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  

 工  作  简  讯  
Newsletter of the SiChuan Field Epidemiology Training Program 

 

2020 年第 4 期（总第 12 期）                    2020 年 11 月 06 日 

 

本期目录 

项目信息 

SCFETP-3 期学员毕业座谈会顺利进行 

SCFETP-3 期学员毕业答辩圆满完成 

现场实践 

SCFETP-3 期学员参加西昌市一例输入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现场调

查处置工作 

SCFETP-3 期学员参与一起新冠肺炎的疫情调查与处置工作 

SCFETP-3 期学员对四川省仪陇县 2020 年 7-8 月手足口病报告病例增多

原因进行现场调查 

SCFETP-3 期学员参与一起钩体病疫情调查与处置 

SCFETP-3 期学员参与四川省免疫规划接种率专题调查 

SCFETP-3 期学员开展四川省本地人群流感疫苗保护效果专项调查 

SCFETP-3 期学员参加攀枝花市鼠疫监测工作 

SCFETP-3 期学员参加 2020 年甘孜州鼠疫防控基层医务人员培训班 

SCFETP-3 期学员参加 2020 年四川省流感禽流感、肠道传染病暨自然疫



Newsletter of the SCFETP  四川省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工作简讯 

心得体会 

 

源性疾病防控培训班 

 

 

学习长知识，实践出真知记 SCFETP 一年学习感受 

 

 

 

 

 

 

 

 

 

 

 

 

 

 

 

 

 

 

 



Newsletter of the SCFETP  四川省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工作简讯 

 项目信息 

SCFETP-3 期学员毕业座谈会顺利进行 

2020 年 10 月 20日，四川省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第三期学员毕业

座谈会在四川省疾控中心行政楼 222 会议室顺利举行。座谈会由中心科

培处刘玲玲处长主持，科培处周琦老师、田添老师及 SCFETP-3期的 8 名

学员参加。 

首先，学员们对照毕业要求，分别对自己的学习成果进行了简要总

结，并重点汇报了在这一年学习中的收获，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中的诸多体会。同时，根

据自身学习经历，对现场流行

病学培训内容及方式提出了

意见与建议。随后，刘玲玲处

长对每位学员的产出及收获

进行了点评，同时对学员们这

一年的学习情况给予了充分

肯定，并提出两点要求：一是

要认真梳理汇总一年来的学习情况，对照毕业要求完成相关学习内容，

并做好毕业答辩的准备工作；二是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充分利用培训所

学知识，继续提升自身专业能力，时刻保持学习探索热情。然后，周琦

老师就毕业答辩相关要求进行详细说明，进一步要求学员们做好准备工

作。 

最后，学员们纷纷表示将根据毕业要求，尽快完成学习计划，并认

真准备毕业答辩内容。同时，在以后工作中，也将努力秉承“敬业、团

队、探索、求实”精神，不断提升自身八大能力，尽快成长为一名现场流

行病学专业人才，为疾控事业贡献力量！ 

（SCFETP-3 李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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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FETP-3 期学员毕业答辩圆满完成 

2020 年 11 月 6日，四川省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第三期（SCFETP-

3）学员毕业答辩会在四川省疾控中心行政楼 319会议室顺利召开。答辩

专家由中国疾控中心教育培训处罗会明处长、中国疾控中心现场流行病

学培训项目办刘慧慧副主任、四川大学

华西公共卫生学院流统系杨艳芳副主

任、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祝小平主

任医师和成都市疾控中心王亮主管医

师等五位老师担任。答辩会由中心科培

处刘玲玲处长主持， SCFETP-3期 8 名

学员、袁珩所长等责任导师和现场导师

及项目办相关工作人员约 30 人参加。

SCFETP-3期 8名学员分别就各自一年的学习工作情况和成果产出进行梳

理总结，重点对完成的现场暴发调查、专题调查或监测分析进行汇报。

随后，答辩专家们对每名学员的答辩内容进行了提问和点评，提出了诸

多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最后，罗会明处长对答辩会进行总结，首先对学员们一年努力取得

