证，对从业

人员实行健康监护制度；农村各供水工程应落实安

全制水责任制，指定专人管理学校供水；学校要制

定并落实相应的卫生管理制度，并为在校学生提供

必需的安全饮水设施并开展相关健康教育［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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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预防控制】

2015-2017年泸州市死因漏报调查

吴田勇，雷智，张燕，刘玲，孙茂程，陈航

泸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 泸州 646000

［摘要］目的 了解泸州市死因监测系统死亡病例的漏报情况。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泸州市7个区县开

展2015-2017年死亡病例的回顾性漏报调查，采用国际死因分类法（ICD-10）进行死因分类。不同年份、地区、死亡年龄、性

别、区县、死亡原因的漏报率比较采用卡方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2015-2017年泸州市死亡漏报

率11.78%，城市死亡漏报率（15.55%）高于农村死亡漏报率（11.03%），死亡年龄中0～6岁年龄段死亡漏报率为20.57%，高

于其他年龄段死亡漏报率，死亡原因中传染病死亡漏报率为27.52%，高于其他死亡原因漏报率，7个县区中合江县死亡漏

报率（20.42%）最高。结论 2015-2017年泸州市死亡漏报率逐年降低，显示死因漏报情况明显改善，但日常监测中应加大

关注城市流动人口的死亡人群和0~6岁年龄组及传染病死亡人群。

［关键词］死因；漏报率；泸州市

［中图分类号］R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2X（2020）03-0164-04

Analysis of Under-reporting of Death Cases in Luzhou

City From 2015 to 2017

WU Tianyong，LEI Zhi，ZHANG Yan，LIU Ling，SUN Maocheng，CHEN Hang

Luzhou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Luzhou 646000，Sichu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under- reporting of death case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Luzhou City. Methods A stratified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under-

reporting of death cases in 7 counties of LuZhou City from 2015 to 2017. Causes of death were classified

using 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Causes of Death （ICD-10） . Chi-square tests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under- reporting death rates in different years， sexes and areas， and P＜0.05 was

considered 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The under-reporting death rate was 11.78% in Luzhou

City. The under-reporting death rate in urban is higher than that in rural. The under-reporting death

rate was 20.57% in children aged 0-6 years，which was highest in all ages. Among the causes of

death，the rate of missed diagnosis for infectious diseases was 27.52%，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for other death causes. The under- reporting rates of death cases was 20.42% in Hejiang county，

which are higher than other counties. Conclusion From 2015 to 2017， the under- reporting rate of

deaths has been decreasing in Luzhou City， indicating that the status of under- reporting death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However，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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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死亡原因、死亡水平和变化趋势能够反映

一个国家和地区人群健康状况和卫生保健水平。

死因监测数据是卫生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口

管理、制定卫生政策、优化卫生资源配置等方面均

可以提供重要依据［1］。死因监测数据的完整性和准

确性尤为重要，但在全人群死因监测系统的数据收

集中，仅仅只能对报告了的人群死亡信息进行核实

和分析，而对整个地区死亡信息的完整性分析尚未

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方式［2-3］。因此，死因漏报调查

成为弥补死亡监测数据完整性的重要方法。泸州

市自2012年开展全人群死因监测工作以来，虽然监

测工作质量逐年提高，报卡及时率与合格率均高于

95%以上，粗死亡率由 707/10 万上升至 774.46/10

万，但仍然存在死亡漏报现象。为准确评估泸州市

死因监测数据的完整性，估计漏报率，评估影响泸

州市死因监测工作的漏报原因，现对 2015-2017 年

泸州市监测系统死因漏报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校正

泸州市死亡报告率，进一步提升泸州市死因监测工

作质量。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本次调查中 2015-01-01/2017-12-

31死亡个案信息来源于抽样调查点的公安、民政、

村（居委会）、卫生计生等部门，死亡漏报者的文化

程度、职业、死亡地点、生前最高诊断单位、生前最

高诊断依据等信息由调查员入户调查获得，2014-

2017年人口数据来源于各调查村（居委会）。

1.2 方法

1.2.1 抽样方法 泸州市共有7个区县144个乡镇/

街道。本次开展死因漏报调查的区县共 7个，采用

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每个区县从粗死亡率

最接近全县区平均水平的 3 个乡镇/街道中随机抽

取2个行政村/居委会，抽中的行政村/居委会中所有

家庭均为调查家庭，调查家庭中凡是在该地区居住

满6个月以上的均为调查对象。

1.2.2 研究内容 收集抽中行政村/居委会自2015-

01-01/2017-12-31 期间所有的死亡个案的姓名、性

别、死亡年龄、身份证号码、家属联系电话、死亡原

因等信息，并与人口死亡信息登记管理系统数据进

行匹配，确定是否漏报。

1.3 质量控制 抽样由泸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统一完成，通过核对、查重和补漏，保证死亡名单的

准确性，并录入漏报调查系统，与平时报告的人口

死亡信息登记管理系统死亡名单采用多变量进行

匹配，减少人为误差。

1.4 统计分析 数据处理和统计采分别采用

Excel 2007 软件和 SPSS 24.0 软件。不同年份、地

区、年龄组、性别、区县、死亡原因的漏报率比较采

用卡方检验。

2 结果

2.1 死亡漏报总体情况 2015-2017年泸州市共计

调查覆盖常住人口2 186 936人，调查死亡人口19 780

例，调查死亡率 904.46/10万，经入户核查确定死亡

漏报数 2 331 例，死亡漏报率 11.78%。其中 2015-

2017 年 死 亡 漏 报 率 分 别 为 14.86% 、10.88% 和

9.61%，漏报率逐年降低，3年间死亡漏报率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χ2＝95.62，P＜0.05）（表1）。

表1 2015-2017年泸州市死亡漏报情况

年份

2015

2016

2017

调查死亡数

6 630

6 500

6 650

漏报数

985

707

639

漏报率/%

14.86

10.88

9.61

χ2值

95.62

P值

0.00

2.2 不同组间死亡漏报率比较 本次调查结果显

示，2015-2017 年泸州市女性死亡漏报率（12.10%）

高于男性（11.58%），不同性别间死亡漏报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χ2＝1.264，P＞0.05）。死亡年龄分为 5

个年龄阶段，其中 0～6 岁死亡年龄组漏报率最高

（20.57%），且不同死亡年龄段的死亡漏报率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χ2＝56.78，P＜0.05）。本次调查共计调查

城市地区3 299例，调查农村地区16 481例，城市地

区与农村地区死亡漏报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54.00，P＜0.05），农村地区死亡漏报率低于城市地

区（表2）。

the age group of 0-6 years and the popula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 deaths in daily monitoring.

Key words death causes；under-reporting rate；Lu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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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不同区县之间漏报率比较 本次调查涵盖泸

州市所有区县，其中合江县死亡漏报率最高

（20.42%），不同县区之间死亡漏报率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χ2＝309.783，P＜0.05）（表3）。

2.4 不同死亡原因漏报率比较 调查发现，2015-

2017年泸州市不同死亡原因漏报率排名前五的疾

病依次为：传染病（27.52%）、精神障碍疾病（25.00%）、

肌肉骨骼系统和结缔组织疾病（22.68%）、血液及造

血免疫疾病（18.67%）和呼吸系统疾病（17.01%），且

各系统疾病间漏报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965.11，P＜0.05）（表4）。

表3 2015-2017年泸州市各县区死亡漏报情况

县（区）

江阳区

龙马潭区

纳溪区

泸县

合江县

叙永县

古蔺县

χ2值

P值

调查死亡数

2 297

1 010

1 568

10 954

1 577

1 177

1 197

漏报数

372

143

228

929

322

190

147

漏报率/%

16.20

14.16

14.54

8.48

20.42

16.14

12.28

309.783

＜0.05

表4 2015-2017年泸州市不同死亡原因漏报情况

死亡原因

传染病

精神障碍疾病

肌肉骨骼系统和结缔组织疾病

血液及造血免疫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

神经系统疾病

心脏病

消化系统疾病

其他疾病

脑血管病

恶性肿瘤

伤害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内分泌营养代谢病

诊断不明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调查死亡数

109

44

97

75

2 593

59

1 487

487

186

2 870

3 056

1 332

165

291

6 842

漏报数

30

11

22

14

441

10

249

80

30

427

435

173

21

37

351

漏报率/%

27.52

25.00

22.68

18.67

17.01

16.95

16.75

16.43

16.13

14.88

14.23

12.99

12.73

12.71

5.13

表2 2015-2017年泸州市不同组间死亡漏报情况

项目

性别

男

女

死亡年龄/岁

0～

7～

15～

46～

≥65

地区

城市

农村

调查死亡数

11 981

7 799

141

91

922

4 462

14 164

3 299

16 481

漏报数

1 387

944

29

16

126

489

1 671

513

1 818

漏报率/%

11.58

12.10

20.57

17.58

13.67

10.96

11.80

15.55

11.03

χ2值

1.264

56.78

54.00

P值

＞0.05

0.00

0.00

166



职业卫生与病伤 2020年6月第35卷第3期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Damage June 2020，Vol. 35，No.3

3 讨论

2015-2017 年泸州市死亡漏报率整体逐年降

低，应与三年来泸州市在不断推进全民预防保健和

健康城市建设有关，死因监测工作相关指标纳入了

泸州市健康城市建设评价体系，不断的强化死因监

测工作重要性，也说明了近年的工作举措是有效

的。2015-2017年泸州市监测系统总人群的粗漏报

率为 11.78%，高于成都市 2013-2014年监测人群的

漏报率［4-5］，低于内江市 2015-2017年监测人群漏报

率［6］，也低于全国2006-2008年死亡总漏报率［5］。降

低死亡漏报，提高死亡监测数据的完整性与真实

性，对于一个地区的期望寿命分析、疾病负担研究

等健康指标的计算具有重要意义［7］。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城市人群死亡漏报率高于农

村，可能与城市地区流动人口较大，居住复杂，且泸州

市的省级综合医疗机构均集中在城区，加大了死因监

测工作的管理等情况［8］。0～6岁死亡年龄组死亡漏报

率高于其他年龄组，分析原因可能与大部分新生儿暂

未上报户口，以至于新生儿死亡无需注销，当地公安

等部门难于管理，并且大部分死者家属不愿意主动上

报相关死亡信息。提示在日常监测中要着重关注城

市流动人口和0～6岁年龄组死亡人群。

传染病死亡漏报率高于其他死亡原因，分析原

因可能与诊断单位有关，由于基层医疗机构能力有

限，往往无法诊断报告，因此传染病的诊断救治主要

集中在县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而在泸州市以往的

调查及相关文献均显示，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的传

染病死亡病例漏报较多，明显高于县级以下医疗机

构［7］，提示在往后的工作中应加强传染病等疾病诊断

的培训，加强基层医疗机构诊断能力，同时加强县级

以上医疗机构的监督指导，减少传染病漏报的发生。

本次研究通过回顾性调查分析了泸州市死因

监测的漏报情况，为合理制定泸州市死因报告工作

提供了科学依据。建议在今后的工作中，一方面要

加强重点人群、重点地区的死因监测工作；另一方

面当地还要进一步加强对死因监测工作的重视，将

监测工作纳入目标考核，加强报告单位责任心，卫

生健康部门要积极协调与民政、公安等部门，落实

死因信息数据交换，确保死亡信息的多途径收集，

让本地区死因监测工作质量，再上一个台阶。但本

次研究由于受财力、物力等影响，对死因报告工作

人员的认知、报告医疗机构级别等因素未能纳入漏

报的影响因素分析，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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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2015-2017年泸州市不同死亡原因漏报情况

死亡原因

产科疾病

围生期疾病

χ2值

P值

排名

16

17

调查死亡数

43

44

漏报数

0

0

漏报率/%

0.00

0.00

965.1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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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预防控制】

2018年绵阳市健康人群麻疹、风疹IgG抗体水平
监测结果分析

凡娅，何奇文，刘友全，文献英

绵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 绵阳 621000

［摘要］目的 了解绵阳市健康人群麻疹、风疹 IgG 抗体水平，评价预防接种工作质量，为麻疹防控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按照年龄组分层随机抽样，全市共调查2 107人。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检测麻疹、风疹 IgG抗体。运用χ2

