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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一级
赭曲霉毒素 A 免疫学检测方法研究及
北京市居民粮谷类食品中赭曲霉毒素 A 摄入量评价
研 究 生：江 涛
导

师：计 融

研究员

赭曲霉毒素(Ochratoxins)是由曲霉属和青霉属产生的一组结构类似的有毒代谢产物，主
要危及人和动物肾脏。赭曲霉毒素分为 A、B、C、D 四种，其中毒性最大、与人类健康关系
最密切、对农作物污染最严重、分布最广的是赭曲霉毒素 A(Ochratoxin A, OA)。OA 是一种
具有强肾脏毒和肝脏毒的真菌毒素，并有致畸、致突变和致癌作用。在已发现的真菌毒素家
族中，根据其重要性及危害性排序，OA 被认为是仅次于黄曲霉毒素而列第二位。联合国粮
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JECFA)及欧盟等国家都对 OA 进行了深入
研究，调查并评价了 OA 在各类食品中的污染水平及本国居民 OA 膳食摄入量，制定出食品
中 OA 的最大允许限量值，以保护本国居民的身体健康。由于 OA 主要污染粮谷类食品，而
我国又是农产品大国且饮食传统是以粮谷类食品为主，因此 OA 对消费者健康可能构成潜在
性危害并可能对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产生影响。我国目前还没有关于人群 OA 膳食摄入量
的评价研究，无法评价 OA 对我国人群产生的危害，也不能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保护我国
居民的身体健康和在国际贸易中的经济利益。要开展人群膳食摄入量的评价研究，首先必须
调查 OA 在食品中的污染水平，而灵敏、可靠的分析方法是上述工作的基本保证。我国现行
的国家标准检测方法是薄层色谱法，该方法为目测半定量法，最低检出量为 10μg/kg，不能
满足食品添加剂和污染物法典委员会(CCFAC)提出的在评价人群 OA 膳食摄入量时，要求分
析方法的最低检出量低于 5μg/kg。所以用薄层色谱法检测出的数据无法用来评价人群 OA 膳
食摄入量。因此必须尽快建立其它符合上述要求的检测方法。
本研究首先建立了检测粮谷类食品中 OA 污染水平的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方法(ELISA)。
用 OA-EDC-KLH 免疫 Balb/c 小鼠获得了较好的免疫应答。经过细胞融合和间接竞争性 ELISA
方法筛选，选择出对 OA 有强抑制的细胞孔，经 5～6 次亚克隆，达到三次 100%阳性，建立
了 5 株稳定分泌抗 OA 单克隆抗体的杂交瘤细胞株，并从上述细胞株中选出 10G7 作为生产单
克隆抗体用杂交瘤细胞株。该杂交瘤细胞株分泌的抗 OA 单克隆抗体，亚类鉴定为 IgG2a，
腹水抗体的稀释度是 1: 6,400,000，腹水抗体的参考工作浓度是 1: 400,000，亲和常数是 9.0×
10-8(mol/l)-1，抗体分子量是 150KD，腹水经纯化后 IgG 含量为 14.6 mg/ml，抗体与其它真菌
毒素及所用载体蛋白(BSA)无交叉反应。
用获得的抗OA单克隆抗体建立了检测大米、玉米和小麦样品中OA污染浓度的间接竞争
抑制性ELISA方法。该方法的最低检出浓度为0.5ng/ml。线性范围为2～500ng/ml，线性方程为
Y=-0.272lgx+1.07(r = 0.99)。在确定不含OA的大米、玉米和小麦样品中加入一定量的OA标准
溶液，经提取后用间接ELISA方法进行OA回收试验，其结果为小麦样品的回收率在79.0%～

114.2%之间，大米样品的回收率在82.0%～119.7%之间，玉米样品的回收率在75.6%～81.2%
之间。
其次对北京市售大米、玉米和小麦样品中OA污染水平进行了调查, 结果表明小麦样品的
污染率为60.71%，最大值为8.26µg/kg；大米样品的污染率为17.86%，最大值为3.44µg/kg；玉
米样品的污染率为85.71%，最大值为125.00µg/kg。
根据北京市区居民粮谷类食品的消费量及北京市售粮谷类食品中OA污染水平的调查结
果，对北京市居民粮谷类食品中OA的摄入量进行了初步评价，并与欧洲国家或地区的居民粮
谷类食品中OA的摄入量进行对比，同时与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
委员会提出的每周允许摄入量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北京市居民从粮谷类食品中摄入OA的
量高于欧洲国家居民从粮谷类食品中OA的摄入量，但是低于JECFA制定的OA每周允许摄入
量。
本研究属于国家“十五”科技重大专项《食品安全关键技术》中 “生物毒素和中毒控制
常见毒物检测技术”课题及“食品中有害微生物及生物毒素限量研究与标准制定”课题研究
内容的一部分，课题编号分别为：2001BA804A20 和 2001BA804A3205。
关键词：赭曲霉毒素 A，单克隆抗体， 酶联免疫吸附分析，膳食摄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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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自 1994 年以来我国艾滋病流行从缓慢增长转变为快速增长趋势，主要与云南、新疆、
广西及四川等地吸毒人群中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逐渐增多和 1995 年起我国中部一些地区发
现的有偿献血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经性传播的感染人数不断增加有关。静脉吸毒是我
国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主要传播途径，至今占累计感染总数的 68.0%。由于静脉吸毒人群以
青壮年为主(15-49 岁占 93.9%)，大部分处于性活跃期，而且静脉吸毒人群除了具有共用
注射器具的高危行为外，还具有多性伴和不安全性行为，以及相当比例的女性吸毒人员
为了获取毒资而以卖养吸，导致了艾滋病的快速流行。近年来吸毒在我国成为越来越严
重的问题，截止到 2002 年底，我国登记在册吸毒人员达到 100 万人，并且每年以 11%的
速度增长，因此在吸毒人群中开展关于艾滋病方面的科学研究和防治工作十分必要。队
列研究是了解疾病自然史、获取发病率资料、确定疾病发生的危险因素以及了解干预措
施效果的重要手段，而目前我国在吸毒人群中较少开展艾滋病方面的队列研究。近年来
艾滋病防治国际间合作日益加深，应利用国际科研标准规范和充足资金来提高我国艾滋

病研究科研水平和现场工作能力。因此有必要探讨我国是否有能力开展标准化的国际间
合作和评估现场是否有能力承担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艾滋病研究项目，了解静脉吸毒
人群的艾滋病病毒感染及其危险因素，为当地艾滋病防治和为 III 期艾滋病病毒预防试验
研究提供背景和数据。

研究目的
1．探讨我国是否有能力承担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艾滋病研究项目，了解新疆乌鲁木齐
地区静脉吸毒人群艾滋病病毒感染情况及其危险因素，为当地艾滋病防治和为 III 期
艾滋病病毒预防试验研究提供背景和数据。

2．了解四川省凉山地区静脉吸毒人群梅毒感染情况及其危险因素。

研究方法
1．于 2002 年 7 月至 12 月在新疆乌鲁木齐市采用链式提名法中的应答者驱动抽样方法
(Respondent-driven sampling, RDS) 从社区中招募静脉吸毒人员 (即主要采取种子推
荐参加者，然后从中再发展种子) 780 人，采用统一调查表调查静脉吸毒人群人口学
特征、吸毒行为及性行为情况，采集血液样本进行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

2．于 2002 年 11 月在四川省凉山地区以社区为基础招募了 379 名静脉吸毒人员，采用统
一调查表调查静脉吸毒人群人口学特征、吸毒行为及性行为情况，采集血液样本进行
梅毒螺旋体检测。

3．首先对于人口学资料和行为学资料进行统计学描述，艾滋病病毒和梅毒感染的单因素
分析采用 t 检验或 χ2 检验。在单因素分析基础上，对筛选出的危险因素采用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
1． 新疆现场在 6 个月的自然增长期内完成了招募、筛选和组建队列，共筛查了 799 名参
加者，有 509 名符合条件的参加者进入队列，6 个月和 12 个月队列保持率分别为 90%
和 94%(截止到 2003 年 11 月 24 日)。