的丰硕成果表示肯定，并祝贺所有学员一致通过毕业答辩，圆满完成培

训任务。同时提出两点希望：一是希望学员们做到学以致用，在今后的

工作中，进一步发挥现

场流病培训的价值；二

是希望三期学员们毕业

后不忘 SCFETP 培训精

神，积极参与全省疾病

预防和公共卫生工作，

为推动四川省现场流行

病学培训项目网络建设

与发展贡献力量。 

（SCFETP-3 李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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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实践 

SCFETP-3 期学员参加西昌市一例输入性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现场调查处置工作  

2020 年 8 月 19 日，凉山州西昌市新报告 1 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

者，S 某，39 岁，俄罗斯籍。为查明该病例感染来源以及排查追踪其入

境后密接，做好境外输入病例全程的闭

环管理，减少输入病例境内传播风险，8

月 22 日，受省疾控中心应急业务处、急

传所指派，SCFETP-3 学员杨能飞前往西

昌市，会同凉山州疾控及西昌市疾控专

业流调人员组成流调专家组对该病例继

续开展现场调查处置工作。流调专家组

人员先对前期流调报告讨论分析，查找

薄弱疏漏环节，之后一行人前往隔离点岷山饭店、青山机场等地进行现

场查看：西昌市已按新冠防控方案要求对病例进行了隔离治疗，对密接

进行集中隔离观察。在当前各项措施严格实施的情况下，将“严防输入、

内防扩散”落实到位。 

本次西昌市报告俄罗斯输入病例事

件提示：我国目前并没有全部的对入境

人员严格进行入境就地集中隔离 14 天

这一措施，对一部分从事特殊工作或其

他可豁免的情况进行了特殊处理，而且

对此类特殊人群的管理规定和规范职

权不明确，因此可能存在一定的漏洞和

薄弱环节，有鉴于此，必须要求对类似

的豁免或特殊人群实行流动（或接力）的完全闭环管理，真正做到无缝

衔接，有效防控。 

（SCFETP-3 杨能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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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FETP-3 期学员参与一起新冠肺炎疫情的  

调查与处置工作  

2020 年 9 月 19 日 0:40，德阳市某区人民医院报告 1 例新冠肺炎无

症状感染者，接到报告后，省市县三级政府及卫生行政部门高度重视。

由于该病例活动轨迹复杂，为了及

时、全面、准确地溯源和追踪密切

接触者。9 月 19 日，三期学员王小

娟在省疾控中心急传所吴朝学老

师的带领下，前往现场对该疫情进

行调查处置。 

在现场，调查组先后听取了当地前期工作进展的汇报，参加了疫情

防控工作布置会议，电话调查了患者、密切接触者以及密切接触者的密

切接触者，梳理患者活动轨迹，整理

实验室检测结果，进一步完善流调报

告，全面掌握该起疫情具体情况。结

合实际情况和已采取的措施，提出针

对性的防控建议。目前疫情已得到有

效控制，无新增本地病例。 

通过此次“干中学”，学员对病例电话流调、数据收集分析、流调报

告撰写、风险评估等进行实践，对此类疫情现场处置流程有了更深入的

认识，现场调查与处置能力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SCFETP-3 王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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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FETP-3 期学员对四川省仪陇县 2020 年 7-8 月  