检验进行相关统计学分析。结果 绵阳市健康人群麻疹、风疹 IgG抗体阳性率分别是73.09%、54.03%。0岁～组麻疹、风

疹 IgG抗体阳性率最低，分别为26.73%和22.77%；最高是1岁～组，分别是90.49%、84.26%。不同性别麻疹、风疹 IgG抗体

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649、3.045，P＞0.05）。接种2剂次及以上与无免疫史及接种1剂次人群麻疹、风疹 IgG抗

体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风疹类疫苗不同接种剂次的 IgG抗体阳转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

论 绵阳市健康人群尚未形成预防麻疹、风疹的有效免疫屏障，需加强常规免疫规划工作，及时为适龄儿童提供预防接

种，加强疫苗管理，确保冷链运转正常。

［关键词］麻疹；风疹；IgG抗体

［中图分类号］R1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2X（2020）03-0168-05

Monitoring Result of Measles and Rubella IgG Antibody Levels

in Healthy Population in Mianyang City in 2018

FAN Ya，HE Qiwen，LIU Youquan，WEN Xianying

Mianyang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Mianyang 621000，Sichu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measles and rubella IgG antibody levels of healthy population

in Mianyang City and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vaccin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measle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thods The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was conducted according to

age group，a total of 2 107 people were involved in this stud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was used to detect measles and rubella IgG antibodies. The chi- square test was used to

conduct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The positive rates of measles and rubella IgG antibody were

73.09% and 54.03%，respectively. The IgG antibody positive rates of measles and rubella in the 0-

year-old group were the lowest，which were 26.73% and 22.77%， respectively. The IgG antibody

positive rates were highest in 1- year- old group，which were 90.49% for measles and 84.26% for

rubella.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IgG antibody positive rate of measles and rubella

between different genders （P＞0.05） . The measles and rubella IgG antibody of those who had two

or more doses of vaccin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ose without immunizatio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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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ne dose of vaccine （P＜0.05） .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ositive conversion

rate of IgG antibody in different doses of rubella vaccine （P＞0.05） . Conclusion There is no

effective immune barrier to prevent measles and rubella in the healthy population of Mianyang City.

It is imperative to strengthen routine immunization planning，provide timely vaccination to children

of appropriate age，strengthen vaccine management，and ensure that the cold chain operate normally.

Key words Measles；rubella；IgG antibody

2005 年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确定实现

2012年消除麻疹目标。自2008年起，绵阳市多次组

织开展麻疹类疫苗的强化免疫及查漏补种工作，麻

疹发病虽明显下降却一直未达到消除麻疹标准，风

疹发病出现上升趋势。2018年麻疹、风疹报告发病

率分别是0.372 2/10万、0.082 7/10万，较上年同期增

长 155.807 6%、297.596 2%［1］。为评价绵阳市健康

人群对麻疹、风疹病毒的抵抗能力及预防接种工作

质量，为防控麻疹提供科学依据，组织开展了健康

人群麻疹风疹抗体水平监测工作。现将结果报告

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根据四川省及绵阳市《2018年健康人群

免疫水平监测方案》要求，结合麻疹、风疹类疫苗起

始接种月龄，分为0岁～，8月龄～、1岁～、3岁～、5

岁～、7岁～、15岁～、≥20岁8个年龄组，全市11个

县市区均作为监测地区，各年龄组随机抽取 20～

30 人作为监测对象。共计采集到合格血清标本

2 107份。

1.2 监测方法 对每个监测对象进行编号、登记，

0～14岁人群完成免疫史相关调查。每个监测对象

抽取 4～5 ml全血进行血清分离，分离后的血清转

入 2 ml的外螺旋血清管，血清量不少于 1 ml，在－

20 ℃冰箱暂时存放，梓潼县采集的样本送四川省疾

控中心实验室进行检测，其余县（市、区）样本送绵

阳市疾控中心实验室进行检测。

1.3 检测方法及试剂 检测指标为麻疹和风疹的

IgG 抗体。采用 virion/serion 试剂。检测方法为酶

联免疫法（ELISA）。

1.4 判定标准 麻疹 IgG 抗体＞200 mIU/ml 为阳

性，风疹 IgG抗体＞20 IU/ml为阳性。

1.5 相关定义 阳性率：调查某人群中具有某种疾

病保护抗体水平的人数占调查人数的百分比。阳

转率：接种某疫苗后血清抗体阳性人数占接种该疫

苗总人数的百分比。

1.6 统计分析 运用Excel 2007数据表进行数据

整理，SPSS 19.0软件统计进行分析，分类资料比较

用χ2检验，检验水准为α＝0.05。

2 结果

2.1 不同地区抗体监测结果 本次调查2 107例健

康人群，麻疹IgG抗体阳性率是73.09%（1 540/2 107），

风疹 IgG抗体阳性率是54.63%（1 151/2 107）。不同

地区麻疹抗体、风疹抗体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分别有χ2＝78.363、73.987、P 均＜0.05），其中麻疹

IgG抗体阳性率最高的是平武县85.00%（119/140），

最低的是江油市54.93%（117/213）；风疹 IgG抗体阳

性率最高的是梓潼县 68.10%（143/210），最低的是

江油市35.68%（76/213）（表1）。

2.2 不同年龄监测结果 0 岁～组麻疹、风疹 IgG

抗体阳性率最低，分别是 26.73%（27/101）、22.77%

（23/101）。最高是 1 岁～组，分别是 90.49%（276/

305）、84.26%（257/305）。不同年龄麻疹、风疹 IgG

抗体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16.8、257.8，P

均＜0.05）（表2）。

2.3 不同性别监测结果 本次检测男性标本 992

份，女性标本 1 115 份，麻疹抗 IgG 体阳性率男性

71.77%（712/992）、女性 74.26%（828/1 115），风疹

IgG 抗体阳性率男性为 52.62%（522/922），女性为

54.63%（629/1 115），不同性别麻疹、风疹 IgG抗体阳

性率差异均无统计意义（χ2＝1.649、3.045，P均＞0.05）

（表3）。

2.4 不同免疫史麻疹、风疹 IgG抗体结果 本次调

查对象有 1剂次及以上麻疹、风疹类疫苗免疫史的

为54.20%（1 142/2 107）。接种2剂次麻疹类疫苗抗

体阳转率最高为82.89%（717/865），接种1剂次风疹

类疫苗风疹抗体阳转率最高为 65.10%（194/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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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涪城区

游仙区

科学城

高新区

三台县

盐亭县

安州区

梓潼县

北川县

平武县

江油市

合计

检测数/例

210

210

130

208

211

210

224

210

141

140

213

2 107

麻疹 IgG

阳性数/例

165

132

101

155

176

143

174

155

103

119

117

1 540

阳性率/%

78.57

62.86

77.69

74.52

83.41

68.10

77.68

73.81

73.05

85.00

54.93

73.09

风疹 IgG

阳性数/例

134

93

82

111

127

104

119

143

76

86

76

1 151

阳性率/%

63.81

44.29

63.08

53.37

60.19

49.52

53.13

68.10

53.90

61.43

35.68

54.63

表1 绵阳市不同地区健康人群麻疹、风疹 IgG抗体监测结果

年龄组/岁

0月龄～

8月龄～

1～

3～

5～

7～

15～

≥20

合计

检测数/例

101

192

305

299

304

310

298

298

2 107

麻疹 IgG

阳性数/例

27

80

276

269

240

212

200

236

1 540

阳性率/%

26.73

41.67

90.49

89.97

78.95

68.39

67.11

79.19

73.09

风疹 IgG

阳性数/例

23

66

257

207

146

117

149

186

1 151

阳性率/%

22.77

34.38

84.26

69.23

48.03

37.74

50.00

62.42

54.63

表2 绵阳市不同年龄组健康人群麻疹、风疹 IgG抗体检测结果

性别

男性

女性

合计

检测数/例

992

1 115

2 107

麻疹 IgG

阳性数/例

712

828

1 540

阳性率/%

71.77

74.26

73.09

风疹 IgG

阳性数/例

522

629

1 151

阳性率/%

52.62

56.41

54.63

表3 绵阳市不同性别健康人群麻疹、风疹抗体 IgG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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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接种剂次麻疹、风疹抗体阳转率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χ2＝39.092、52.699，P均＜0.05），接种1剂次和 2

剂次风疹类疫苗风疹抗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

2.278，P＝0.131）（表4）。

2.5 0～14岁人群麻疹、风疹类疫苗接种情况 本

次监测 0～14岁人群共计 1 511人，3～14岁人群麻

疹类疫苗 2剂次接种率是 85.98%（785/913）；8月龄

～14 岁人群 1 剂次及以上风疹疫苗接种率是

83.40%（1 176/1 410）。 8 月龄～14 岁人群中有

16.24%（229/1 410）和 16.60%（234/1 410）的人群无

麻疹、风疹类疫苗免疫史。其中 8 月龄～人群有

54.69%（105/192）无麻疹、风疹类疫苗免疫史。不同

年龄麻疹、风疹类疫苗接种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 088.000、996.700，P均＜0.05）（表5）。

接种剂次

0剂次和不详

1剂次

2剂次

≥3剂次

合计

麻疹 IgG

检测数/例

965

243

865

34

2 107

阳性数/例

610

186

717

21

1 534

阳转率/%

63.21

76.54

82.89

61.76

72.80

风疹 IgG

检测数/例

990

298

810

9

2 107

阳性数/例

466

194

487

1

1 148

阳转率/%

47.07

65.10

60.12

11.11

54.49

表4 绵阳市不同免疫史健康人群麻疹、风疹抗体 IgG结果

年龄组/岁

0月龄～

8月龄～

1～

3～

5～

7～14

合计

调查数/例

101

192

305

299

304

310

1 511

麻疹类疫苗接种/剂次

0

99.01

54.69

4.92

4.01

9.21

22.26

21.77

1

0.99

45.31

37.05

1.67

1.64

2.90

14.56

2

0.00

0.00

58.03

93.98

88.82

68.06

62.14

≥3

0.00

0.00

0.00

0.33

0.33

6.77

1.52

风疹类疫苗/剂次

0

99.01

54.69

4.92

4.01

10.53

22.58

22.10

1

0.99

45.31

37.05

2.34

1.64

13.23

16.81

2

0.00

0.00

58.03

93.65

85.86

60.00

59.83

≥3

0.00

0.00

0.00

0.00

1.97

4.19

1.26

表5 绵阳市14岁及以下人群麻疹风疹类疫苗不同剂次接种率/%

3 讨论

人群抗体水平是评价疫苗接种效果及人群对

预防某种传染病的抵抗能力的重要指标［2］。本次监

测结果显示：绵阳市健康人群麻疹抗体 IgG阳性率

是 73.09%，风疹 IgG抗体阳性率是 54.63%，低于国

内及四川省其他地区水平［3-6］。地势偏远、免疫规划

工作相对薄弱、麻疹风疹报告发病率低的地区抗体

阳性率却相对较高，考虑与自然感染而疾病监测敏

感性低有关。接种2剂次麻疹类疫苗后麻疹 IgG抗

体阳转率是 82.89%，接种 2 剂次风疹疫苗后风疹

IgG抗体阳转率是 60.12%，低于免疫成功率要达到

85%的指标要求［2］，尚未形成有效免疫屏障，提示绵

阳市的麻疹、风疹防控工作面临巨大风险和挑战。

0岁～组麻疹、风疹 IgG抗体阳性率最低，分别

是26.73%和22.77%，证明了母传抗体不足以保护该

年龄段儿童不受麻疹、风疹病毒的侵害。1岁～组，

麻疹、风疹 IgG 抗体阳性率最高，分别是 90.49%、

84.26%。0～3岁组抗体阳性率随年龄的增加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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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与该年龄段麻疹风疹类疫苗接种率逐年提高

有关。5岁～以后抗体阳性率波动考虑与抗体水平

衰减及自然感染有关。有研究报道国产风疹疫苗

抗体保护性水平理论上可维持 6 年［7］。麻疹 IgG

抗体阳转率在≥20岁组、风疹 IgG抗体阳转率在 15

岁～组开始有升高，考虑是由于免疫记忆存在，再

次感染麻疹和风疹病毒后刺激产生保护性免疫

应答［8］。不同性别麻疹、风疹 IgG抗体阳性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与宁波报道［9］一致，与上海报道不一