新疆现场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为 29.1% (227/780)。60.2% (470/780)的参加者近 1 个月静
脉注射毒品每天一次及以上，99.9% (779/780)的参加者近 3 个月使用过海洛因，49.4%
(385/780)的参加者近 3 个月使用过别人用过的注射器具吸毒，48.6% (379/780)的参加
者共用过针头或注射器，22.9%(179/780)的参加者共用过洗针头或注射器的水，

5.0%(39/780) 的 参 加 者 共 用 过 吸 毒 器 皿 ， 2.2%(17/780) 的 参 加 者 共 用 过 棉 球 ，
14.4%(112/780)的参加者通过使用前后装入毒品。

近 1 个月，男性与主要和非主要性伙伴进行阴道性交每次均使用安全套的分别为
11.7%(43/366) 和 20.6%(40/194) ， 从 未 使 用 过 安 全 套 的 分 别 为 80.5%(293/366) 和
71.6%(139/194)；女性与主要和非主要性伙伴进行阴道性交每次均使用安全套的分别
为 1.7%(1/58)和 26.3%(5/19)，从未使用过安全套的分别为 94.8%(55/58)和 68.4%
(13/19)。
在单因素分析中，艾滋病病毒感染与性别(OR, 2.64; 95%CI, 1.40-4.97)、民族(汉族、
其他民族对维族分别为 OR , 0.25 和 0.27; 95%CI, 0.17-0.37 和 0.15-0.51)、文化程度(OR,
1.52; 95%CI, 1.10-2.10) 、与艾滋病病毒阳性者共用过注射器具(OR , 1.89; 95%CI,
1.38-2.59)和使用前后装入毒品(OR, 1.96; 95%CI, 1.30- 2.96)具有统计学意义。在单因
素分析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中，研究显示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主要危险因素
是海洛因静脉注射频率(OR, 1.63; 95%CI, 1.15-2.32)、共用针头或注射器(OR, 1.52;
95%CI, 1.04-2.23)、共用洗针头或注射器的水(OR, 1.40; 95%CI, 0.92-2.15)、共用针头
或注射器同共用洗针头或注射器的水的交互作用(OR, 2.14; 95%CI, 1.40-3.25)。

2． 四川现场基线调查的静脉吸毒人群梅毒感染率为 15.3%(58/379)。在单因素分析中，
静脉吸毒人群梅毒感染情况与研究对象近 1 个月与非主要性伴是否有非保护性性行
为(OR, 2.04; 95%CI, 1.09-3.81)、近 6 个月性伴数(OR, 1.89; 95%CI, 1.03-3.45)、近 6 个
月与非主要性伴性交频率(OR, 2.16; 95%CI, 1.20-3.88)、近 6 个月新性伴数(OR, 2.07;
95%CI, 1.13-3.80)、性别(OR, 2.84; 95%CI, 1.51-5.33)和文化程度(OR, 1.90;

95%CI,

1.08-3.35)等具有统计学意义。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中，民族
(OR, 2.85; 95%CI, 1.55-5.25)、婚姻状况(OR, 1.94; 95%CI, 1.04-3.62)和近 6 个月以性交
为条件接受性伴提供的钱物(OR, 5.60; 95%CI, 2.65-11.85)同梅毒感染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1． 静脉吸毒人群中存在直接共用注射器具和非直接共用注射器具的高危吸毒行为，以及
高危性行为。新疆乌鲁木齐地区静脉吸毒人群艾滋病病毒感染率较高，研究显示艾滋
病病毒的感染危险因素为性别、民族、文化程度以及与艾滋病病毒阳性者共用过注射
器具，主要危险因素是海洛因静脉注射频率、共用针头或注射器、共用洗针头或注射
器的水、共用针头或注射器同共用洗针头或注射器水的交互作用。应针对不同人群开
展安全的吸毒行为和性行为的健康教育，预防艾滋病病毒的传播。

2． 四川凉山地区静脉吸毒人群梅毒感染率较高，女性梅毒感染率明显高于男性。民族、
婚姻状况和近 6 个月以性交为条件接受性伴提供的钱物是梅毒感染的主要危险因素。

感染梅毒的静脉吸毒人群是艾滋病病毒从高危人群传播到一般人群的重要桥梁之一，
应针对不同人群开展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工作，提倡安全性行为，控制性病、艾滋病
病毒的传播。

关键词：艾滋病病毒 梅毒 静脉吸毒 危险因素 知情同意 共用注射器具 性行为
安全套 横断面研究

队列研究

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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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吸毒人群艾滋病病毒感染危险因素及队列保持策略研究
研 究 生 ：周
导

枫

师： 邵一鸣
阮玉华

研究员
副研究员

研究背景
从 1994 年以来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呈快速增长趋势，且以静脉吸毒人群为主，因大量的
共用注射器具造成 HIV 在吸毒人群的快速传播，也通过性接触和母婴传播途径促进了艾滋病
病毒由吸毒人群向一般人群的传播。近年来吸毒在我国也成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因此在这
一高危人群中开展长期的防治工作十分必要。目前我国在这一人群中开展的艾滋病队列研究
工作不足，而队列研究是流行病学用于了解疾病自然史、获取发病率资料、考察疾病发生的
危险因素及了解干预治疗措施效果的重要手段。近年来艾滋病防治研究的国际间合作日益深
入，因此需要探讨我国是否有能力开展标准化的国际合作队列研究工作，深入了解静脉吸毒
人群的 HIV 感染状况和相关危险因素。队列研究质量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随访阶段研究对
象的保持率，较低的保持率会影响研究结果的科学性，降低对实际工作的指导意义，而且静
脉吸毒人群具有高度的隐蔽性为随访保持工作带来很大困难。目前在我国尚未进行这方面的
研究工作，因此有必要在队列研究参加者中开展随访保持的影响因素和策略方面的探索。

研究目的
1． 探讨我国是否具有开展符合 NIH 研究标准的艾滋病队列研究项目的能力，了解静脉吸毒
人群 HIV 感染状况、静脉吸毒共用注射器具及性行为与艾滋病病毒（HIV）感染的关系。
2． 探讨静脉吸毒人群艾滋病血清流行病学队列研究的保持策略及影响因素，调查随访方法的
使用情况和效果，寻找适合我国国情的高危人群队列随访和保持策略。

研究方法

4．自 2002 年 7 月至 12 月在广西横县以社区为基础采用链式提名法中的应答者驱动抽样方法
(Respondent-driven sampling, RDS)招募静脉吸毒者，调查静脉吸毒人群人口学特征和静脉
吸毒共用注射器具及性行为情况，采集血液样本进行 HIV 抗体检测。
5．在 2003 年 5 月四川省凉山州以社区为基础的静脉吸毒队列研究现场使用半结构式访谈问
卷对参加项目的研究对象进行有关半年随访的通知联络情况及影响因素、家庭对参加研究
的支持情况、研究对象对研究实施过程的理解、感受和继续参加研究意愿的调查。由经过
培训的访谈员在独立的访谈室进行一对一访谈，由访谈员完成问卷并在访谈后及时归类整
理开放式问题的内容。
6．自 2003 年 5-6 月在四川省凉山州以社区为基础的静脉吸毒队列研究现场，使用设计好的
调查表通过现场工作人员调查 334 名队列参加者随访通知和联系及参加者个人信息更新情
况。
7．对人口学资料、行为学资料和随访保持资料进行统计学描述，连续性变量单因素分析
采用 t 检验,分类变量单因素分析采用 χ2 检验。在单因素分析基础上，对筛选出的影
响因素采用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