手足口病报告病例增多原因进行现场调查  

2020 年 8 月初，SCFETP-3 期学员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

发现仪陇县 7 月手足口病报告数明显高于去年同期，且明显高于周围其

他县。为了解该县报告病例数增多原因，现场班学员敬维、余丹在省疾

控中心中心急传所袁珩、刘伦光两位导师的安排部署下于 8 月 10 日赴南

充市仪陇县开展调查。 

学员敬维、余丹于 8 月 10 日上午到达

仪陇县，随后在该县疾控中心相关专业人

员的协助下对该县报告病例数最多的县人

民医院、妇幼保健院的门诊和住院部医生

进行了访谈；对访谈医院的在院病例和近

期出院病例进行了个案调查；对该县报告

病例数最多的新政镇的 4 处易感儿童聚集

地的儿童聚集程度和卫生条件进行了查看。 

8 月 11 日上午，学员们在导师的电

话指导下对调查结果和相关数据进行分

析后，初步得出了该县手足口病散发流

行的原因可能是柯萨奇病毒 A 组 6 型在

当地流行。随后会同县疾控中心相关专

业人员将调查结论报告给市疾控中心。

市疾控中心接到报告后，为进一步核实

该县手足口病流行原因，迅速采购相应试剂，对该县手足口病标本进行

分型。 

此次现场调查，锻炼了学员们的现场沟通、数据收集与分析、报告

撰写等能力，完善了集中培训中现场实践不足的短板，使学员们进一步

提升了现场处置的能力和水平。 

（SCFETP-3 敬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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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FETP-3 期学员参与一起钩体病疫情调查与处置  

2020 年 9 月 5 日，仪陇县疾控中心报告 2 例钩体病病例，其中 1 例

死亡病例；9 月 8 日，仪陇县疾控中心再次电话报告 4 例新发钩体病例，

病例分布在双胜镇和复兴镇，请求协助调查。接到报告后，各级政府和

卫生行政部门高度重视，立即派遣专家组成省、市、县联合工作组赶赴

现场开展调查处置。9 月 8 日下午，SCFETP-3 期学员余丹、杨能飞、敬

维和李文博在省疾控中心急传所曾义学老师的带领下，赶往当地参与此

次调查处置工作。 

联合工作组抵达现场后，立即调查核实基本情况，然后，根据相关

资料迅速制定了病例定义，通过调查患者及家属、查看医院就诊记录等

方式在患者住户及周边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开展病例搜索，并对病家周围

及其稻田的进行环境卫生学调查。最终，根据临床症状和体征、流行病

学及卫生学调查、临床诊断等结果，确定此次事件为一起钩体病暴发疫

情。 

追溯调查发现，8 月 12 日至 13 日，仪陇县出现一次特大暴雨天气

过程，雨量之大、雨势之急均突破历史极值（仪陇有气象记录以来，日

最大降雨量为 170 毫米，此次降雨强度是历史极值的 7.83 倍），大约 10

天后农民开始收割稻谷，陆续有人因钩体病发病。患者发病前均无钩体

疫苗接种史、均未采取个人防护下田收割稻谷。调查病家住户周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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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发现猪圈、鸭舍紧挨储粪池，粪便未经过无害化处理，储粪池的污

水溢出流至稻田。被钩体病感染的人或动物从尿中排出病原体，污染池

塘、稻田、水沟等或因暴雨、洪水的冲刷使病原体到处扩散。 

     在本次疫情中开展应急监测工作，我们使用花生米作诱饵，在病家

住户的周围环境、病家稻田等环境布放鼠夹，次日清晨收回鼠夹，将捕

捉到的鼠只在仪陇县疾控中心实验室进行种类、性别等分类，同时按照

要求进行解剖并取双侧肾进行钩体分离、培养与核酸检测。该次监测共

布放有效鼠夹 2361 只，捕获老鼠 34 只，鼠密度为 1.44%，其中短尾鼩

23 只、黄胸鼠 4 只、褐家鼠和小家鼠各 2 只、黑线姬鼠、大足鼠和鼩鼱

各 1 只。 

在此次疫情调查与处置中，学员们对病例搜索、现场流调、数据收

集分析、健康宣传、风险评估、报告撰写等工作的亲自参与，使学员们

的现场调查与处置能力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SCFETP-3 余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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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FETP-3 期学员参与四川省免疫规划接种率专题调查 