致［10］。

麻疹疫苗接种2剂次麻疹 IgG抗体阳转率最高

（82.89%），风疹类疫苗接种 1剂次的抗体阳转率最

高（65.10%），接种 2剂次及以上抗体阳转率却下降

的现象需要进一步评估分析。我国国家免疫规划

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中规定：麻疹风疹类疫苗

起始接种年龄是 8月龄，扩免后出生的≤14岁适龄

儿童，至少接种 2剂次含麻疹成分疫苗和 1剂次含

风疹成分疫苗［11］。本次调查3～14岁人群全程2剂

次及以上麻疹类疫苗的接种率是 85.98%，8月龄～

14岁人群1剂次及以上风疹疫苗接种率是83.40%，

低于消除麻疹行动方案中要求的 95%的标准［12］。

有 16.24%和 16.60%的人群无麻疹、风疹疫苗免疫

史，其中 8 月龄～1 岁人群无相关疫苗免疫史的是

54.69%，与疫苗供应不及时有关。其他年龄组免疫

空白暴露出全市在查漏补种及学校预防接种证查

验工作中还存在薄弱环节，接种率偏低是影响麻

疹、风疹 IgG抗体阳性率的原因之一。

本次健康人群抗体水平监测结果反映出当地

麻疹风疹疫情防控形式严峻，存在麻疹、风疹疫情

暴发和扩散的可能性。建议各级药监部门，严格把

控疫苗质量关，确保疫苗有效性。加强疫苗采购和

供应的管理，满足基层接种单位的日常接种需要，

确保接种及时性。加强免疫规划工作的督查和指

导，重点关注疫苗冷链管理、接种操作的规范性。

落实学校预防接种证查验及查漏补种工作，确保 2

剂次麻疹风疹类疫苗的接种率≥95%。针对抗体水

平逐年衰减及母传抗体水平低问题，建议将育龄期

妇女加强接种1剂次麻疹风疹类疫苗纳入国家免疫

规划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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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预防控制】

2019年成都市武侯区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结果分析

鲁斌，朱涛英，吴明菊，叶霄霄

成都市武侯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都 610041

［摘要］目的 了解2019年成都市武侯区报告的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AEFI）发生特征，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监测、

报告、处置提供依据。方法 运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对2019年成都市武侯区中国免疫规划监测信息系统中报告的AEFI

监测病例数据资料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2019年成都市武侯区AEFI病例报告发生率为 7.42/万（466/628 182），

AEFI 反应分类为一般反应占 77.25%、异常反应占 13.09%；AEFI 发生率前 3 位的疫苗分别为 DTaP-IPV-Hib 五联疫苗

（4.93‰）、DTap-Hib四联疫苗（3.04‰）、23价肺炎疫苗（2.78‰）；89.91%（419/466）的AEFI发生时间在疫苗接种后0~1 d发

生，86.89%的异常反应是过敏反应性皮疹。结论 应进一步加强AEFI监测，重点关注疫苗接种后1 d内儿童健康状况，加

大AEFI培训和健康教育。

［关键词］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疫苗；免疫规划

［中图分类号］R1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2X（2020）03-0173-04

Monitoring Results of Adverse Events Following Immunization

of Wuhou District in Chengdu City in 2019

LU Bin，ZHU Taoying，WU Mingju，YE Xiaoxiao

Wuhou District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hengdu 610041，Sichu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occurrence characteristics of adverse events following immunization

（AEFI） in 2019 in Wuhou，Chengdu City，in order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monitoring，reporting

and disposing of AEFI prevention. Methods The AEFI case reported in Wuhou District in 2019

were collected from China Immunization Planning Information Monitoring System and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epidemiological method. Results The incidence rate of AEFI was 7.42 per 10 000

（466/628 182） . Of all AEFI cases， 77.25% cases were general reactions and 13.09% were

abnormal reaction. The top three vaccines involved in AEFI were DTaP-IPV-Hib （4.93‰），DTap-

Hib （3.04‰） and pneumonia vaccine （2.78‰） . The AEFI commonly occurred within one day

after vaccination （89.91% ， 419/466） and mainly were allergic rash （86.89%） . Conclusion The

monitoring of AEFI must to be strengthened. Children’s health should be focused within one day after

vaccination. Training and health education of AEFI should be reinforced.

Key words AEFI；vaccine；immunization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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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adverse event following

immunization，AEFI）是指在预防接种后发生的怀疑

与预防接种有关的反应或事件［1］，异常反应具有发

生率低、临床症状较重、极少数可能留有永久性损

害、由疫苗本身固有性质引起等特点。由于乙肝疫

苗事件、山东疫苗事件的发生对疫苗接种造成一定

的负面影响，以及《疫苗管理法》的正式实施，疑似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为了解

成都市武侯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发生特征，本研究

对 2019年武侯区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数据

进行分析，以期为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监测、报

告、处置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病例

个案调查数据信息来源于中国免疫规划监测信息

系统2019-01-01/12-31成都市武侯区报告的疑似预

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病例（统计原则为按报告日

期、现住地址统计），疫苗实际接种剂次数据信息来

源于四川省免疫规划信息系统。

1.2 方法 通过中国免疫规划监测信息系统收集

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病例个案调查数据资

料，主要有临床资料（包括年龄、性别、出现异常反

应时间、反应分类、既往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史、有无

基础疾病等既往健康状况、家族史、过敏史、主要症

状和体征、有关的实验室检查结果、已采取的治疗

措施和效果等），预防接种资料（包括第一可疑疫苗

种类、生产企业、批号、出厂日期、有效期、同批次疫

苗的感官性状、接种时间和地点、接种实施情况、接

种同批次疫苗其他人员的反应情况），诊断资料（疑

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诊断分类、临床诊断类型等）。

1.3 统计分析 运用Excel 2007软件对数据进行

描述性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报告发生率 2019年成

都市武侯区接种疫苗 628 182 剂次，共报告疑似预

防接种异常反应病例 466 例，报告发生率为 7.42/

万。经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诊断小组最终诊断为

异常反应的有61例，占报告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病例的13.09%。

2.2 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分类 依据临床诊断、

实验室检查和流行病学调查，466例疑似预防接种

异常反应病例最终诊断为：一般反应 360 例

（77.25%），偶合症例 45例（9.66%），异常反应 61例

（13.09%）。其中严重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5 例

（偶合症1例，异常反应4例）；异常反应中，2例为过

敏性休克，1例为血小板减少症，1例为抽搐。按接

种单位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报告数量统计，一般

反应报告中位数为 22例，偶合症中位数为 5例，异

常反应中位数为7例。

2.3 不同疫苗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构成比 466

例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病例涉及38种疫苗（以第

一可疑疫苗统计），构成比居前 5位的疫苗分别是：

百白破（无细胞）疫苗 64 例（13.73%）、DTap-Hib 四

联疫苗 52 例（11.16%）、DTaP-IPV-Hib 五联疫苗 29

例（6.22%）、23 价肺炎疫苗 27 例（5.79%）和白破疫

苗24例（5.15%）。被诊断为一般反应的疑似预防接

种异常反应病例中，百白破（无细胞）疫苗报告病例

最多，为 59例，占一般反应的 16.39%（59/360）。最

终诊断为异常反应的病例中，麻风疫苗引起为最

多，为15例，占异常反应的24.59%（15/61）。

2.4 疫苗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发生率 以 2019

年武侯区各种疫苗实际接种剂次数量为分母，以第

一可疑疫苗引起的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病例数

量为分子，计算不同疫苗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发

生率。不同疫苗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发生率依

次为：DTaP-IPV-Hib 五联疫苗 4.93‰（29/5 882）、

DTap-Hib四联疫苗3.04‰（52/17 105）、23价肺炎疫

苗2.78‰（27/9 712）、13价肺炎疫苗2.00‰（5/2 500）、

白破疫苗1.78‰（24/13 483）。

2.5 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病例分布 报告的疑

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病例年龄主要集中在0岁组和

1岁组，分别是 154例和 167例，占报告病例总数的

68.88%，其中又以 8 月龄、18 月龄和 19 月龄报告

病例较集中；男性 244例、女性 222例，男女性别比

1.10∶1；全年均有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报告，其

中 5～8月报告例数较多，2月报告例数最少。

2.6 接种时间与出现反应时间间隔分布 419例疑

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病例在接种后 0～1 d 发生

（89.91%），33例在接种后 2～3 d发生（7.08%），7例

在接种后4～7 d发生（1.50%），2例在接种后8～14 d

发生（0.43%），5例在接种后≥15 d发生（1.07%）。

2.7 临床诊断分布 一般反应中，临床症状多以发

热、红肿、硬结为主；偶合症中，最常见仍为上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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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感染；异常反应中，临床诊断最多为过敏反应导

致的各种皮疹 53例（86.89%），过敏性休克 2例，无

菌性脓肿1例，轮状病毒腹泻2例，蜂窝织炎1例，抽

搐1例，血小板减少症1例。

2.8 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指标完成质量 疑

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48 h 内报告率 100.00%（466/

466）、48 h内调查率 99.07%（106/107）、个案调查表

3日内报告率 98.13%（105/107）、AEFI分类率 100%

（466/466）、个案调查表关键项目完整率 100.00%

（107/107），均达到《全国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

测方案》监测指标要求。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个

案报告中，存在报告质量问题的个案比例为 6.44%

（30/466），报告质量问题依次为：病例报告中信息逻

辑错误 46.67%（14/30）、基本信息填写错误 30.00%

（9/30）、疫苗相关信息填写错误20.00%（6/30）、病例

诊断与临床症状不相符3.33%（1/30）。

3 讨论

3.1 2019 年成都市武侯区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

应病例报告发生率为 7.42/万，较 2018 年（433 例）

增加 7.62%，高于 2017 年成都市锦江区报告发生

率（6.2/万）［2］、2015 年成都市成华区报告发生率

（5.1/万）［3］。由疫苗本身所固有的特性引起的一般

反应（主要有发热和局部红肿），占疑似预防接种异

常反应病例报告总数的 77.25%，低于陈会红等［4］、

陈茂芳等［5］类似研究报告的一般反应比例，原因可

能为家长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处理意识提高，

发生一般反应后进行自行处置，未及时向预防接种

门诊报告，或接种门诊医生接报后认为反应较轻未

及时上报。

3.2 从不同疫苗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报告发生

率来看，DTaP-IPV-Hib五联疫苗和DTap-Hib四联疫

苗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报告发生率最高，除与联

合疫苗本身特性有关外，可能与监护人在接种自费

二类疫苗后，更加关注出现的不良反应而主动向接

种门诊报告有关［6］。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报告

发生率集中在 0～1岁，并以 8月龄、18月龄和 19月

龄报告病例较集中，这与疫苗接种年龄和接种剂次

基本一致。全年 5-8 月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报

告例数最多，2 月报告例数最少，原因一方面与不

同季节接种剂次数和夏季气温相对较高有关，另一

方面可能与夏季患儿穿着衣物少，局部红肿、硬结

等相关反应更容易被及时发现有关，与其他地区报

道一致［7-8］。

3.3 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病例分类中异常反应

比例仍高于《全国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方

案》要求（6%～8%），2019年我区报告的疑似预防接

种异常反应病例中异常反应（13.09%），高于2018年

的10.16%，个别接种单位异常反应报告比例仍然较

大，最高达到 29.41%。原因可能是两方面：①由于

近年来“预防接种家长课堂”的普及，提高了家长对

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处理意识，在发生一般反

应后对受种者自行处理，未告知预防接种单位；②
预防接种单位可能存在报告意识不强，存在漏报情

况，导致网报总病例数减少，从而造成异常反应比

例相对增高。提示下一步应加强预防接种单位疑

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方案的培训学习和现场

指导，杜绝漏报情况发生，同时应积极开展疑似预

防接种异常反应病例主动监测，一方面加强家长健

康教育宣传，接种完毕后嘱咐家长发生疑似预防接

种异常反应及时电话报告预防接种门诊，另一方面

接种医生在预检登记时询问上一次接种疫苗后疑

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发生情况，如有疑似预防接

种异常反应发生但未报告的，及时补报。

3.4 绝大多数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发生时间在

疫苗接种后 0～1 d 发生（89.91%），与国内其他相

关研究结果一致［9-10］。国家免疫规划程序规定 0～

1 d 年龄新生儿接种疫苗为首针乙肝疫苗和卡介

苗，据国家免疫规划报表统计，2019年武侯区 0～1

d年龄新生儿接种首针乙肝疫苗和卡介苗共43 292

剂次，占同年总接种疫苗剂次的 6.89%，提示疫苗

接种后 0～1 d是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发生的主

要时段，应重点密切关注疫苗接种后 1 d内儿童健

康状况。异常反应中，过敏反应导致的各种皮疹最

常见（86.89%），提示应加大预防接种医生和儿科

临床医生培训，正确认识和诊疗预防接种相关过敏

反应皮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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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预防控制】