3． HIV 感染率为 24.5%(172/701)。近 1 个月 59.6％的研究对象每天使用毒品至少 1 次，
96.4 %
的人使用过海洛因。近 3 个月曾经共用针头或注射器比例为 71.2%、共用洗针头或注射器
的水比例为 77.0%、共用注射有关的器皿比例为 33.1%、前后装入毒品的比例为 69.3%。
近 1 个月男性与主要性伴和非主要性伴发生性行为时，百分之百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分别是
3.3%和 4.3%；女性与主要性伴和非主要性伴发生性行为时，百分之百使用安全套的比例
分别是 5.3%和 20.0%。单因素分析显示静脉吸毒 HIV 感染的主要影响因素有近三个月海
洛因混合其它毒品使用(OR,1.55; 95%CI,1.10~2.20)、共用针头或注射器(OR,1.73;
95%CI,1.15~2.60)、共用洗针头或注射器水(OR,1.56; 95%CI,1.00~2.42)以及前后装入毒品
(OR,1.93; 95%CI,1.28~2.91)。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静脉吸毒 HIV 感染的主要影响
因素是年龄(OR,1.59; 95%CI,1.10~2.28)、共用针头或注射器(OR,1.54; 95%CI,1.00~2.37)、
海洛因混合其它毒品使用和前后装入毒品存在交互作用。
4． 定性研究共访谈 60

5． 本次随访研究对象按约定期限完成回访的占 73.1%。经核实参加者的联系信息，发现 28.7%
的参加者提供虚假联系信息，其中使用假地址的占 25.7%，且年龄小、少数民族、文化程
度低和不与家人同住的参加者提供虚假地址的比例高。单因素分析显示 6 个月回访影响因
素有民族、种子预约、种子或他人寻找。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影响参加者回访率
的因素有民族(OR,0.35; 95%CI,0.20-0.61)、种子通知(OR,3.80; 95%CI,1.57~9.17)、种子预
约(OR,3.74; 95%CI,1.62~8.67)及种子或他人寻找(OR,11.21; 95%CI,4.95~25.37)。

结论
3． 广西横县地区的静脉吸毒人群中大量使用海洛因和存在高危吸毒及性行为，HIV 感染率较
高, 与 HIV 感染可能的影响因素有近三个月海洛因混合其它毒品使用、共用洗针头或注
射器水，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年龄、共用针头或注射器、海洛因混合其它毒品使用和前后装
入毒品与 HIV 感染有关，应加强对现场静脉吸毒人群共用方式传播 HIV 危险性的健康教育。
4． 四川省凉山地区以社区为基础的静脉吸毒队列研究现场存在多种影响参加者回访的因素，
民族、家庭对研究项目的支持、种子通知、种子预约及种子或他人寻找是提高保持率的主
要影响因素，通过对比完成随访的参加者使用种子通知和种子预约方法的情况，发现种子
通知的效率较高。建议今后加强建立社区支持性环境，促进家庭对研究的支持并对种子进
行培养以利于今后的干预工作，对于流动性小的研究对象可以单独使用种子通知，对于流
动性大的研究对象结合两种方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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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研究背景：我国艾滋病病毒的传播中静脉吸毒人群起了重要作用，目前我国艾滋病病毒的传
播途径主要以经静脉吸毒感染为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吸毒者占 71%。更大的
隐患是吸毒者常常有多个性伙伴，并且静脉吸毒人群中共用注射器具的比例较高，
女性吸毒者中大多有卖淫行为，导致了艾滋病的快速流行。虽然共用注射针头或
注射器是静脉吸毒者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主要危险因素，但他们的共用方式、毒品
使用情况、性活动对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影响及其预防措施还不明确。为了了解我

国静脉吸毒人群的艾滋病病毒感染及其宿主和病毒的生物学影响因素，在四川对
静脉吸毒人群进行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前瞻性队列研究。本研究是在队列研究基础
上的横断面研究。
目的：1、了解静脉吸毒人群队列四川现场准备和招募方法以及招募方法对静脉吸毒人群构成
情况的影响
2、了解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地区静脉吸毒人群高危行为方式和艾滋病病毒感染情况及相
关危险因素。
3、了解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地区静脉吸毒人群丙型肝炎病毒感染情况、丙型肝炎病毒和
艾滋病病毒混合感染情况及相关危险因素。
4、了解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地区静脉吸毒人群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阳性率情况及其危险因
素。

方法：1、于 2002 年 11 月 8 日~29 日在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地区从社区中招募静脉吸毒人员 379
人，采用统一调查表调查静脉吸毒人群人口学特征、吸毒行为和性行为情况。对采集
的血样进行艾滋病病毒抗体、丙型肝炎病毒抗体和梅毒螺旋体及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
原检测。
2、对人口学资料和行为学资料进行统计学描述。艾滋病病毒、丙型肝炎病毒和梅毒感
染及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阳性率的单因素分析采用 χ2 检验。在单因素分析基础上，对筛
选出的危险因素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1、共招募到 379 人，其中 24 人（6.3%）是从项目工作人员获得信息来的，46 人（18.1%）
是从吸毒伙伴处获得信息来的，309 人（81.5%）是通过种子推荐来的。招募方法以链
式提名法中的应答驱动抽样为主。此次招募活动较为成功：一是短期招募到足够的静
脉吸毒人员；二是招募到的静脉吸毒人群其人口学特征基本稳定，有可能代表当地静
脉吸毒人群的情况；三是为以后的类似人群招募工作提供了经验，如限定每名种子招
募人员的数量。成功主要由于：政府和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开展知情同意和坚
持保密原则、选择了恰当的宣传和招募方式、工作人员经培训和指导后具有完成研究
项目的能力。通过种子招募静脉吸毒者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但要注意种子招募中联系
和推荐偏倚存在的可能性。
2、本次调查的静脉吸毒人群中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为 11.3% (43/379)。曾经与别人共用
过注射器具的占 65.2% (247/379)，在最近三个月里，41.2%共用过他人用过的针头或注
射器，30.1%共用过洗针头或注射器的水，29.0%共用过与注射有关的器皿， 7.1%共用
过棉球， 4.0%曾用注射器从他人的注射器中吸出毒品。在近一个月，男性与主要性伴
性交时从未使用过安全套的占 89.8% (79/88)，每次都使用安全套的占 6.8% (6/88)，与
非主要性伴性交时从未使用过安全套的占 92.6% (50/54)，每次都使用安全套的占 5.6%