根据省卫生健康委要求，为进一步了解我省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

预防接种真实情况，挤掉报告接种率数据水分，压实接种率，省疾控中

心组织并带领 SCFETP-3 期学员黄小梅在 10 月开展了 2020 年国家免疫

规划疫苗接种率省级专题抽样调查工作。 

此次调查选取眉山市仁寿县、广安市华蓥市、乐山市五通桥区、南

充市营山县、内江市东兴区共 5个县（区）

作为调查县。每个调查县随机抽取 5 个乡

（镇、街道），每个乡（镇、街道）随机抽

取 6 个村（社区）。对所有 0-6 岁儿童均

调查其基础免疫情况，1-6 岁组儿童分年

龄组调查其加强免疫情况。 

此次调查发现：1、卡证符合率低于建

证建卡率；2、0-6 岁组儿童基础免疫部分

疫苗接种率未达到 90%以上；1-6岁组加强

免疫部分疫苗未达到 90%以上。建议：1、

各级从事免疫规划工作者应加强学习《疫

苗管理法》、《预防接种工作规范》等法律法

规文件，扎实掌握预防接种相关专业知识，

切实按照免疫规划程序进行常规接种；2、接种单位应充分利用儿童预防

接种信息管理系统，定期清理未种儿童，提高及时接种率；3、利用多种

途径加强宣传，提高人群接种意识；4、逐步推进数字化门诊建设，提高

预防接种信息化管理水平；5、做好适龄人群预防接种的记录工作，保证

有卡有证、卡证相符。 

通过此次专项调查，我学习了《疫苗管理法》、《预防接种工作规范》

等法律法规文件，熟悉了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程序，掌握了抽样调

查的方法，提高了预防接种相关专业知识。 

                                 （SCFETP-3 黄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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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FETP-3 期学员开展四川省本地人群流感疫苗  

保护效果专项调查   

2014年四川省疾控中心在全球首次从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标本中检

出 H5N6 流感毒株，从而发现了第一例 H5N6 流感病例，说明我省有产

生新的流感病毒的可能。同时 2019

年我省流感疫情大幅上升，显著高

于近 5 年平均水平。广泛的接种流

感疫苗，在理论上可以减少新毒株

的产生以及延缓其传播的速度。为

了解四川省本地人群流感疫苗接

种情况，宣传流感疫苗效果、选择

优质的流感疫苗、增加群众接种意愿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因此开展四

川省每年流感疫苗对本地人群的实际免疫效果评价及对不同品牌的流感

疫苗保护率进行比较和评价。 

在前期预调查的基础上，2020 年 8-10 月，SCFETP-3 学员王小娟、

黄小梅、文桂欢和 CFETP-19 学员宋渝丹在省疾控中心刘伦光副所长的

指导下先后对成都市、德阳市、攀枝花市、雅安市、自贡市开展了流感

疫苗接种情况专项调查。 

此次调查样本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流感监测信息系统中

选择相应市州报告的流感样病例作为调查对象，四川省免疫规划信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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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统和电话追踪调查核实接种情

况，并先后前往成都市、德阳市、攀

枝花市、雅安市开展现场调查。此次

调查中，通过电话调查 711 人，系统

平台查询 852 人。将调查结果全部录

入 Excel 数据库并进行核实、整理，

运用 SPSS 软件进行分析，初步结果

显示，病例组和对照组近三年是否接种流感疫苗有统计学差异。 

通过此次专题调查研究，学员们学习了现场沟通处置和电话访谈技

巧，实践掌握了病例对照研究的分析方法。 

                                       （SCFETP-3 王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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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FETP-3 期学员参加攀枝花市鼠疫监测工作  

10 月 13日至 10月 20 日，SCFETP-3 期学员李文博跟随四川省疾控

中心汪立茂老师及吴朝学老师一同前往攀枝花市，与当地市县级疾控中

心工作人员组成工作组，在当地开展 2020 年鼠疫监测工作。同时，在攀

枝花市举办全省鼠疫防控

工作培训班，学员将四川

省鼠疫菌分子分型情况在

会上进行了汇报，并与各

监测点参会人员进行了交

流。 

监测工作在攀枝花市西区、东区及盐

边县部分村镇进行。工作组选择河流、农

田等有野鼠栖息活动的场所，采用夹夜法

进行监测，参考《医学动物分类鉴定》确

定宿主动物名称并计算鼠密度，检验人员

对捕获的鼠进行解剖，取肝脏做鼠疫抗原

检测。同时，在部分村镇取鼠疫高抗动物

犬的血清，返回实验室进行鼠疫抗体检

测。 

以上调查和实验结果将作为鼠疫宿

主动物种类、分布、密度及感染率调查的

依据，为探究我省鼠疫自然疫源提供思路。 

（SCFETP-3 李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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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FETP-3 期学员参加 2020 年甘孜州鼠疫防控  