重庆市PM2.5与心脑血管疾病急诊人数相关性研究

张 彬

重庆市人民医院急诊科，重庆 400013

［摘要］目的 分析PM2.5与重庆市某三甲医院心脑血管疾病急诊人数的相关关系。方法 收集2017-01-01/2018-12-01重

庆市某三甲医院心脑血管事件急诊病例，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冠心病、心律失常、心衰和脑血管疾病，收集相同时间段重庆

市空气污染数据，包括大气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可吸人颗粒物（PM2.5）浓度。采用广义相加模型（GAM）来探

索两者的关系。结果 当日PM2.5每升高10 μg/m3，会使总心脑血管疾病、冠心病、心律失常、心衰和脑血管疾病的急诊人

数增加，其 RR 值分别为 1.006（95%CI：1.003～1.016）、1.004（95%CI：0.995～1.012）、1.002（95%CI：0.985～1.014）、1.011

（95%CI：0.997～1.023）、1.002（95%CI：0.991～1.009），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M2.5滞后3 d，累积前2 d和累积前3 d的PM2.5

均能使总脑血管疾病、心衰和脑血管疾病的入院人数增加，但差异无统计学差异（P＞0.05）。在日均温度和日均相对湿度

最高的百分位数区间，PM2.5浓度每升高10个单位，总心脑血管事件分别上升1.012（95%CI：1.005～1.019）倍和1.009（95%

CI：1.002～1.021）倍。结论 本研究结果提示大气PM2.5浓度升高与重庆市心脑血管疾病急诊人数增加有一定关联，且气

象因素对其关联有一定影响。

［关键词］心脑血管疾病；PM2.5；广义相加模型

［中图分类号］R54；X5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2X（2020）03-0176-06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M2.5 and the Number of Emergency

Patients With CVDs in Chongqing City

ZHANG Bin

Department of Emergency，Chongqing People’s Hospital，Chongqing 400013，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M2.5 and the number of emergency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CVDs） in a tertiary grade- A hospital in Chongqing.

Methods Emergency cases of CVDs including cardiovascular diseas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rrhythmia，heart failure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were collected from a tertiary grade-A hospital

from 2017-01-01 to 2018-12-01 in Chongqing. The air pollution data included the concentration of

SO2，NO2 and PM2.5 was collected at the same time. The generalized additive model （GAM）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Result Every 10 ug/m3 increase in PM2.5 concentration

on the same day would increase the number of emergency patients with total CVDs，coronary heart

disease，arrhythmia，heart failure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the RR values was 1.006 （95%CI：

1.003- 1.016）， 1.004 （95% CI： 0.995- 1.012）， 1.002 （95% CI： 0.985- 1.014）， 1.011 （95% CI：

0.997-1.023） and 1.002 （95%CI：0.991-1.009），

respectively. However， the difference was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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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 cumulative effects from the same day to the next 2 days and 3 days of

PM2.5 could increase the number of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total CVDs， heart failure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 Every 10

units increase in PM2.5 concentration， the number of CVDs hospitalized patients would increase at

the highest quantile of daily average temperature and daily average relative humanity with RR for

1.012 （95%CI：1.005-1.019） and 1.009 （95%CI：1.002-1.021），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increase of ambient PM2.5 concentration is related to the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emergency patients with CVDs in Chongqing and meteorological factors have a certain impact on

their association.

Key words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PM2.5；generalized additive model

空气污染的监测和控制已成为全球环境保护

工作的重点，空气污染也被认为是世界环境健康的

主要威胁［1］。与此同时，空气污染也已成为我国环

境污染相关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其中细颗粒

物（PM2.5）是造成中国空气污染的主要因素，在许多

城市造成居民死亡风险增加［2-3］。国内外相关研究

显示，PM2.5浓度升高可以诱发心肌梗死的发生，增

加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风险［4-5］。不仅如此，PM2.5

浓度升高会增加救护车的调度数量，使医院急诊入

院人数增加，导致医院病床紧张［6-7］。重庆市作为西

南重镇，随着工业和经济发展，空气污染状况尤其

是 PM2.5不容乐观［8］。本研究采用时间序列相关方

法分析PM2.5与重庆市某三甲医院心脑血管急诊病

人人数的相关关系，以探讨大气污染物对该地区心

脑血管疾病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1.1.1 心脑血管事件急诊数据 收集 2017-01-01/

2018-12-01重庆市某三甲医院心脑血管事件每日急

诊病例病案资料。病案信息包括：急诊就诊科室、

性别、出生日期、职业、就诊日期和时间、初步诊断

等。采用 ICD-10 对疾病进行分类：心脑血管疾病

（I00-I99）、冠心病（I20-I25）、心律失常（I47-I49）、心

衰（I50）和脑血管疾病（I60-I69），此五项具体疾病作

为观察的疾病终点。

1.1.2 气象数据 收集中国气象网 2017- 01- 01/

2018-12-01重庆市日常监测气象数据，包括每日平

均气温和每日平均相对湿度。

1.1.3 大气污染数据 收集2017-01-01/2018-12-01

重庆市环境监测中心大气污染监测数据，包括二氧

化硫（SO2）、二的氧化氮（NO2）、可吸人颗粒物

（PM2.5）的日平均浓度。

1.2 统计分析 每日三级医院心脑血管急诊人数

是一个时间序列资料，本研究采用广义相加模型

（GAM）研究 PM2.5 浓度和心脑血管事件之间的关

系，GAM 可在各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建立非线性

关系，通过多个连接函数来反映各自变量与因变量

之间的关系，和线线性模型相比适用范围更广。本

研究拟合GAM来控制PM2.5的长期效应、星期效应、

节假日效应、温度及相对湿度等因素。

Log{E（Yt）} ＝α＋ βPMt ＋ ns（time，Kt）＋ ns

（mete，Km）＋DOW＋holiday

其中E（Yt）是符合泊松分布变量的均值，Yt是每

日心脑血管发生人数，α是截距，PMt是第 t天时PM2.5

的日均浓度，β是回归系数，time指污染物的长期效

应，mete 指气象因素，本研究中指气温和相对湿

度。自然样条函数 ns 来平滑长期效应和气象因

素。Kt和Km指长期效应和气象因素的自由度，本研

究中利用 AIC 确定 Kt＝5，Km＝3. 模型中 DOW 和

holiday分别用来控制星期几和节日效应。

考虑到污染物的效应有延迟作用，本研究分别

观察PM2.5滞后 1～3 d（lag1～lag3）及移动平均滞后

0～1 d、0～2 d及 0～3 d（lag01～lag03）的心脑血管

疾病急诊人数的变化情况。此外，当日的污染物因

素（SO2和NO2）对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影响具有协

同作用，将两项污染物分别作为协变量引入回归模

型，分析多污染物条件下平均PM2.5的浓度对心脑血

管疾病急诊的影响。

本研究对气象因素进行分层，定量分析不同温

度和相对湿度区间下，PM2.5对心脑血管事件急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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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影响的效应值。用P25、P50和 P75将日均温度和日

均相对湿度分为4层，分析每层中PM2.5每增加10个

单位，急诊人次的相对危险度改变。

本研究相关分析、建模等统计均在R3.3.0软件

中完成。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2017-01-01/2018-12-31-期间在重

庆市某三甲医院病案记录里共收集到5 614例心脑

血管疾病急诊患者，平均每天有（7.69±2.90）例心脑

血管疾病急诊患者。PM2.5的平均浓度为79.30 μg/m3，

高于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35 μg/m3），其中SO2和

NO2年均浓度为 29.00 μg/m3和 41.00 μg/m3，符合国

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60 μg/m3和80 μg/m3）（表1）。

2.2 污染物和气象条件关系 Pearson相关性检验

显示，SO2与NO2、PM2.5之间存在正相关（P＜0.05），

与温度、相对湿度存在负相关（P＜0.05）。NO2 与

PM2.5及相对湿度存在正相关（P＜0.05），与温度之

间存在负相关（P＜0.05）。PM2.5与相关湿度之间存

在正相关（P＜0.05），温度和相对湿度之间也存在正

相关（P＜0.05）（表2）。

表1 心脑血管疾病急诊病例、大气污染物浓度以及气象条件频率分布

指标

污染物浓度/ug·m-3

SO2

NO2

PM2.5

气象条件

日均温度/℃
日均相对湿度/%

总心脑血管疾病/例

冠心病/例

心律失常/例

心衰/例

脑血管疾病/例

其他/例

均数

29.00

41.00

79.30

17.00

79.30

7.69

1.38

1.11

0.21

3.89

2.61

标准差

12.00

13.00

54.10

7.30

9.50

2.90

1.25

1.04

0.58

2.52

1.89

最小值

11.00

14.00

9.00

0.50

43.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P25

23.00

29.00

43.00

10.50

76.00

5.00

0.00

0.00

0.00

3.00

1.00

P50

24.00

38.00

67.00

19.00

81.00

7.00

1.00

1.00

0.00

3.00

2.00

P75

32.00

47.00

95.00

25.00

86.00

11.00

3.00

2.00

1.00

5.00

3.00

最大值

69.00

86.00

403.00

29.80

97.00

24.00

6.00

6.00

5.00

13.00

10.00

表2 重庆市大气污染物、气象条件之间的Pearson

相关分析（相关系数 r）

指标

SO2

NO2

PM2.5

温度/℃
相对湿度

SO2

1.000

0.427a

0.514a

－0.723a

－0.085a

NO2

1.000

0.535a

－0.134a

0.238a

PM2.5

1.000

0.003

0.092a

温度

1.000

0.438a

相对湿度

1.000

注：a 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 PM2.5对心脑血管急诊病例数的影响 在控制了

气温及湿度后，当日PM2.5每升高10 μg/m3，会使总心

脑血管疾病、冠心病、心律失常、心衰和脑血管疾病

的急诊人数增加，其 RR 值分别为 1.006（95%CI：

1.003～1.016）、1.004（95%CI：0.995～1.012）、1.002

（95%CI：0.985～1.014）、1.011（95%CI：0.997～1.023）、

1.002（95%CI：0.991～1.009），其中与总心脑血管疾

病的关联有统计学意义，而与其余心脑血管事件之

间无统计学意义；PM2.5滞后 3 d，使总脑血管疾病、

心衰和脑血管疾病的入院人数增加，RR 值分别为

1.003、1.006和 1.002，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累积前

2 d和累积前3 d的PM2.5均能使总脑血管疾病、心衰

和脑血管疾病的入院人数增加，但差异无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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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P＞0.05）（图1）。