(3/54)。在近一个月，女性与主要性伴性交时从未使用过安全套的占 83.9% (26/31)，每
次都使用安全套的占 9.7% (3/31)，与非主要性伴性交时从未使用过安全套的占 31.4%
(11/35)，每次都使用安全套的占 28.6% (10/35)。在单因素 χ2 分析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
归模型分析中，梅毒感染（OR 2.77; 95% CI,1.33-5.76 或 OR 3.10; 95% CI,1.48-6.48）和
共用注射器具总次数（OR 1.51; 95% CI,1.09-2.09）或近 3 个月共用注射器具次数（OR
2.28; 95% CI,1.18-4.43）与静脉吸毒人群感染 HIV 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在单因素 χ2
分析中，民族（OR 2.27; 95% CI,1.20-4.31）和近 3 个月共用棉球（OR 3.07; 95%
CI,1.22-7.76）与 HIV 的感染有统计学意义。
3、本次调查的静脉吸毒人群中 HCV 感染率为 71.0% (269/379)。在单因素 χ2 分析和多
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中，梅毒感染（OR 2.89; 95% CI, 1.31-6.36 或 OR 3.09; 95%
CI, 1.41-6.78）和共用注射器具总次数（OR 1.53; 95% CI, 1.16-2.01）或近 3 个月共用注
射器具次数（OR 1.85; 95% CI, 1.09-3.12）与静脉吸毒人群感染 HCV 有显著的统计学
意义。在单因素 χ2 分析中，民族（OR 1.84; 95% CI, 1.13-3.01）、近 3 个月平均一个星
期静脉注射吸毒频率（OR 1.81; 95% CI, 1.07-3.04）、近 3 个月共用针头或注射器的频
率（OR 3.12; 95% CI, 1.28-7.57）和近 3 个月共用洗针头或注射器的水频率（OR 2.76;
95% CI, 1.13-6.75）与 HCV 的感染有统计学意义。本研究中 HIV 感染者全部感染了
HCV，HIV 和 HCV 混合感染率为 11.3%。并且 HCV 通过共用注射器具传播速度比 HIV
可能更快。在单因素 χ2 分析中，同 HIV 和 HCV 混合感染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是民族、
共用注射器具总次数、近 3 个月共用注射器具次数、近 3 个月共用针头或注射器的频
率、近 3 个月共用过棉球和梅毒感染。
4、调查的静脉吸毒人群中 HBsAg 阳性率为 16.9% (64/379)。在单因素 χ2 分析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中，近 3 个月共用注射器具次数（OR 2.32; 95% CI, 1.33-4.02）
民族（OR 1.88;
与静脉吸毒人群 HBsAg 阳性率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在单因素 χ2 分析中，
95% CI, 1.09-3.23）、近 3 个月共用注射器具伙伴人数（OR 2.09; 95% CI, 1.10-3.98 和
OR 1.38; 95% CI, 0.57-3.24）、近 3 个月用别人用过的注射器具（OR 1.83; 95% CI,
1.06-3.15）和近 3 个月共用针头或注射器（OR 1.79; 95% CI, 1.04-3.08）与 HBsAg 阳性
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1、本研究结果显示对静脉吸毒人群的招募需要得到政府和各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并且
要遵循伦理学原则。通过种子招募静脉吸毒者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但要注意种子招募
中可能存在的联系和推荐偏倚。
2、梅毒感染和共用注射器具总次数（或近 3 个月共用注射器具次数）与静脉吸毒人群
HIV 感染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在单因素 χ2 分析中近 3 个月共用棉球与 HIV 的感染有
统计学意义。静脉吸毒人群在 HIV 感染上可能受危险性行为和共用注射器具行为的双
重威胁。
3、梅毒感染和共用注射器具总次数（或近 3 个月共用注射器具次数）与静脉吸毒人群

HCV 感染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静脉吸毒人群在 HCV 感染上也可能受危险性行为和
共用注射器具行为的双重威胁。HIV 和 HCV 有较高的混合感染，并且 HCV 通过共用
注射器具传播速度比 HIV 可能更快。
4、近 3 个月共用注射器具次数与静脉吸毒人群 HBsAg 阳性率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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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有偿献血员 HIV 感染自然史回顾性队列研究
研究生
导师

张丽芬
吕

繁

中文摘要
背景：既往有偿献血是除静脉吸毒外导致我国 HIV 感染流行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
河南、河北和山西等中部地区，90 年代中期由于不规范和非法采供血浆导致了这些地区
献血员人群中 HIV 的流行。感染者以村为单位呈高度聚集的灶状分布，并在近些年逐渐
开始发病死亡，由此带来的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也日趋显现。及时掌握 HIV 流行形势并
预测流行趋势是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基础，同时治疗救助资源的合理分配是当前乃至
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的热点问题，而探讨人群中 HIV 生存时间分布规律及影响因素
能为估计和预测 HIV 流行趋势和资源合理配置提供重要依据。我国在吸毒人群中曾进行
过 HIV 感染自然史研究，而针对其他人群的报道很少。基于此，我们选择在既往有偿献
血员感染为主的地区开展本项研究。
目的：了解既往有偿献血员 HIV 自然史及影响因素，为估计预测既往有偿献血员感
染为主的地区 HIV 流行形势和趋势以及疾病负担提供依据，从而指导干预计划的制定和
治疗救助资源的合理分配，以最大限度地控制 HIV 的流行。
方法：选择 H 省 S 区和 P 区的八个重点村以及 S 省 W 县作为研究现场。选择在上述
地区居民中 2003 年 6 月底前被发现并经 WB 确认为 HIV 抗体初筛阳性的经献血感染 HIV，
且未经抗病毒治疗者作为研究对象。AIDS 诊断标准主要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HIV/AIDS
诊断标准和处理原则》的临床部分，并结合当地情况进行适当调整。研究设计采用回顾
性队列研究的方法，收集 HIV/AIDS 生存时间和潜伏期以及影响因素等信息。利用
Kaplan-meier 乘积极限法描述时间分布，COX 风险比例模型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影响分
析，此外，在单因素分析中，使用 Mantel-haenszel 检验比较调整了混杂因素的作用后各
因素对生存时间的影响，同时使用 Log-rank 检验比较了某些因素不同水平的生存时间分

布，使用卡方检验和 fisher 精确检验比较两种因素不同水平的分布有无相关关系。根据不
同的内容采用了 SAS8.12、SPSS10.0 和 Epinfo6.0 软件进行分析。
结果：1、共 202 名符合上述条件的感染者纳入研究，其中 103 名已经发病，实际收
集了 183、178 和 92 名感染者的 HIV 生存时间、潜伏期和 AIDS 生存时间信息，分别占
应调查人数的 90.59%、88.12%和 89.32%；2、H 省 S 区和 P 区以及 S 省 W 县 183 名既往
有偿献血员中感染者中位 HIV 生存时间为 9.77 年，HIV 感染后总死亡率为 48.9/1000 观
察人年。上述地区 178 名既往有偿献血员中感染者中位潜伏期为 8.84 年，总发病率为
64.07/1000 观察人年，HIV 生存时间和潜伏期皆与感染年龄、感染年份、检出时状态以及
检出年份等因素有关。3、上述地区 92 名 AIDS 患者发病后中位生存时间为 8.09 月，死
亡率为 1.114/观察人年。25%的 AIDS 病例发病后存活至少一年。AIDS 生存时间与感染
年份、发病年龄、发病年份以及检出距离发病时间等因素有关。4、感染年龄和发病年龄
是影响 HIV/AIDS 生存时间和潜伏期的因素。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感染时年龄在 20—<40
岁组者感染后发病和死亡的危险分别是 40 岁以上组的 0.532 倍（95%CI：0.310—0.915）
和 0.537 倍
（95%CI：
0.296—0.975）
，但 20 岁以下年龄组发病的危险是 40 岁以上组的 3.869
倍（95%CI：1.511—9.907）
，死亡的危险与 40 岁以上年龄组无显著差异（P=0.746）
，可
能与本研究中 7 名 20 岁以下被感染者 6 名是在发病后被检出，从而缩短了该感染年龄组
的 HIV 潜伏期和生存时间有关。发病年龄大于 30 岁者发病后死亡的危险是 30 岁以下组
的 3.709 倍（95%CI：1.376—10.000）
。此外，AIDS 生存时间还与发病年份有关，主要由
于不同发病年份的病例调查时信息偏倚和诊断水平不同造成的。而其它影响 HIV/AIDS
生存时间和潜伏期的因素均与病例检出有关。5、在单因素分析中，H 省纳入研究的病例
HIV 生存时间和潜伏期均长于 S 省，主要与两省病例检出偏倚有关。此外，H 省病例 AIDS
生存时间也长于 S 省，除了病例检出因素外，还与发病年份和两省病例来源不同有关。
但由于两省的感染年份存在显著差异，在多因素分析中省份对于 AIDS 生存时间的作用被
感染年份变量取代了。
结论：与 UNAIDS 提出的成人慢速疾病进展规律比较，本研究所得潜伏期和 AIDS
生存时间较短，而 HIV 中位生存时间大致相同。后者与现存活病例纳入本研究的可能性
较大有关。故建议在估计既往献血人群中 HIV/AIDS 流行形势时，HIV/AIDS 生存时间和
潜伏期分布需要在 UNAIDS 慢速疾病进展规律的基础上，酌情缩短一定时间（建议 0.5
—1 年）
。此外，本研究结果表明年龄是影响生存时间和潜伏期的重要因素，在 HIV/AIDS
流行估计和预测时，针对不同年龄的感染者需要采用不同的生存分布规律。