基层医务人员培训班  

鼠疫是对人类危害最严重的烈性传染病之一，而基层医务人员是鼠

疫防控的一道重要的前沿防线，2020 年 7 月 27 日-8 月 15 日，SCFETP-

3 期全体学员分三批队伍跟随省疾控急传所袁珩、刘伦光、汪立茂、吴朝

学、谷岳礼等老师参加由四川省

疾控中心举办的 2020 年鼠疫防

控基层医务人员培训班，培训班

地点分别设在甘孜州甘孜县、理

塘县及稻城县。参加此次培训班

的人员还有来自各县疾控中心专

业人员、当地乡政府工作人员和基层医务人员。 

培训会议上，省疾控急传所所长袁珩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与处

置流程作了讲解，县疾控老师针对当地的鼠疫监测情况作了介绍。省疾

控急传所汪立茂老师对四川省鼠疫自然疫源地和鼠疫临床诊断及治疗等

知识作了深入的讲解。省疾控急传所吴朝学老师通过一起鼠疫案例分析

详细地为大家讲解了鼠疫从报告、发现核实、出发前准备、现场流调处

置等方面的知识。会议上还播放了四川省鼠疫应急演练视频，加深了培

训人员对鼠疫应急处置流程的印象。同时，在培训会召开前与结束时，

都对参加培训的人员进行了鼠疫防控知识的测试，用以评价培训效果。 

新冠肺炎是按甲类管理的乙类传染病，在此次鼠疫培训班上，

SCEETP-3 期学员也对新冠肺炎方面的知识进行了分享。其中，余丹对四

川省不同人群新冠肺炎血清学调查进行讲解；文桂欢对四川省某县 1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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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聚集性疫情调查进行分享；李敏对四川省一起中小学急性呼吸

道感染聚集性疫情进行了分享交流；王小娟讲解了流感暴发疫情的调查

处置；黄小梅讲解了四川省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敬维分享了四川省某县一起新冠肺炎家族聚集性疫情调查处置；杨能飞

分享了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消毒工作经验。 

通过参与甘孜州鼠疫培训班会议，基层医务工作者对鼠疫防控知识

有了较为系统地学习了解。同时，学员们从中不仅学习到了鼠疫防控相

关知识，同时还使得自己的演讲授课等能力得到锻炼，获益匪浅。 

                                   （SCFETP-3 文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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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FETP-3 期学员参加 2020 年四川省流感禽流感、肠道

传染病暨自然疫源性疾病防控培训班  

2020 年 8 月 24 日-28 日，SCFETP-3 期全体学员参加了 2020 年四川

省流感禽流感、肠道传染病暨自然疫源性疾病防控培训班。 

流感禽流感防控培训班上，专家们对全球流感流行现况及监测结果

分析、流感和禽流感病原学研究现况及进展、四川省流感、禽流感流行

趋势及监测工作质量评估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解；同时，还讲授了新冠

肺炎的流行特征、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及流调报告撰写、聚集性疫情调查及

处置方法、新冠肺炎诊疗与救治以及

新冠疫苗研究进展等内容。SCFETP-

3 期学员余丹、李敏和王小娟在培训

班上分别分享了新冠血清学研究进

展、急性呼吸道感染聚集性疫情和流

感暴发疫情现场处置等内容。 

肠道传染病暨自然疫源性疾病防控培训班上，专家们对狂犬病、流

行性出血热、钩体病、布鲁氏菌病、手

足口病、登革热的病原学、发病机制、

流行病学、防控技术以及诺如病毒暴发

疫情的调查处置等内容进行了系统讲

解；同时，还分享了登革热疫情、输入

性霍乱病例的调查处置等内容。SCFET

P-3 期学员敬维在培训班上对一起手足口病疫情调查进行了分享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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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习，学员们进一步认识与理解了相关疾病的病原学、发病机