2.4 两因素污染物中PM2.5对心脑血管入院人数的

影响 将SO2和NO2加入模型中发现，SO2可以增加

PM2.5 对总心脑血管事件急诊人数，RR 值为 1.012

（95%CI：1.006～1.022），而NO2则可以将PM2.5的效

应从 1.006（95%CI：1.003～1.016）相对降低到 1.000

（95%CI：0.995～1.008），对冠心病、心律失常、心衰

和脑血管疾病也有此效应，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表3）。

2.5 不同气象条件下PM2.5浓度与心脑血管疾病急

诊的关系 因PM2.5受气象因素影响较大，且仅与总

心脑血管疾病事件表现出相关性，因此选择PM2.5效

应最强滞后时间即当天评价其对心脑血管事件的

影响。分别以日均温度和日均相对湿度的百分位

数分层后，发现在日均温度和日均相对湿度最高的

百分位数区间，PM2.5浓度每升高 10个单位，总心脑

血管事件分别上升 1.012（95%CI：1.005～1.019）倍

和1.009（95%CI：1.002～1.021）倍，而在其余温度和

相对湿度百分位数区间，总心脑血管事件无明显上

升（表4）。

图1 PM2.5每升高10 μg/m3与心脑血管事件入院人数之间的关系（图中点表示RR均值，竖线为相应RR的95%CI）

lag0 lag1 lag2 lag3 lag01 lag02 lag03
0.990

0.995

1.000

1.005

1.010

1.015

1.020 脑血管疾病

lag0 lag1 lag2 lag3 lag01 lag02 lag03
0.970
0.975
0.980
0.985
0.990
0.995
1.000
1.005
1.010
1.015
1.020 总脑血管疾病

lag0 lag1 lag2 lag3 lag01 lag02 lag03
0.970
0.975
0.980
0.985
0.990
0.995
1.000
1.005
1.010
1.015
1.020 总脑血管疾病

lag0 lag1 lag2 lag3 lag01 lag02 lag03
0.985

0.990

0.995

1.000

1.005

1.010

1.015 冠心病

lag0 lag1 lag2 lag3 lag01 lag02 lag03

0.985
0.990
0.995
1.000
1.005
1.010
1.015

心衰

0.980

1.020

1.030
1.025

表3 重庆市大气PM2.5浓度与心脑血管疾病急诊的RR值及95%CI（每增加10 μg/m3的RR值）

效应

总心脑血管疾病

冠心病

心律失常

心衰

脑血管疾病

PM2.5

1.006（1.003~1.016）

1.004（0.995~1.012）

1.002（0.985~1.014）

1.011（0.997~1.023）

1.002（0.991~1.009）

PM2.5＋SO2

1.012（1.006~1.022）

1.006（0.973~1.017）

1.008（0.996~1.018）

1.018（0.986~1.063）

1.001（0.983~1.007）

PM2.5＋NO2

1.000（0.995~1.008）

1.003（0.993~1.009）

0.983（0.973~1.009）

0.991（0.987~1.014）

0.985（0.983~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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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大气污染物PM2.5浓度升高可

以导致重庆市当日总心脑血管疾病、冠心病、心律

失常、心衰和脑血管疾病的急诊人数增加，其中

PM2.5与总心脑血管疾病急诊人数的增加有统计学

意义（P＜0.05），与其他种类心脑血管疾病急诊人数

的增加无统计学意义。同时，本研究还发现SO2和

PM2.5对心脑血管事件的增加具有协同作用，而NO2

和PM2.5对心脑血管事件的增加具有一定的拮抗作

用，气象因素对PM2.5和总心脑血管事件关系有一定

影响。

本研究结果与郭玉民等所做的空气污染与心

脑血管急诊入院的研究进行比较，发现两次研究的

结果较一致，尤其是大气污染物对总心脑脑血管疾

病的影响［10］。本研究应用时间序列分析构建GAM

模型，发现 PM2.5 浓度每升高 10 ug/m3 对脑血管疾

病急诊人数影响的 RR 值为 1.006（95%CI：1.003~

1.016），Ruicong Liu等运用相同方法研究的结果是

RR值为 1.004 1（95％CI：1.000 9~1.007 4）［6］。北京

和上海的相关研究也显示PM2.5浓度的升高具有促

进呼吸系统及心脑血管疾病等急性健康效应升高

的风险［11-12］。和以上研究进行比较，发现大气污染

物对重庆市居民健康风险尤其是心脑血管入院人

数也存在负面的影响，尤其是重庆市PM2.5浓度高于

上海等东部发达地区。

相关研究显示大气污染物对疾病死亡、医院入

院及急诊科接诊量等存在滞后效应［13-14］。本研究也

显示在滞后1～3 d后，PM2.5浓度的升高对心脑血管

事件仍然存在一定的风险，虽然无统计学意义，但

其作用强度不及当日污染物对心脑血管事件的影

响，与其余研究结果较为类似［11］。同时，本研究也

显示其余大气污染物如SO2和NO2会对PM2.5与心脑

血管事件的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从模型的角度

讲，两种污染物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共线性，使RR

值增加或降低，但相关研究需进一步深入探讨其作

用机制。而在高温或者高湿的环境下，PM2.5浓度升

高对总心脑血管事件数的增加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与王玲玲等的研究类似，但本研究未发现低温和空

气湿度较小时其对两者的促进作用［15］。

本研究利用大气污染和心脑血管事件病人的

急诊数据揭示了重庆市PM2.5浓度升高对心脑血管

疾病的短期效应，但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如

本研究仅关注大气污染与重庆市一所医院心脑血

管事件病人急诊数据的关联性，未能覆盖重庆市全

体医院的所有心脑血管事件急诊病人，大气污染物

和研究人群覆盖范围不一致对于研究结果的影响

还需进一步探索；急诊资料中部分变量缺失，导致

分析资料时不能进行层间分析；部分病例诊断不明

确，无法进行疾病分类，使样本量减少，影响研究效

率。此外，有些天数存在零病例的情况，导致研究

效能下降。尽管存在以上局限性，本研究结果提示

大气PM2.5浓度升高与重庆市心脑血管疾病急诊人

数增加有一定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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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南充市某小学一起流行性腮腺炎暴发疫情调查分析

青承昀 1，杨帆 2

1 南充市高坪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 南充 637100；2 南充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 南充 637000

［摘要］目的 了解南充市某小学1起流行性腮腺炎暴发疫情的流行病学特征、发生原因和疫苗保护效果，为预防和控制

同类疫情提供参考。方法 运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分析 2017-11-19//2018-02-02发生的流行性腮腺炎暴发疫情全部

病例个案的流行病学特征，不同年龄、性别、班级、有无接种人群罹患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以相对危险度RR，疫苗

保护率VE分析疫苗保护效果。 结果 本次流行性腮腺炎暴发疫情共发生76例病例，总罹患率为4.77%（76/1 592），覆

盖23个班级，无死亡和重症病例；疫情持续了75 d，出现3～4代病例，发病高峰为2017-11-19/12-07报告发病56例，占本

次疫情病例总数的73.68%；病例分布在23个班级，各班罹患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6.96，P＞0.01）；发病年龄主要集中

在7～11岁，共69例，占发病总数的90.79%，各年龄组罹患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4.34，P＜0.01）。男生45例，女生31

例，男女性别比为1.45∶1，男女学生性别罹患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81，P＞0.01）；无免疫史组和有免疫史组罹患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78.19，P＜0.01），含腮类疫苗接种1剂次组VE（疫苗保护率）为81.82%，接种2剂次组VE为99.43%，

接种3剂次组VE为100.00%。结论 由于流行性腮腺炎流行周期的大环境因素，免疫空白人群的存在，疫情发生早期未

能严格实施隔离措施，造成了本次疫情的发生。

［关键词］流行性腮腺炎；暴发；疫苗；保护效果

［中图分类号］R512.1；R18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2X（2020）02-0182-06

An Outbreak of Mumps in A Primary School of Nanchong City in 2017

QING Chengyun 1，YANG Fan 2

1 Gaoping District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Nanchong 637100，
Sichuan Province，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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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causes and vaccine protection

effects of an outbreak of mumps in a primary school of Nanchong City，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similar epidemics. Methods Descriptive epidemiological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ll cases of mumps outbreak，and

Chi-square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prevalence among different ages，genders，classes，and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vaccination. Vaccine protection effects were analyzed by relative risk （RR） and

vaccine protection rate （VE） . Results There

were 76 cases of mumps involved in this

outbreak，with a total incidence of 4.77% （76/

1 592），covering 23 classes，and no deaths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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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e cases. The outbreak had lasted for 75d and infected 3 to 4 generations of cases. The peak of

incidence was 56 cases reported on November 19/December 7，2017，accounting for 73.68% of the

total cases in this outbreak. The cases were distributed in 23 classes， the incidence of each clas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χ2＝26.96，P＞0.01） . The age of onset was mainly in 7 to 11

years old， with 69 cases accounting for 90.79% of the total number of onset. The incidence rate

of each ag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χ2＝34.34，P＜0.01） . There were 45 male cases and

31 female cases，with a gender ratio of 1.45∶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ncidence of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χ2＝0.81，P＞0.01） .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between the non-immunized group and the immunized group （χ2＝478.19，P＜0.01），

for the vaccination included mumps，VE＝81.82% in the 1-dose group，VE＝99.43% in the 2-dose

group， and VE＝100% in the 3- dose group. Conclusion The outbreak of this epidemic c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circumstance of the epidemic cycle of mumps， the existence of blank immunized

population， and the failure to strictly implement isolation measures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epidemic.

Key words Mumps；outbreak；vaccine；protection effect

流行性腮腺炎是由腮腺炎病毒引起的急性呼

吸道传染病，以腮腺非化脓性炎症、腮腺区肿痛为

主要临床特征，腮腺炎病毒除侵犯腮腺外，尚能侵

犯神经系统及各种腺体组织，引起儿童脑膜炎，脑

膜脑炎，青春期后可引起睾丸炎、卵巢炎和胰腺炎

等，早期患者和隐性感染者均为传染源，主要通过

飞沫经呼吸道传播，也能通过被病毒污染的物品传

播，约90%的病例为1～15岁的少年儿童，全年均可

发病，但以冬春季为主，患者主要是学龄儿童，感染

后一般可获得较为持久的免疫力［1］，但由于自身免

疫系统水平的差异导致对该病有不同程度的复发

率［2］，在学校和幼托机构等人群聚集的单位易出现

暴发流行［3］。2017-11-19/2018-02-02南充市某小学

暴发了76例流行性腮腺炎疫情，为掌握本次疫情的

流行特征，为预防和控制同类疫情提供参考，现将

疫情发生和处理过程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7-11-19/2018-02-02 该小学出现的

单侧或双侧腮腺肿胀疼痛、发热、乏力、头痛、食欲

不振等症状者［4］。

1.2 资料来源 本次疫情病例的免疫信息查询

2005-2017 年免疫规划信息系统资料，未录入系统

的病例与学校沟通，由班主任将学生预防接种证接

种信息进行统计。

1.3 流行病学调查 根据当地医疗机构通过传染

病网络直报系统报告的该校病例和查看学校晨检、

午检对缺课学生的记录，以及通过学校医务室的门

诊日志对病例进行搜索，全部病例均通过现场或与

家长电话等方式对发病和就诊过程、临床症状、发

病前后的活动范围和接触人群等情况进行调查。

对校医和学校领导进行访谈并查看学校教室、办公

室和周围环境。

1.4 统计分析 用Excel 2013软件对数据进行录

入和整理，用SPSS 23.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不同年

龄、性别、班级、有无接种人群罹患率的比较采用卡

方检验，以P＜0.01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运用描

述性流行病学分析本起疫情的流行病学特征，运用

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疫苗保护效果，统计指标：RR

为相对危险度，VE为疫苗保护率（VE＝1－RR）。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该校占地面积11 040 m2，有1栋教

学楼共 5层，有 25个教学班级，学生总数 1 530人，

在校学生全部为走读生，教职工总人数79人。本次

疫情报告病例全部为学生共 76例，罹患率为 4.77%

（76/1 592），覆盖23个班级，无死亡和重症病例。

2.2 流行病学特征

2.2.1 时间分布 首发病例为杨某，女，8岁，该校2

年级 2 班学生，于 2017-11-18 出现发热、腮腺肿痛

等症状，无免疫史，于 11 月 19 日确诊并隔离，至

2018-02-02 最后 1 例病例，疫情持续了 75 d。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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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 20例（26.31%）；2代病例 49例（64.47%）；三至

四代病例 7 例（9.21%）。发病高峰为 2017-11-19/

12- 07 报告发病 56 例，占本次疫情病例总数的

73.68%（图1）。

2.2.2 空间分布 所报告76例流行性腮腺炎病例，

分布在 1～6 年级的 23 个班级，报告病例较多的班

级为：4 年级 4 班 8 例，3 年级 1 班 7 例，1 年级 2 班、

2 年级 4 班、3 年级 2 班各 6 例，2 年级 2 班、3 年级 4

班各 5 例，以上班级占报告发病总数的 56.58%，各

班罹患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6.96，P＞0.01）

（图2）。

图1 2017年南充市某小学流行性腮腺炎疫情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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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人群分布 发病年龄在 6～13岁之间，主要

集中在7～11岁，共69例，占发病总数的90.79%，76

例病例中，各年龄组罹患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34.34，P＜0.01）；男生45例，女生31例，男女性别比

为 1.45∶1，男女学生性别罹患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81，P＞0.01）（表1）。