关键词：HIV 感染 自然史 献血员 回顾性队列研究

贵州省计划免疫脱漏儿童入学、入托进行补种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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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 70 年代全国普遍实行计划免疫以来，我国的计划免疫工作迅速发展，计划免
疫针对疾病的发病大幅度下降。计划免疫疫苗的免疫覆盖率空前提高，于 1988 年、1990 年、
1995 年相继实现以省、县、乡为单位儿童免疫覆盖率达到 85%的目标。但是已有专家指出在
总的高覆盖率掩盖之下仍然存在一些低覆盖率甚至是免疫空白的人群，这些人群包括农村贫
困地区儿童，计划外生育儿童，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儿童等。一些研究表明以上高危人群的免
疫覆盖率低于 60%。为了提高并保持儿童整体高接种率，欲推行入学、入托查验接种证制度，
即通过查验接种证发现漏种儿童并为其补种。虽然此举在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已有过要求，
但在偏远欠发达地区实施情况不理想，本次研究试图通过贵州省黔东南州州府所在地凯里市
市区、台江县县城及该县 2 个乡、4 个村的现场调查，了解以往查验接种证制度的执行情况，
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并探讨未来重新推行该制度的可行性，研究分定量和定性两
部分。
定量部分采用典型调查与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共抽取 16 个包括幼儿园、学前班、小
学在内的调查单位，按办学条件或办园条件的不同将调查单位分 10 类。在 16 个调查单位中
分别抽取一定数量一年级/学前班/幼儿园小班儿童及其家长作为研究对象。调查内容为儿童各
种疫苗的漏种情况，儿童接种证持有率及相关情况。定量部分用 Epi data2.0 建立数据库，采
用 Epiinfo 2002 和 SAS8.12 软件包统计分析。主要分析指标为儿童计划免疫疫苗的漏种率，接
种证持有率、建卡率。在作家长回忆、接种证、接种卡作为儿童是否接种卡介苗判断依据的
准确性分析时选用的指标为灵敏度、特异度、KAPPA 统计量。用 ORMH(Mantel-Haenszel)分层
分析，非条件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别进行接种证持有率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定性部分邀
约凯里市、台江县、老屯乡的小学校长、校医或老师、幼儿园园长、园医、接种点大夫，各
级卫生、教育、政府部门领导进行非结构式访谈，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和需要，各级部门领导
采用一对一的深入访谈，其他人员采用专题小组讨论。本次研究共组织了 12 次专题小组讨论，
16 人次的深入访谈。访谈内容为以往查验接种证制度执行过程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教育、卫生等有关部门相关人员对计划免疫有关知识的知晓情况以及对计划免疫针对疾病的
重视程度；对未来查验接种证制度的接受程度；补种方式以及对收费的看法等。定性部分资
料采用定性研究资料整理分析方法整理分析。结果表明：
1、在所调查的 996 名儿童中，有接种证的 342 人，接种证的持有率为 34.3％；有接种卡
的 445 人，建卡率为 44.7％；小学儿童三项指标均低于幼儿圆儿童和学前班儿童，处于很低
水平，接种证持有率、建卡率分别只有 25.8%、41.6%。至少有接种证或接种卡两种接种记录

其中一种的共计 591 人，占 59.3％（以下称有记录率）。三项指标均按幼儿园、学前班、小学
依次降低。常住儿童的三项指标均高于流动儿童。凯里市市区儿童的接种证持有率高于台江
县城儿童和乡村儿童，而建卡率低于台江县城儿童和乡村儿童，有记录率也低于台江县城儿
童和乡村儿童。台江县城儿童的接种证持有率、建卡率、总有记录率均高于乡村儿童。
2、按“如果有接种证以证为准，如无证以卡为准，无证无卡视为未接种”的原则判断儿
童是否接种，在所调查的 996 名儿童中，只有 166 名儿童按照国家免疫程序要求完成所有疫
苗全程免疫的剂次，占 16.7%。如果视“在现有的年龄完成国家免疫程序要求接种的疫苗所有
剂次”为合格接种，否则视为漏种，儿童的漏种率为：996 名儿童中漏种卡介苗(BCG)的 443
人(44.5％),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OPV)795 人(79.8％)，麻疹疫苗(MV)741 人(74.4%)，百白
破疫苗(DPT)677 人(68.0%)，白破二联疫苗(TD)700 人(77.8％)，乙肝疫苗(HEPB)883 人(88.7
％)。儿童各种疫苗的漏种率按小学、学前班、幼儿园依次下降。流动儿童各种疫苗的漏种率
均在 94%以上，均明显高于常住儿童。凯里市市区和台江县城儿童的漏种情况好于乡村儿童。
3、卡疤阳性率为 70.1%，明显大于根据接种记录判断的卡介苗接种率 55.6%，表明至少
有 14.5%左右的儿童虽然接种但没有记录。本次研究选择以卡疤为准，以“未接种”卡介苗为
阳性检出，比较了以家长回忆、接种卡、接种证为判断儿童是否接种依据的灵敏度、特异度、
约登指数。结果表明，家长回忆的特异度为 74.2%、约登指数为 32.3%、 KAPPA 值为 0.3065，
均高于接种卡证，因此在入学、入托儿童的接种情况查验过程中，应重视家长回忆提供的信
息，只有综合考虑来自接种卡、证以及家长回忆等各方面的信息，才有可能对儿童的接种情
况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
4、接种证持有率影响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是否是流动人口和是否相信计划
免疫疫苗可预防相应的疾病与接种证的持有率有极强的联系，OR 值分别为 9.5250 和 4.3282；
母亲的职业、母亲的文化程度、知道应接种的疫苗数与接种证的持有率有很强的联系，OR 值
在 3.0045~3.2257 之间；儿童的排行、出生地点、父亲的职业、父亲的文化程度、年人均收入、
是否参加计免保偿、是否有卡疤、是否建卡、知道能够预防的疾病数、知道接种时间的疫苗
数与接种证持有率有一定联系，OR 值在 2.0826~2.8404 之间。接种证持有率与接种方式、是
否认为计免针对的疾病可怕也有一定联系，但联系较弱，OR 值仅为 1.9706 和 1.4664。多因
素分析结果表明：是否建卡、是否认为接种疫苗可预防相应疾病、母亲的文化程度、知道计
免包括的疫苗种数、是否是流动人口对接种证的持有率有很大影响，且 LOGISTIC 回归方程各
变量的标准偏回归系数依次升高。流动人口的 OR 值远高于其他因素达 5.2665。
5、家长对实施查验接种证制度的态度和看法：95.0％以上的家长认为接种证有用； 94.8
％的家长认为入学、入托查验接种证有意义、3.6％的家长认为执行该制度没必要，理由一是
接种记录没有了，盲目补种怕影响孩子身体健康；理由二是负担不了接种费用。关于补种形
式：1.5％的家长不表态；64.1％的家长愿意自己带孩子到接种点去接种，38.6％的家长主张