理以及流行病学相关理论知识，解答了在以往工作中遇到的疑惑，掌握

了疾病疫情早期发现、现场处置等环节的注意事项；通过交流，学员们

对参与的现场处置有了更深入的总结与思考，为今后开展相关疫情处置

夯实了基础。 

（SCFETP-3 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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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体会 

学习长知识，实践出真知  

                      记 SCFETP 一年学习感受  

报名四川省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SCFETP）之前，我在卫生监

测科和免疫规划科工作了 10 年，工作中多次参与食物中毒、饮用水污

染事件、洪涝灾后卫生防疫、地震灾后卫生防疫应急工作等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调查处置工作。通过查询相关疾控官网，对现场流行病学项目有

了一定的了解，这使我非常向往。2019 年 10 月，经过单位推荐和专业

考试、面试考核后，我踏上了为期一年的 SCFETP 学习之路，正式成为

SCFETP-3 期的一员。一年来，我与来自全省其他地市和省疾控的 7 位

同学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度过了一段忙碌、快乐而又充实的美好时

光。 

  在这一年里，我经历了 2 个月的理论复习和知识架构重新塑造的

学习过程，内容除了巩固原来的流行病学、医学统计学、传染病学等知

识，还有新颖的制图、制表软件的实习与运用。同时，各相关基地老师

对现场流行病学的详细讲解和分享，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极大地开

阔了我们的视野，提高了我们的专业理论水平，培养了我们的现场流行

病学思维方式,进一步提高了我们在现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经过理论培训之后，科培

处拟安排大家 10 个月的科所实践，在实干中巩固知识、提高能力，可

2020 年的 COVID-19 疫情流行打破了我们原有的实践计划，我们被立

即召回到岗，统编到省疾控疫情应急处置和督导组。在省疾控流调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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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老师指导下参与全省新冠疫情防控处置工作，除了对流调报告的抽丝

剥茧，传播链条、流行曲线的绘制等，还经常赶赴相关疫情报告地进行

“破案”，寻找到感染原因不明病例的“上家”，做好四类人群的甑别与

判断，减少疫情的扩散。当我们本地疫情基本得到有效控制以后，我们

的工作也随之常态化，除了对境外输入疫情分析评估以外，也都参与到

其他现场工作中，如出血热、钩体病、鼠疫监测培训工作，省级接种率

调查复核工作，食物中毒、流感、手足口病和钩体病等疫情调查处置工

作。 

通过 SCFETP 的培训，我深深体会到现场流行病学的魅力。平时日

常工作中没有机会处置相对重大的疫情，而在培训期间我们参与的疫情

调查从类型上包括了传染病和食物中毒；从发生场所上包括有医院、社

区、工地、学校，大大开阔了我的视野。而在每一个错综复杂、扑朔迷

离的现场中，我们运用现场流行病学理论和方法，拨开层层迷雾，找到

事件的真相，就像侦探破案、抽丝剥茧，一步步找到事件的元凶。经历

艰辛找到真相的那一刻，我们每个疾控人都是充满成就感的。 

一年的项目学习时光是短暂而珍贵的，是我们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

段经历，我们学员一定会继续把握机遇，紧紧围绕以提升应急调查、疾

病监测、科学研究等“八种能力”为目标，敬业、团队、探索、求实四

种精神为导向，努力践行“干中学，学中干”的理念，在接下来工作中

坚持学以致用、学有所成，守公卫人初心，担为人民健康为使命，为实

现健康中国健康四川努力贡献自己的一份疾控力量。 

（SCFETP-3 杨能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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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送：中国疾控中心教育培训处，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各市（州）、县（区）疾控中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