2.3 临床特征 本次疫情76例流行性腮腺炎病例

中无重症病例，出现腮腺肿胀、轻微疼痛、乏力21例

（27.63%）；腮腺肿胀轻微疼痛、食欲不振伴咽痛 20

例（26.32%）；腮 腺 肿 胀 轻 微 疼 痛 、发 热 12 例

（15.79%）；腮腺肿胀疼痛、发热伴淋巴结肿大 8 例

（10.53%）；腮腺肿胀疼痛、发热伴头痛6例（7.89%）；

腮腺肿胀疼痛、食欲不振 6例（7.89%）；腮腺肿胀疼

痛、发热伴耳痛3例（3.95%）（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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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疫苗保护效果分析 统计不包括17名在本次

疫情之前已患过流行性腮腺炎的学生，统计包括本

次应急接种学生。无免疫史组罹患率为57.69%，已

接种组罹患率为 2.16%，无免疫史组和有免疫史组

罹患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78.19，P＜0.01），相

对危险度 RR＝0.037 4，95%CI：0.018～0.058，VE＝

96.26%。无免疫史组和接种 1 剂次组相对危险度

RR＝0.181 8，95%CI：0.084～0.278，VE＝81.82%；无

免疫史组和接种 2 剂次组 RR＝0.005 7，95% CI：

0.002～0.016，VE＝99.43%；接种3剂次组VE＝100%

（表3）。

2.5 防控措施

2.5.1 隔离患者 经确诊的患病学生回家或住院

隔离治疗，在家隔离的患病学生隔离期间由老师追

踪掌握生病学生在家治疗情况，住院学生发现病情

加重立即转入上级医院治疗，隔离期为从发病之日

起隔离病程21 d并症状完全消失，康复后由为其诊

疗的主治医生出具康复证明方可返校。

2.5.2 晨检午检 该校每天晨检和午检，由当地医

疗机构派医生入校排查，凡是发现生病学生立即报

告，后进一步确诊或排除。

年龄/岁

6

7

8

9

10

11

12

13

合计

男

学生数

107

105

100

100

100

103

103

102

820

发病数

3

9

12

9

4

7

1

0

45

罹患率/%

2.80

8.57

12.00

9.00

4.00

6.80

0.97

0.00

5.49

女

学生数

88

86

88

93

82

84

84

88

693

发病数

0

6

7

6

5

4

2

1

31

罹患率/%

0.00

6.98

7.95

6.45

6.10

4.76

2.38

1.14

4.47

合计

学生数

195

191

188

193

182

187

187

190

1 513

发病数

3

15

19

15

9

11

3

1

76

罹患率/%

1.54

7.85

10.11

7.77

4.95

5.88

1.60

0.53

5.02

表1 南充市某小学流行性腮腺炎疫情年龄、性别分布

临床表现

腮腺肿胀轻微疼痛、乏力

腮腺肿胀轻微疼痛、食欲不振伴咽痛

腮腺肿胀轻微疼痛、发热

腮腺肿胀疼痛、发热伴淋巴结肿大

腮腺肿胀疼痛、发热伴头痛

腮腺肿胀疼痛、食欲不振

腮腺肿胀疼痛、发热伴耳痛

合计

病例数

21

20

12

8

6

6

3

76

构成比/%

27.63

26.32

15.79

10.53

7.89

7.89

3.95

100.00

表2 2017年南充市某小学流行性腮腺炎疫情报告

病例临床表现

组别

无免疫史

有免疫史

接种1剂次

接种2剂次

接种3剂次

发病数

45

31

28

3

0

学生数

78

1 435

267

913

255

罹患率/%

57.69

2.16

10.49

0.33

0.00

RR

0.037 4（0.018～0.058）

0.181 8（0.084～0.278）

0.005 7（0.002～0.016）

VE/%

96.26（94.20～98.20）

81.82（72.20～91.60）

99.43（98.40～99.80）

100.00

表3 2017年南充市某小学流行性腮腺炎疫苗保护效果分析

注：括号内数据为95%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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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环境消毒 坚持每天放学后对学生教室，教

师办公室及周围环境彻底清扫后采用含氯制剂

实施喷洒或擦拭消毒 1 次，室内消毒后至少密闭

30 min，直至该校疫情完全控制为止。

2.5.4 健康教育 校内开展流行性腮腺炎预防知

识的宣传，在疫情结束之前，停止学生聚集性的相

关活动，学生教室和教师办公室开窗通风，由校领

导和班主任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疫情控制做到内

紧外松。

2.5.5 应急接种 从2017-11-20开始对易感人群进

行腮腺炎疫苗应急接种，本次接种人群只针对 3年

内未接种过含腮疫苗并未患过流行性腮腺炎的学

生，根据学生免疫信息，首先接种无免疫史的学生，

然后接种1剂次的学生，最后接种2剂次的学生，身

体不适的学生暂缓接种，确定目标人群1 156人，到

2018-01-05共接种 1 100人，接种率为 95.16%，本次

疫情无接受应急接种后又报告发病的学生。

3 讨论

流行性腮腺炎是国家法定丙类传染病，通过呼

吸道传播，传播较为迅速［5］，2017年全国流行性腮腺

炎较上一年上升 43.47%，报告发病率为 18.32/10

万，四川省流行性腮腺炎报告病例居全国第五［6］。

2017年南充市流行性腮腺炎报告发病率为31.22/10

万，发病率较上一年上升 96.55%，高于全国和四川

省平均水平［7］，本次疫情发生的时间正处于流行性

腮腺炎流行周期，在外环境方面具备发生暴发疫情

的条件，流行性腮腺炎潜伏期为 8～30 d［1］，本次疫

情二代病例并非完全由首发病例所传染，由于外环

境因素，在最短潜伏期之前感染的一代病例较多，

造成本次疫情二代病例感染也相对较多，疫情流行

周期来临之前应做好学校和幼托机构的相关防控

工作［8］。

本次疫情疾控中心根据国家疾病监测系统在

2017-11-19监测到该校学生流行性腮腺炎报告病例

3例，疾控中心立即和属地卫生机构联系该校开展

了防控工作，要求对患病的学生严格隔离，11月 21

日报告病例达到 5例，流行性腮腺炎病人腮腺重大

前 7 d到肿后 9 d有高度传染性，肿大前 7 d患者很

难被发现［9］，本次疫情隔离期确定为从发病之日病

程21 d，家长怕影响学生学习，故意隐瞒病情到熟人

开的诊所治疗，或到药店买药自疗，本次疫情所有

病例症状均不严重，家长也未能引起重视，疫情前

期未达到隔离时间就返校上课，11月23日该校学生

报告病例数增至 12例，已经达到暴发疫情的标准：

流行性腮腺炎同一学校或幼托机构 1周内 10例及

以上［10］。既往研究中，也有文献报道家长存在隐瞒

病情的心理［11］。

流行性腮腺炎疫苗在 2008年以前是计划外的

有价疫苗，是以自费、自愿的方式接种，10岁以上年

龄段的学生，是在扩大免疫之前未能全面接种流行

性腮腺炎疫苗的人群［12］。从 2008 年开始儿童 1 岁

半接种 1剂次麻腮风疫苗，第 1剂含腮疫苗为一类

疫苗，以后注射腮腺炎疫苗还是国家二类疫苗［13］。

本次疫情接种过含腮疫苗的病例接种时间为 2008-

2016 年，其中 2012 年以前接种过 1 剂次的病例 25

例，占本次疫情有免疫史病例数的 80.65%，可能与

接种时间过长，抗体滴度下降，不能建立有效免疫

屏障有关［14］，本次研究中接种 1剂次含腮疫苗保护

率为81.82%，接种2剂次含腮疫苗保护率为99.43%，

接种3剂次含腮疫苗保护率为100%，疫苗保护效果

和有关报道基本一致［15］，建议国家将腮腺炎疫苗第

2剂次也划归为一类疫苗免疫程序［16］；未接种学生

罹患率显著高于接种学生，提示应加强免疫空白人

群的查漏补种工作。本次疫情罹患病例主要集中

在前 3 周，与流行性腮腺炎潜伏期基本吻合，11 月

19 开始核查和统计该校学生的免疫信息，11 月 20

日开始流行性腮腺炎疫苗的应急接种，反应较为迅

速，三至四代病例发生较少，未出现接受应急接种

又报告发病的情况，易感人群保护较为成功。

综上所述，由于流行性腮腺炎流行周期的大环

境因素，免疫空白人群的存在，疫情发生早期未能

严格实施隔离措施，造成了本次疫情的发生；流行

周期来临前采取防控措施，及时应急接种，早期严

格隔离，可有效预防和控制学校传染病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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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预防控制】

一起误食曼陀罗引起食物中毒的调查分析

杨小华 1，杨莹 2

1 洋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陕西 洋县 723300；2 洋县人民医院，陕西 洋县 723300

［摘要］目的 调查引起食物中毒的病原因子或危险因素，指导食物中毒事件的现场调查处置与医疗救治。方

法 2019-08-17T15∶00，采用现场流行病学方法调查于2019-08-17T9∶30到洋县戚氏镇某村刘某家，对食物中毒病例发病

情况、就餐史和可疑食品来源及加工过程进行调查，采集可疑食物及病例的洗胃液进行实验室检测分析，并对剩余野菜及

洗胃液中未消化疏菜进行植物形态学鉴别。结果 中毒 3人，患者平均潜伏期 1.95 h；在剩余蒸熟野菜及病例洗胃液（3

份）中均检测出莨菪碱，病家厨房剩余野菜及洗胃液中发现曼陀罗幼苗。结论 该起事件是因误食曼陀罗幼苗中所含的

莨菪碱中毒，应加强食品安全健康教育工作，普及有毒植物常识，教育群众正确辨认有毒植物，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关键词］曼陀罗；食物中毒；流行病学调查

［中图分类号］R5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2X（2020）03-0187-05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A Food Poisoning Caused

by Ingestion of Datura Stramonium

YANG Xiaohua 1，YANG Ying 2

1 Yangxian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Yang County 723300，Shaanxi Province，China.
2 Yangxian Peoples’Hospital，Yang County 723300，Shaanxi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find out the pathogenic factors or risk factors of food poisoning so as to

guide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treatment and medical treatment. Methods At 15∶ 00， August 17，

2019， the incidence of poisoning cases， eating history， suspicious food source and processing in

Liu’s family in a village in Qi shi town，Yang County occurred at 9∶30，August 17，2019 were

investigated by field epidemiological methods. Gastric lavage fluid of cases was collected and

analyzed in laboratory， the remaining wild vegetables and undigested vegetables in gastric lavage

were identified by plant morphology. Results The average incubation period was 1.95 hours in

3 patients. Scopolamine was detected in the remaining steam wild vegetables and gastric lavage

（3 samples），and the seedlings of Datura stramonium were found in the remaining wild vegetables

and gastric lavage. Conclusion This case was caused by ingestion of scopolamine in the seedlings

of Datura stramonium.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health education of food safety， popularize the

common knowledge of poisonous plants，educate the public to correctly identify poisonous plants，and

prevent the recurrence of similar incidents.