孩子在学校接种。关于收费：46.9％的家长认为补种应按平常收费办法、23.5％的家长认为
应降低目前收费标准、29.6 的家长认为不应该收费；86.4％的家长表示不会因为查验接种证
影响儿童入学、入托、10.8％的家长表示会、2.8％的家长不表态。
6、以往实施查验接种证制度的情况及影响因素：在当地所调查的 16 个调查单位中无一
执行该制度，在校长、校医、园长、园医组专题小组讨论（以下分别简称校长组、校医组、
园长组、圆医组）时只有一个企业幼儿园的园长说在 90 年代执行过，不过现在已经没人管了。
接种点大夫组专题小组讨论（以下简称大夫组）时只有个别接种点反映发现有因为入学、入
托来补种的儿童。深入访谈时，州、市、县、乡各级教育部门领导都说没见到文件，上面也
没有精神。相比之下卫生部门领导对有关查验接种证的有关法律条文和文件背景比较清楚，
他们认为之所以这一制度没能很好执行下去主要原因是教育部门不重视、不配合。还有一种
看法是在城市执行的比较好，而在农村农民无花钱买证的意识，接种证持有率很低，没法查
证入学。
7、对实施查验接种证制度的态度和看法：教育部门虽然觉得有必要在入学、入托时查验
儿童的接种证，但是有很大的畏难情绪，主要担心收费的问题对入学率造成影响及接种反应
给学校带来负面影响，尽管如此他们仍表示只要上级部门严格要求他们还是会认真去做的。
卫生部门对此态度非常积极，认为不仅能有效提高儿童整体覆盖率，同时还能够增加收入。
卫生部门主要的顾虑是教育部门是否会支持和配合。就查验接种证的问题访谈的台江县政府
分管卫生和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和老屯乡分管教育和卫生的副乡长一致认为该制度的实施非常
有必要但是不能影响入学率，同时认为在农村因为经费和卫生服务的提供不足可能会制约该
制度的执行。总体来看如何避免影响入学率，如何合理收费成了查验接种证制度实施过程中
最受关注的问题。
8、儿童入学、入托查验接种证面临的挑战。首先，按照“卡、证标准”查验儿童的免疫状
况，将有 80%以上的儿童需要补种，60%以上的儿童需要补证，工作量非常大。其二、接种
卡证的建立率低下，填写残缺等问题给正确判断未接种儿童带来困难。其三、由于当地计划
免疫宣传教育工作薄弱，家长计划免疫相关知识贫乏，预防接种意识淡漠，查验接种证制度
在目前的状况下该工作能否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和支持也是值得考虑的重要问题。
9、通过本次的调查研究，我们认为尽管在黔东南州实施入学、入托查验接种证制度存在
一定困难，但是具备开展这项工作的基本条件。为了保持儿童整体的高接种率，达到控制乃
至消灭计划免疫针对疾病的目的，可以在该地区大力推行儿童入托、入学查验接种证制度。
根据研究结果，文章最后对在当地未来推行入学、入托查验接种证制度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 接种证持有率 建卡率 有记录率 漏种率 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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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弥勒、陇川县已婚育龄妇女常见生殖道感染
流行病学调查及危险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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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研究意义
生殖道感染（RTI）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殖健康的重要传染病之一。特别是在农村，细菌
性阴道病、念珠菌阴道炎、滴虫阴道炎等非常常见，患病率约在20－70％之间。而且生殖道
感染后果严重，不及时诊治可造成盆腔炎、不育、早产等并发症的发生。由于念珠菌阴道炎、
滴虫阴道炎等与性传播感染有共同渊源，增加了感染艾滋病的危险，因此生殖道感染日益受
到人们的关注。
本研究在云南省弥勒县、陇川县农村实施，旨在了解农村已婚育龄妇女RTI患病现状、RTI
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影响RTI的危险因素，为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重要依据。

研究对象：
云南省弥勒县、陇川县农村49岁以下的已婚育龄妇女。

方法：
通过多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获取样本，共获得样本数1401人。
采用问卷调查、临床和实验室检查相结合的方法获取资料。问卷内容包括已婚育龄妇女
的人口学特征、婚姻史、妊娠史、生育史、避孕史以及生殖道感染的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
临床检查主要包括阴道、宫颈和附件；实验室检查包括滴虫阴道炎、念珠菌阴道炎、细菌性
阴道病、衣原体感染的检查。

结果：
1．调查发现，两县有42.3%的妇女患至少一种生殖道感染，其中患一种生殖道感染的占
38.3%，患二种的占3.5％，三种及以上的占0.4％。
在RTI患病率当中，念珠菌阴道炎为27.1%；细菌性阴道病为13.0%；滴虫阴道炎为 3.9%；
衣原体感染为8.0%。
2．两县少数民族RTI患病率为44.6% ，高于汉族39.4％的水平。其中傈僳族的RTI患病率

最高，达61.0%，阿昌族的RTI患病率为48.1%。
3．本次研究发现：细菌性阴道病和滴虫阴道炎与年龄、文化程度、民族、地区分布有关，
而念珠菌阴道炎、衣原体感染则无影响。
4．单因素、多因素分析结果：
单因素χ2分析：不良卫生行为是细菌性阴道病、滴虫阴道炎患病的主要危险因素，包括
不经常清洗下身、同房前后不清洗下身、月经期间干重活、月经期间下水田、月经期间不干
净水洗下身。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论基本一致。
5．RTI患者中无症状比例高，就医比例低。
RTI患者中59.3%没有任何临床症状。滴虫阴道炎、念珠菌阴道炎、细菌性阴道病、衣原
体感染患者中无症状的比例分别为59.3%、60.9%、54.4%、65.8%。
有症状妇女中有49.6%就医，其中汉族就医比例为57.9%，少数民族就医比例为41. 2%。
6．常见RTI相关知识的知晓率在29.6%-80.7%之间，知识得分受妇女文化程度、经济收入、
地区、民族的影响。RTI相关知识知晓率对细菌性阴道病、滴虫阴道炎患病率有影响。

建议：
2.

改变不良卫生行为是预防干预的突破口。

3.

提高RTI相关知识的认知程度。

关键词：生殖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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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流行期间医务人员防护状况研究
中 文 摘 要
研究生： 张美云
导师：陶茂萱教授

徐东群副研究员

研究背景
2002 年的 11 月以来，一种新型的传染病—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在全世界范围内流
行。此病的流行特征之一表现为医院聚集性，医生、护士等医院工作人员为高发人群。在我
国大陆报告的病例中，各种职业均有，但其中医务人员占总病例的比例高达 18.8%，发病率也
最高。在此期间，我国大陆共有 24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发生 SARS 的流行，其中北京和广
东两地区 SARS 的流行最严重。北京报告的临床诊断病例共 2522 例，占全国总病例数的 47.30%，
其中医务人员是 399 例，占全国医务人员总病例数的 41.18%；广东临床诊断病例共 1511 例，
占全国总病例数的 28.36%，其中医务人员是 346 例，占全国医务人员的总病例数的 35.71%。

本文选取了广东省 9 家医院接触过 SARS 病人的工作人员，分析其在 SARS 流行期间的个人防
护状况与感染 SARS 的情况，为提高医务人员在诊治传染病人过程中的个人防护效果，降低医
护人员的 SARS 发病率和医院内感染水平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研究目的
1. 了解医务人员在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流行期间的个人防护状况和防护效果。
2. 了解医院的消毒及隔离措施。
3. 探讨医务人员的防护状况与感染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关系，为提高医务人员的防护效果
提供依据。

研究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了广东省 9 家医院，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医院中接触过传染性非
典型肺炎病人的 1645 名医务人员及相关科室进行了调查。使用 EPIDATA2.1、SPSS10.0 软件
进行数据录入、资料整理及统计学分析。
研究结果：在 9 家医院共调查了接触 SARS 患者的医务人员 1645 名，其中 152 人确诊感染 SARS，
1493 人未感染 SARS。同时调查了 48 个与 SARS 有关的科室。

1. 医务人员的暴露程度 确诊感染 SARS 的医务人员与未感染者相比，感染 SARS 的医务
人员暴露的早，另外从事的高危险操作（如气管插管及吸痰）也多（P<0.05）。

2. 医务人员的防护状况
2.1 戴口罩的情况

戴一个口罩的医务人员的感染率高于戴两个或两个以上口罩者（ χ

2

=33.644，P<0.001），戴一个口罩比戴两个或两个以上口罩感染 SARS 的危险大（ OR=2.957，

95%可信区间为 2.021-4.326）。戴小于 12 层口罩的医务人员的感染率高于戴大于等于 12 层
者（χ2=14.328,P<0.001），使用小于 12 层口罩比使用大于等于 12 层口罩感染 SARS 的危险
性高（OR=1.927，95%可信区间为 1.367-2.718）。使用夹鼻结构口罩的医务人员的感染率明
显低于未使用夹鼻结构口罩者（χ2=10.227,P<0.01），使用夹鼻结构的口罩的医务人员比未
使用夹鼻结构口罩者感染 SARS 的危险性低（OR=0.496，95%可信区间为 0.320-0.768）。在初
始接触 SARS 病人或疑似病人时，戴口罩的医务人员的感染率明显低于未戴口罩者（ χ
2