Key words Datura Stramonium；food poisoning；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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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陀罗（daturastramonium）为茄科植物［1］，又称

洋金花、大喇叭花、闹阳花、山茄子等，多野生在田

间、沟旁、道旁、河岸等，其全株有毒，以种子毒性最

强。近年来，城乡居民把采挖野菜食用作为一种时

尚的生活方式，曼陀罗幼苗的形态又易与其他野菜

相混淆，若分辨不清或未知其是否有毒性，就会误

采、误食而导致食物中毒。本文通过对一起因家庭

内误食曼陀罗幼苗中毒事件进行分析，为预防类似

中毒事件发生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洋县戚氏镇某村刘某家共同进食 5 名

家庭成员。

1.2 方法 2019-08-17T15∶00，洋县疾控中心流行

病专业人员使用《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技术

指南》中统一的个案调查表，采用现场流行病学方

法对就餐者进行个案调查；对病家进行现场卫生学

调查，查找可疑食品原料及加工过程；用描述流行

病学方法描述暴露情况；采集可疑食物及病例洗胃

液进行实验室检测分析，并对剩余野菜以及病例洗

胃液中未消化疏菜幼苗进行植物形态学鉴别。

1.3 实验室检测 莨菪碱毒物测定，用生物碱比色

定性法分析，具体操作步骤和莨菪碱阳性结果判

定，按照GB 2715-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粮食》

规范执行［2］。

1.4 结果判定 根据流行病学、临床资料和实验室

检测分析及植物形态学鉴别结果，依据GB 14938-

1994《食物中毒诊断标准及处理总则》［3］、WS/T 3-

1996《曼陀罗中毒诊断标准及技术处理原则》［4］进行

判定。

1.5 统计分析 使用Excel 2007软件对数据进行

录入整理和分析。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2019-08-17T9∶30，洋县戚氏镇某

村刘某一家5口共同进食早餐，11∶15有3人陆续出

现口干、烦躁不安、问话不答、胡言乱语、四肢无力、

意识不清等症状，送洋县人民医院救治，临床初步

诊断为疑似生物碱中毒。3名患者入院后均接受了

洗胃、吸氧、应用特效解毒剂（生物碱拮抗剂）、补液

等治疗，其中1人施行了血液透析；治疗后病情均好

转，并在发病后 5～7 d内痊愈出院，出院后随访无

并发症及后遗症。

2.2 现场调查

2.2.1 流行病学调查 本次事件发生中毒 3人，其

中男性 1 人，女性 2 人，年龄分别为 78 岁、77 岁、56

岁。发病时间主要集中在 2019-08-17T11∶15～11∶

40，为单次点源暴露。

首发病例：赵某，女，77岁，2019-08-17T9∶30，在

家中进食早餐，所进食物有米饭、蒸南瓜、蒸熟野

菜、凉拌黄瓜、凉拌青椒、辣子酱；于 11∶15 出现口

干、头晕、精神烦躁、言语表达不清、四肢无力、意识

不清，由 120救护车接至洋县医院救治，经洗胃、导

泻、利尿、对症支持、血液透析、注射毛果芸香碱解

毒剂等治疗，于8月24日痊愈出院。

续发病例一：刘某（赵某丈夫），78岁，2019-08-

17T9∶30 与首发病例赵某共同进食早餐，11∶25 发

病，发病时间与首发病例发病时间间隔10 min；续发

病例二（末例病例）：刘某（赵某女儿），56岁，2019-

08-17T9∶30 与首发病例赵某共同进食早餐，11∶40

发病，发病时间与首发病例发病时间间隔25 min。3

例病例发病时临床表现相同，均有口干、头晕、精神

烦躁、言语表达不清、四肢无力、意识不清等，均入

住洋县医院救治后，痊愈出院。该事件有空间聚集

性，仅局限于一个家庭内。

2.2.2 进餐史分析、建立假设 经调查核实，3例病

例均于8月17日9∶30进食早餐，并未进食午餐前而

出现了症状，结合首发病例发病时间（8月17日11∶

15）及末例发病时间（8月 17日 11∶40）推断，8月 17

日早餐引起本次事件的可能性大。早餐食谱为：米

饭、蒸南瓜、蒸熟野菜、凉拌黄瓜、凉拌青椒、辣子

酱，3名患者均同时食用了上述食谱内的饭菜。通

过对早餐食谱种类比较，结合专业知识推断，蒸熟

野菜及凉拌黄瓜、凉拌青椒、辣子酱作为危险因素

的可能性较大。

鉴于 8月 17日 9∶30同时进食早餐的家庭成员

5 人中，其中，有 3 人出现临床症状，2 人无任何临

床表现。专业人员仔细调查询问了 2 名未发病人

员（为首发病例赵某两个孙子，分别为 8 岁和 11

岁），由其提供了该次早餐各人所进食物种类和数

量等。2名未发病人员除未进食蒸熟野菜外，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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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菜均食用，而 3 名发病者均食用了蒸熟野菜及

上述食谱的其他饭菜。流行病学专业人员到患者

家中进行现场勘查，对家中剩余野菜种类逐一排

查和植物形态学鉴别，并采集蒸熟野菜、凉拌黄

瓜、凉拌青椒、辣子酱进行实验室检测分析来确定

危险因素。

2.2.3 卫生学调查 患者家庭卫生状况良好，厨房

内未见存放亚硝酸盐及农药、鼠药、化学药品等；发

现铁锅中有剩余米饭、蒸南瓜、蒸熟野菜，餐桌上菜

盘内剩余有凉拌黄瓜、凉拌青椒、辣子酱。厨房案

板上有一小盆洗净、以备食用的生野菜，经植物形

态学辨认与铁锅中剩余的蒸熟野菜种类相同，分别

为：马齿笕、蒲公英、红苕叶、曼陀罗幼苗。患者刘

某（赵某丈夫）神志清醒后讲述了该次早餐食品原

料来源：南瓜、黄瓜、青椒为患者自种蔬菜并采摘加

工，辣子酱在城区超市购买，野菜由患者刘某和妻

子赵某（首发病例）于8月16日在户外田间采挖，共

采挖了四种野菜，分别为：马齿笕、蒲公英、红苕叶、

曼陀罗幼苗，并带回家中准备食用。刘某（赵某丈

夫）听闻，曼陀罗（洋金华）能够治疗气管炎引起的

咳嗽和气喘，但不知此物有毒。自己曾患慢性支气

管炎多年，本次采挖曼陀罗（洋金华）意欲作为单验

方治疗疾病。8月 17日早晨，首发病例（赵某）将曼

陀罗幼苗洗干净后与马齿笕、蒲公英、红苕叶共同

柔和一起，放在铁锅内米饭顶层蒸熟，事件发病3人

于9∶30均进食曼陀罗等四种野菜，首发病例赵某和

丈夫刘某进食较多，病情较重，赵某女儿进食较少，

病情相对较轻；首发病例赵某的 2个孙子因未进食

曼陀罗等四种野菜，则未发病。

2.3 临床表现与救治

2.3.1 潜伏期 最短1.75 h，最长2.17 h，平均1.95 h。

2.3.2 临床表现 口干 3 例（100%）、头晕 3 例

（100%）烦躁不安3例（100%）、言语表达不清及胡言

乱语3例（100%）、面色潮红3例（100%）、意识障碍3

例（100%）（其中，1例神志恍惚，2例昏迷、谵妄状表

现）、幻觉 2例（66.67%）、瞳孔散大及对光反应减弱

2例（66.67%）、四肢无力 3例（100%）、抽搐（阵挛）2

例（66.67%）、四肢不自主活动1例（33.33%）、巴氏征

阳性1例（33.33%）。

2.3.3 救治情况 初始治疗方案给予洗胃、导泻、

利尿、补液及对症治疗，对首发病例赵某又进行了

血液透析治疗，并观察病情变化。临床检验：有两

名患者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轻度升高，三名患者胆

碱酯酶均降低；医生根据病人的临床表现，结合发

病前2 h左右有进食野菜史，并在3例病例洗胃液及

病家剩余蒸熟野菜中均检出莨菪碱，因此，判定为

曼陀罗中毒，立即给 3名患者皮下注射硝酸毛果芸

香碱解毒剂治疗，4～10 mg∕次，每 15～30 min注射

一次，直至症状减轻或消失［5］。通过对3名患者采用

促毒物排出、解毒剂、对症支持等综合治疗措施后，

病情好转，均治愈出院，病程最短的5 d，最长7 d，于

出院后第 2周、第 4周分别电话随访均无并发症及

后遗症。

2.4 实验室检测与形态学鉴别

2.4.1 实验室检测 现场采集可疑食物样品有：食

用油、水、盐、五香粉、凉拌黄瓜、凉拌青椒、辣子酱、

蒸熟野菜各 1 份，洋县医院采集病例的洗胃液（3

份），共11份样品，进行了莨菪碱毒物分析。用生物

碱比色定性法测定，在蒸熟野菜（1份）及洗胃液（3

份）中均检出莨菪碱，其余7份样品（食用油、水、盐、

五香粉、凉拌黄瓜、凉拌青椒、辣子酱）中均未检出

莨菪碱（表1）。

表1 2019-08-17洋县某家庭食物中毒可疑食物

样品检测结果

样品名称

蒸熟野菜

食用油

水

盐

五香粉

凉拌黄瓜

凉拌青椒

辣子酱

洗胃液

合计

检测份数

1

1

1

1

1

1

1

1

3

11

莨菪碱检测结果/份

阳性

1

0

0

0

0

0

0

0

3

4

阴性

0

1

1

1

1

1

1

1

0

7

2.4.2 形态学鉴别 对剩余蒸熟野菜和厨房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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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备用的生野菜，分别进行了植物形态学鉴别。由

于曼陀罗幼苗不常见，则与互联网比对，在蒸熟野

菜和厨房洗净备用的生野菜中，均有 1种野菜的幼

苗其植物形态与曼陀罗幼苗相同，其余 3种野菜则

容易辨认，分别为：马齿笕、蒲公英、红苕叶。此外，

在3名患者洗胃液中发现有一种未消化的蔬菜幼苗

其植物形态与曼陀罗幼苗相同。

3 讨论

曼陀罗中毒为误食曼陀罗种子、果实、叶、花所

致，曼陀罗主要成分是莨菪碱、阿托品及东莨菪碱

等生物碱［6-7］。毒性作用是对中枢神经先兴奋、后抑

制，阻断乙酰胆碱反应系统，对抗和麻痹副交感神

经的作用［8-9］。一般在误食后0.5～2.0 h即完全被口

腔和胃粘膜吸收而出现中毒症状［10-11］，临床主要表

现为口干、咽喉发干、面色潮红、脉快、瞳孔散大、谵

语、幻觉、抽搐等，严重者进一步发生昏迷及呼吸衰

竭而死亡［12-14］。

本次中毒的 3名患者，有共同食用曼陀罗幼苗

史，食用者 3人均发病，未食者 2人不发病，患者临

床表现和莨菪碱中毒症状相同；用生物碱比色定性

法，对可疑食物样品（8份）及病例洗胃液（3份）进行

莨菪碱毒物检测，在蒸熟野菜（1份）及洗胃液（3份）

中均检出莨菪碱，在食用油、水、盐、五香粉、凉拌黄

瓜、凉拌青椒、辣子酱样品中均未检出莨菪碱；排除

了凉拌黄瓜、凉拌青椒、辣子酱作为起初危险因素

的假设，证实了野菜是导致本次中毒事件发生的危

险因素。在病家厨房找到曼陀罗幼苗，洗胃液中也

发现了曼陀罗幼苗。因此，依据GB 14938-1994《食

物中毒诊断标准及处理总则》、WS/T 3-1996《曼陀

罗中毒诊断标准及技术处理原则》，根据流行病学

调查、现场卫生学调查，结合患者临床表现和实验

室检测结果及植物形态学鉴别综合判定，这是一起

因误食曼陀罗幼苗引起的莨菪碱中毒事件。经医

疗机构给予洗胃、导泻、利尿、毛果芸香碱注射、补

液及对症支持治疗，3名患者中毒症状迅速得到缓

解，符合莨菪碱中毒的诊断结论。

通过本次事件处置，洋县医院抢救曼陀罗中毒

经验是及时清除毒物，对症处理、使用特效解毒剂，

密切监测生命体征、药物反应是救治成功的关键。

所以，医疗机构在遇到以副交感神经功能阻断症状

及中枢神经兴奋症状的类阿托品中毒症状入院的

食物中毒患者应高度疑似曼陀罗中的生物碱中毒，

应及时采取特效解毒剂和对症治疗，对提高救治成

功率和挽救患者的生命有重要意义［15］。

本起误食曼陀罗引发的中毒事件，在洋县尚属

首次报告，主要原因是群众对有毒植物的常识缺乏

了解，中毒者听闻曼陀罗能治疗气管炎引起的咳

嗽、气喘，明知为中药，但不了解其真正的功效和是

否具有毒性，随意采挖，并误当野菜食用，属于用法

用量掌握不当导致中毒［16］，这反映出洋县居民食品

安全意识薄弱。为防止洋县再次发生类似食物中

毒事件应做到：①要加强饮食安全健康教育工作，

特别在夏秋季食源性疾病高发季节，各镇卫生院或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充分利用健康教育宣传阵地、

网络平台向群众宣传有毒植物的科普常识，尤其是

对有毒性的中药材要进行宣传（如曼陀罗），对民间

流传的中草药方做一定的规范和科学的指导，让群

众对中药功效和毒性有大致的了解，防止乱用和滥

用中药，更不能随意把有毒性的中药材当作野菜来

采摘和食用。②要向群众宣传普及曼陀罗（洋金

华）的毒性及形态学辨别常识，提高鉴别能力，防止

因误采、误食曼陀罗（洋金华）幼苗、叶子、种籽、花

而引起中毒。③各街道、社区还要加强有毒植物花

卉的种植知识宣传和管理，种植人员在有毒植物旁

设警示牌，禁止群众采摘。④食物中毒调查处理人

员必须掌握曼陀罗及其他有毒植物的形态学、生态

学、毒理学等基本知识，以利于在食物中毒事件调

查处置过程中，尽快查明危险因素。⑤临床医师，

特别是急诊科医师应熟练掌握曼陀罗中毒及其他

有毒植物中毒的救治技能，达到及时有效救治食物

中毒患者，以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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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8年《预防医学情报杂志》载文分析

李 秋

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都 610041

［摘要］目的 分析《预防医学情报杂志》刊文相关指标，了解公共卫生、预防医学相关领域发文现状，为进一步提高办刊

质量提供依据。方法 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个刊影响力统计分析数据库，对2015-2018年期间《预防医学情报杂志》发表

的所有文章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2015-2018年《预防医学情报杂志》刊发48期，载文1 297篇。载文学科中预防医

学与卫生学 510篇，感染性疾病及传染病 433篇，内分泌腺及全身性疾病 209篇，医药卫生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研究 161

篇。本刊载文比重较大学科为预防医学与卫生学和感染性疾病及传染病，分别占据该期刊载文量的26.14%和22.19%，其

次为内分泌腺及全身疾病和医药卫生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分别占据该期刊载文量的10.71%和8.25%，其余学科占比较

低，作者地域排名最多的是四川（55.69%）为主。结论 论文来源地域广泛，以省内为主，特别是疾控部门的论文数量较

多。今后应加大高校和科研单位的论文组稿及约稿，以获得更有价值、有创新的高质量学术论文。

［关键词］《预防医学情报杂志》；载文；分析

［中图分类号］G35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2X（2020）03-0192-05

Analysis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Information From 2015 to 2018

LI Q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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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ndex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Information in recent years，and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fields

of public health and preventive medicine， so as to provide data basis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journal. Methods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database for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 Evaluation in CNKI. All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information from 2015 to 2018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Information published 48 issues from 2015 to 2018，with a total of 1 297 papers. The main sources

of contributions were from Sichuan，Beijing and Chongqing. The authors mainly came from municipal

disease departments，Sichuan University，occupation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stitutions and

universities. Notably，most authors （55.69%） were from Sichuan Province. As the subjects of the

published papers，510 （26.14%） papers belong to preventive medicine and hygiene，433 （22.19%）

belonged to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infectious diseases，209 （10.71%） belonged to endocrine glands

and systemic diseases，and 161 （8.25%） papers

belonged to medical and health policies， 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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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egulations. However， the proportion of articles in the other disciplines are relatively low.

Conclusion The papers come from a wide range of regions， mainly in Sichuan province. Most

papers were from the disease control departments.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the

contribution and solicitation of papers from universitie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order to

obtain more valuable and innovative high-quality academic papers.

Key words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Information；article quantity；analysis

《预防医学情报杂志》创刊于1985年，是由四川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管，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办的中华预防医学会系列杂志之一［1］。主要报道

疾病预防与控制、卫生监督与监测、健康教育、医学

情报信息、临床流行病学等专业领域的新进展，包

括新成果、新技术、新方法和新发现，为预防医学科

研领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

随着我国职称评审制度的改变，一部分优质论文存

在外流现象，从而导致国内期刊的稿源受到一定影

响［2］，而追求高质量的稿件是期刊的一贯宗旨［3］，因

此，为了解本刊发文数量与质量变化动态，本研究

对 2015-2018年《预防医学情报杂志》载文量、刊出

论文时滞性、基金论文比和作者分布等相关指标进

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以期为进一步提高办刊质量提

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 2015-01/2018-12《预防医学情报杂

志》所刊载的4卷共48期论文作为分析对象。

1.2 方法 基于中国知网个刊影响力统计分析

数据库平台，采用文献计量学辅以数值比较的方

法，分别进行载文量、刊出论文的时滞性分析、基

金论文、作者发文量、作者的地域分布等指标进

行分析。

1.3 统计分析 采用 Excel 2017 软件建立数据

库，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载文量 2015-2018年《预防医学情报杂志》共

刊登论文48期，1 297篇。其中2015年268篇、2016

年345篇、2017年319篇和2018年365篇，平均每期

载文27篇。2015-2018年《预防医学情报杂志》载文

量整体呈现上升趋势。

2.2 刊载论文学科分布 2015-2018年载文所涉及

到的学科共计51种，其中“预防医学与卫生学”学科

载文量最多，为 510篇，占总载文量的 26.14%；其次

为“感染性疾病及传染病”学科 433篇（22.19%），排

名第3、4位的学科分别是“内分泌腺及全身性疾病”

209篇，医药卫生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研究 161篇。

2015-2018年《预防医学情报杂志》载文前 5位学科

分布情况如下（表1）。

2.3 刊出论文的时滞性 2015-2018年《预防医学

情报杂志》杂志年均出版时滞为 325.90459.10 d，4

年平均出版时滞为 395.43 d（表 2）。2015-2018 年

《预防医学情报杂志》杂志年均出版时滞周期呈现

逐年缩短趋势。

表1 2015-2018年《预防医学情报杂志》载文学科分布情况

合计排名

1

2

3

4

5

学科分类

预防医学与卫生学

感染性疾病及传染病

内分泌腺及全身性疾病

医药卫生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研究

儿科学

载文量/篇

2015年

70

87

43

38

16

2016年

164

120

49

42

33

2017年

122

104

72

40

20

2018年

154

122

45

41

27

合计/篇

510

418

209

161

96

百分比/%

26.14

22.19

10.71

8.25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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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基金论文情况 通过对《预防医学情报杂志》

2015-2018年载文的基金论文比例和国家基金论文

比例分析发现，该杂志基金论文比例（包括国家级、

省部级、国际合作和其他等）逐年有所增加，但

是 2018年国家基金论文比要低于前 3年，为 0.54%

（表3）。

表3 2015-2018年《预防医学情报杂志》载文基金论文情况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基金论文

数量/篇

58

120

120

139

基金论文

比例/%

21.64

34.78

37.62

38.08

国家基金论文

数量/篇

4

11

11

3

国家基金

论文比/％

1.49

3.19

3.45

0.82

2.5 作者情况

2.5.1 作者发文量 自《预防医学情报杂志》办刊

以来，已拥有一支数量充足、质量稳定的作者群

体。2015-2018 年内最高产作者共在本刊发文 18

篇，占比0.03%，但仅发文1篇的占比73.47%（表4）。

发文量/篇

18

14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作者数量

1

1

2

4

2

10

15

23

24

50

96

217

496

2 605

比例/%

0.03

0.03

0.06

0.11

0.06

0.28

0.42

0.65

0.68

1.41

2.70

6.12

13.99

73.47

表4 2015-2018年《预防医学情报杂志》作者发论文量

2.5.2 地域分布 作者遍布全国31个省份、直辖市

和自治区，其中作者地域排名前 3位省份分别为四

川、北京和重庆，分别占比为 55.69%、9.48%和

5.92%。宁夏、黑龙江和西藏等15个省份、直辖市和

自治区发文量在10篇及以下（表5）。

表2 2015-2018年《预防医学情报杂志》出版时滞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平均出版时滞/d

年均出版时滞/d

459.10

409.20

388.30

325.90

395.43

年度同比

－4.07

－10.88

－5.10

－16.09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

表5 2015-2018年《预防医学情报杂志》作者地域分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省份

四川

北京

重庆

广东

辽宁

河北

江苏

陕西

湖北

本刊发文量/篇

734

125

78

53

44

37

34

31

27

比例/%

55.69

9.48

5.92

4.02

3.34

2.81

2.58

2.35

2.05

序号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省份

山东

云南

上海

贵州

河南

广西

天津

新疆

福建

本刊发文量/篇

19

17

14

14

13

13

10

9

7

比例/%

1.44

1.29

1.06

1.06

0.99

0.99

0.76

0.68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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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机构分布 2015-2018 年《预防医学情报杂

志》刊登文章作者机构共计3 547家（只要是署名作

者都在统计范围之内）。作者单位以各级疾控中心

为主为 63.55%（2 252/3 547）；其次为医院 13.98%

（496/3 547）；排名第 3 位的是高校 11.59%（417/3

547）；其他为10.71%（380/3 547）。

3 讨论

3.1 载文量 是指刊物在特定范围内所刊载的相

关学科的论文数量，通常被用来作为衡量期刊学术

交流程度和传递信息能力的重要参数［4］。通过对

2015-2018年《预防医学情报杂志》载文量的追踪和

统计，可以看出《预防医学情报杂志》年载文量呈现

逐渐上升趋势。由此从侧面反映出《预防医学情报

杂志》稿源在不断增加，期刊吸收和传递科学的能

力在稳中向好发展。从载文的学科分布来看，预防

医学与卫生学（26.14%）、感染性疾病及传染病

（22.19%）、内分泌腺及全身性疾病（10.71%）和医药

卫生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研究4类学科是本刊载文

的主要学科分布，由此说明本刊在这 4类学科领域

科研交流能力较强，活跃度较高。说明作者群和读

者群主要集中在这些研究领域，载文学科分布的种

类同时也与本刊的定位和办刊宗旨有关。今后《预

防医学情报杂志》编辑部可制定一个合理的载文量

范围，追踪科学前沿动态，策划热点选题，提高期刊

的学科影响力。

3.2 出版时滞 是指期刊文献的发表日期与收稿

日期之间的间隔时间。它是衡量期刊时效性的重

要指标，事关研究者的科技成果能否得到社会的及

时确认，能否获得科学竞争的有限权［5］。而出版时

滞缩短有利于确保期刊时效性，使最新科研成果及

时分享，有助于提高杂志科学竞争的有限权。2015-

2018年《预防医学情报杂志》4年内平均出版时滞为

395.43 d，年均出版时滞呈下降趋势，该结果表明期

刊文献的发表日期与收稿日期之间的间隔时间在

逐年缩短，该现象与《预防医学情报杂志》说明编辑

部工作效率有所提高，高素质的办刊队伍正在逐步

壮大有一定的关系。

3.3 基金项目 经过专家组反复论证、多级评审和

严格筛选立项的，通常是本专业的前沿、重点和热

点课题，基金论文指由各类基金项目资助产出的论

文［6］。基金论文比指基金论文数占载文量的比例
［7］，国家基金论文比是国家级基金论文数占载文量

的比例，基金论文比例是评价论文学术质量的客观

指标之一［8］ 。本研究结果显示 2015-2018年《预防

医学情报杂志》在吸纳基金论文的能力在逐年增

强，知名度和学术影响力不断攀升，学术质量稳步

提高。但在国家基金论文方面，2015-2017 年呈上

升趋势，而 2018年出现回落。由此说明，本刊在吸

引国家级基金项目方面仍需调整办刊思路，可通过

密切联系相关科研团体、追踪相关领域研究热点和

开通国家级基金项目绿色通道等方式，吸纳优秀科

研团队和作者作投稿，从而获得优质资源，为作者

和读者群提供一个更为优质、前沿的学术交流平

台。

续表5 2015-2018年《预防医学情报杂志》作者地域分布

序号

19

20

21

22

23

24

25

省份

江西

安徽

甘肃

海南

湖南

青海

浙江

本刊发文量/篇

6

5

5

4

4

3

3

比例/%

0.46

0.38

0.38

0.30

0.30

0.23

0.23

序号

26

27

28

29

30

31

省份

山西

吉林

内蒙古

宁夏

黑龙江

西藏

本刊发文量/篇

3

2

1

1

1

1

比例/%

0.23

0.15

0.08

0.08

0.08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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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8年《预防医学情报杂志》瞬现作者比

例为73.47%。高于Lotka定律中发文1篇的作者占

作者总数60%的指标，出现发文1 篇的瞬现作者占

比较高的情况，究其原因可能是这些作者出于一些

客观需求驱动，投稿具有较大随机性，并非对刊物

的认可度和忠诚度等原因驱使投稿。本刊稿源地

区分布主要为四川、北京和重庆地区；作者多来自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院和高校［9］。说明期刊

的作者和读者群主要集中在川渝地区和北京，应加

强对期刊的宣传，可通过推介会等形式让更多的作

者了解本刊，扩大稿件来源。综上所述，可采用相

应措施提升期刊的学术性、专业性、创新性，为广大

的预防医学工作者提供一个更好的学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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