=19.288,P<0.001），在初始接触 SARS 病人或疑似病人，戴口罩比没有戴口罩感染 SARS 的

危险性低（OR=0.415，95%CI 为 0.278-0.621）。
2.2 穿隔离服情况

使用衣帽一体隔离服的医务人员的感染率明显低于使用衣帽分体者（χ

2

=13.546,P<0.001）,使用衣帽一体的隔离服比使用衣帽分体的隔离服感染 SARS 的危险性小

（OR=0.444，95%CI 为 0.286-0.691）。穿 1 层隔离服的医务人员的感染率明显高于穿 1 层以
上者（ χ 2=20.659,P<0.001），穿 1 层隔离服比穿 1 层以上隔离服感染 SARS 的危险性大
（OR=2.916，95%CI 为 1.804-4.713）。在初始接触 SARS 病人或疑似病人时，穿隔离服的医
务人员的感染率明显低于没有穿隔离服者（χ2=16.343,P<0.001），初始接触 SARS 病人或疑
似病人时，穿隔离服比没有穿隔离服感染 SARS 的危险性小（OR=0.485，95%可信区间为
0.339-0.693）。

2.3 戴眼罩情况

在诊治 SARS 病人时，戴眼罩的医务人员的感染率明显低于未戴眼罩者（χ

2

=66.924,P<0.001），戴眼罩比没有戴眼罩感染 SARS 的危险性小（OR=0.050，95%可信区间

为 0.018-0.135）。
2.4 戴手套情况 开始接触 SARS 病人或疑似病人时，戴手套的感染率明显低于未戴手套者（χ
2

=30.814,P<0.001），戴手套比没有戴手套感染 SARS 的危险性小（OR=0.391，95%可信区间为

0.278-0.550）。
2.5 洗手和手部消毒

接触 SARS 的初期，每次接触病人后是否立即进行洗手的医务人员的感

染率没有显著性差异（χ2=0.397，P>0.05）。在每次接触病人后立即进行手部消毒的医务人
员感染率低于未立即进行手部消毒者（χ2=6.542，P<0.05）。
2.6 洗手装置

使用非接触式洗手装置的医务人员的感染率低于使用接触式洗手装置者（χ

2

=19.283，P<0.001），使用非接触式洗手装置比使用接触式的洗手装置感染 SARS 的危险性

小（OR=0.466，95%可信区间为 0.330-0.660）。

3. 医务人员的防护认识

感染者与未感染者在穿戴防护用品和手部消毒的有效性

（P<0.01）。

4. 医务人员的防护培训 在接触 SARS 之前，没有接受防护知识培训的医务人员的感染
率明显高于接受防护知识培训较少和较全面者。
（P<0.001）。

5. 医院科室隔离消毒状况 在调查的 48 个科室中，81.3%的科室进行了严格的隔离分区。
80%以上的房间能够经常开窗通风。
科室空气消毒情况：83.3%（40/48）的科室使用紫外灯消毒，91.7%（44/48）的科室使
用过氧乙酸熏蒸喷雾消毒剂消毒，39.6%的科室使用循环风紫外线消毒。

6. 多因素分析结果 经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共筛选出 7 个可能与感染 SARS 有关
的因素，它们分别是： 医务人员的职业（医生、护士和护理员）、参与吸痰操作、诊治 SARS
病人时是否戴眼罩、洗手装置、隔离服的层数、通常戴口罩个数和初始接触病人是否戴口罩。

研究结论
在 SARS 流行的期间，由于有关的防护知识培训较少，医务人员的防护意识弱，医务人员
没有采取严格的个人防护。其次，医务人员的防护用具的防护效果不令人满意。医院的消毒
隔离措施也不是十分严格。因此建议应按照医务人员暴露程度的不同，采取严格的分级防护
措施，同时加强有关 SARS 的防护知识培训，增强防护意识；医院的科室应加强隔离与消毒措
施，采取综合防治的措施以确保医务人员的健康与安全。

关键词：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医务人员、防护状况、防护措施

低浓度苯作业工人 DNA 断裂损伤及血液学改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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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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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benzene）作为一种良好的有机溶剂被广泛应用于工农业生产中。我国职业接触苯与
含苯溶剂的工人多达 50 万以上，占各种化学物接触之首。流行病学研究显示，长期接触苯可
诱发白血病。随着车间工作环境的改善，苯浓度在逐步降低。因此，了解低浓度苯接触是否
引起遗传毒性和血液毒性，对保护职业人群和一般人群的健康都有重要意义。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在评价个体工人的接苯水平基础上，探讨低浓度苯接触对 DNA 断裂损
伤的影响以及低浓度苯与 DNA 断裂损伤之间是否存在剂量-反应关系，同时探讨低浓度苯与
外周血细胞数量之间的相关性，进一步了解苯的毒作用机理，为改善作业环境，加强人群健
康监护提供理论依据。
本研究中，用 3M 有机气体被动式采样器监测个体接苯浓度，选择接苯浓度在 40mg/m3
以下的接苯工人作为主要调查对象。用单细胞凝胶电泳试验（又称彗星试验）－一种在单细
胞水平上检测 DNA 链断裂的敏感方法检测了 204 名低浓度接苯工人和 105 名对照工人的 DNA
损伤，找出了适宜分析彗星图像的分析软件，并进行外周血细胞计数分析。
对照组工人的年龄、性别、吸烟和饮酒状况与接苯组相匹配，无显著性差别（P>0.05）。
结果：
1. DNA 断裂损伤研究中彗星分析软件的选择：
三个彗星图像分析软件所测量的彗星参数，均有很好的重复性（P>0.05）。三个软件相比
之下，IMI 软件操作简单，重复性好，更适用于大样本的彗星图像分析。
2. 苯接触对 DNA 断裂损伤的影响
2.1 苯接触对 Olive 尾矩的影响
用协方差的秩检验分析，在调整了年龄、性别、吸烟、饮酒和甲苯浓度后，接苯组 Olive
尾矩（2.0（95％CI：1.7-2.2））显著高于对照组（1.7（95％CI：1.49-1.95））（P<0.01）。进一
步分析发现，Olive 尾矩在 TWA（时间加权平均浓度）组的高浓度组（>6mg/m3）和累积接苯
组的高浓度组（≥80 mg/m3·年）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01）；在低浓度组（≤6 mg/m3，
<25 mg/m3·年组、25-80 mg/m3·年）均高于对照组，但无显著性差异。
2.2 苯接触对 DNA 断裂程度的影响
接苯组 DNA 断裂分级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进一步分析发现，DNA 断裂分级在 TWA
浓度各组（≤6 mg/m3，>6 mg/m3）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且随浓度增加 DNA 断裂程度加重，
TWA 接苯浓度与 DNA 断裂程度间存在明显的剂量－反应关系（线性趋势检验 P<0.001）。DNA
断裂分级在累积浓度各组（<25 mg/m3·年、≥25 mg/m3·年）均显著高于对照组，随累积浓
度的增加 DNA 断裂程度加重，累积接苯浓度与 DNA 断裂程度间存在明显的剂量－反应关系

（线性趋势检验 P<0.001）。
3. 血液学检测
调整了年龄、性别、吸烟、饮酒和甲苯浓度后，接苯组与对照组白细胞（WBC）、粒细胞
（GC）、血小板（PLT）、淋巴细胞（LC）均有显著性差异（P<0.01）。在 TWA 浓度组（≤6 mg/m3，
>6 mg/m3）和累积浓度组（<25 mg/m3·年组、25-80 mg/m3·年、≥80 mg/m3·年），各个接
苯组中白细胞（WBC）、粒细胞（GC）、血小板（PLT）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01）
；并随
着接苯浓度的增加而降低，与接苯浓度呈线性负相关关系(P<0.05)。
结论:
1.

首次用 SCGE 技术证实，
低剂量苯接触 TWA 浓度与 DNA 断裂损伤间存在剂量-反应关系；

低剂量苯接触累积浓度与 DNA 断裂损伤间存在剂量-反应关系。
2.

本研究提示，4.3mg/m3 的 TWA 浓度和 25.6mg/m3·年的累积接苯浓度对某些苯接触工人

的健康来说不是一个绝对安全的浓度，可能会引起接苯工人的遗传损伤和血液学改变。
3.

按 TWA 接苯浓度分组或按累积接苯浓度分组，均可以看出，Olive 尾矩随 TWA 浓度或累

积浓度的升高而增加。累积浓度与 Olive 尾矩的线性相关关系更明显，而且，DNA 断裂分级
与累积浓度间存在明显的剂量-反应关系。因此,在探讨接苯浓度与 DNA 断裂损伤的关系时，
应注重累积浓度的影响。
4.

本研究证实，彗星试验对检测低浓度苯接触引起的 DNA 损伤是敏感的。彗星试验和外周

血象的检测可以作为早期预警指标应用于低浓度接苯工人的生物学监测。

辽宁盘锦市区低保人群健康状况及卫生服务需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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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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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近年来，城市贫困人口卫生服务公平性及可及性问题已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贫困人口的卫生服务需求是与其健康状况及经济状况密切相关的。在现代生物—心理—社会
医学模式下，由于城市贫困人口特殊的生理、心理、社会经济条件，研究其健康应从躯体健
康、日常生活功能、心理健康、社会健康、经济状况等多维度综合评价，目前国内尚缺乏对
城市贫困人口综合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的报道。定性研究可以补充定量研究的不足，
使获得的信息更加全面、准确，国内在对城市贫困人口健康状况和卫生服务研究方面尚未见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报道。

目的

1、了解城市最贫困人群—低保人群的躯体健康、日常生活功能、心理健康、社会健康及
健康自评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找出影响健康的主要卫生问题。
2、了解低保人群卫生服务需要、需求、利用及其影响因素，接受社区卫生服务意愿及其
影响因素，为制定贫困人口医疗救助政策提供基线资料，探讨利用社区卫生服务改善贫困人
口健康状况的有效途径。

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以辽宁省盘锦市两个城区为研究现场，采用整群
抽样的方法抽取 730 名 20 岁以上、连续享受低保 6 个月以上的低保人员作为调查对象。采用
问卷调查方式了解低保人群的躯体健康、日常生活功能、心理健康、家庭和社会关系、经济
状况、健康自评、卫生服务需要、需求和利用情况。采用专题小组讨论方式进一步了解低保
人群卫生服务利用情况及影响因素，心理卫生服务需要、对卫生服务的基本要求、对社区卫
生服务的认识、接受社区卫生服务的意愿、对社区卫生服务的基本要求、对医疗救助政策的
了解和利用。采用个人深度访谈方式，向卫生行政部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人员了解目
前在贫困人口医疗救助方面已做的工作、存在的问题、将来的打算。

结果
1、730 名 20 岁以上低保对象慢性病患病率为 82.9%，其中患病率前五位的慢性病依次为：
关节炎或风湿病、心脏病、慢性胃肠炎、高血压、颈、腰椎病。影响慢性病患病的因素有年
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以前主要从事职业、目前工作状况、有病是否不愿去看病、两年
内是否接受过健康体检、对是否需要定期体检的看法、心理卫生状况、支付医疗保健费用有
无困难等。
2、60 岁以上老年人及残疾人，31.5%在日常生活功能方面有障碍，其中 6.2%完全障碍；
72.2%在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方面有障碍，其中 19.5%完全不能做。参加体育锻炼、患脑血管
病、婚姻状况、慢性病指数、年龄等是影响日常生活功能的主要因素；参加体育锻炼、不愿
意看病、慢性病影响程度记分>4、健康自评差是影响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的主要因素。
3、11.2%的被调查对象对生活感到很不满意，47.6%感到不满意，收入不能满足需要、健
康自评差、心理卫生记分<0、年龄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
4、56.5%的调查对象健康自评差。收入不能满足需要、两周内患病、不参加体育锻炼、
心理卫生记分<0、慢性病影响程度记分>4、生理失能、现在无工作、医药费用负担很重是影
响健康自评差的主要因素。
5、调查对象两周患病率 72.5%,两周就诊率为 21.1%，年住院率为 27%，两周患病未就诊
率为 70.4%，24.8%的被调查对象有病需要住院时没有及时住院，年平均医药费用 1134.88 元。
影响卫生服务利用的最主要因素是经济困难和医药费用昂贵。
6、在社区卫生服务内容上，最需要的服务是定期体检、医疗保健康复咨询、家庭病床、
电话预约上门提供医疗护理服务等。影响低保人群接受社区卫生服务的主要因素有年龄、婚
姻状况、听说过社区卫生服务、以医药费用昂贵为最主要心理负担、对生活满意等因素。

7、专题小组讨论结果: 经济困难严重影响低保人群门诊和住院服务利用。低保人群普遍
感到焦虑、抑郁，同时很自卑，多数人认为这些心理问题源自经济困难和身体疾病，不是心
理咨询或治疗能够解决的。低保对象认为医药费用高是其利用卫生服务的最大障碍，对卫生
服务最基本的要求是价格便宜。大多数低保对象对社区卫生服务不了解，但在了解社区卫生
服务的宗旨后，对社区卫生服务普遍比较欢迎。一些低保对象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不信任，
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最基本的要求是价廉、方便，并在此基础上应有一些特色。虽然现阶段
有关部门制定了有关低保人群医疗救助的一些政策，也采取了一定的行动，但大多数低保对
象不了解相关政策，能按政策利用卫生服务的人更少。
8、通过个人深入访谈了解到:
（1）卫生行政部门每年组织卫生机构医疗扶贫，但此项活动属于临时性的，受益人数很
有限。
（2）卫生行政部门下发文件，要求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立扶贫门诊，为低保人员诊疗
减免费用，但部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施减免政策。
（3）近期的打算及举措：各区组建扶贫医疗队，建立医疗扶贫电话热线，免费向贫困人
员送医送药，提供健康咨询、医疗救助。虽然文件已下发，但执行过程会面临许多困难，如
经费来源，贫困人员的界定，部门间配合，覆盖面等。
（4）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对低保人群实施救助过程中面临的最主要的困难是筹资和补偿
问题。缺乏全科医生、工作人员素质偏低、缺乏必要的仪器设备等限制了其服务能力，有的
机构领导和工作人员没有转变观念，管理不规范，因此一些低保对象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存
在不信任心理。

结论
1、盘锦市区低保人群慢性病患病率高，日常生活功能受损率高，近半数低保人群对生活
不满意，超过 70%负性情感占上风，健康自评好者不足 10%，50%认为健康状况对想要做的事
情影响很大,53%的被调查对象自觉健康状况在恶化。慢性病是影响盘锦市区低保人群健康状
况的主要问题,在两周患病中占近 50%。收入能否满足需要、社会关系、婚姻状况、年龄、文
化程度、以前职业、现在工作、心理卫生状况、参加体育锻炼等对健康也有影响。
2、相对于高的卫生服务需要量，低保人群卫生服务利用严重不足。
3、经济困难是影响低保人群健康状况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低保人群卫生服务利用及限
制其卫生服务需求的首要原因。
4、医药费用昂贵是低保人群最主要的心理负担。
5、低保人群对社区卫生服务缺乏了解，听说过社区卫生服务者愿意接受社区卫生服务的
比例高，低保人群对规范的社区卫生服务的内容、模式比较认可，但也存在许多不信任。
6、定期体检、医疗保健康复咨询、家庭病床是低保人群最需要的卫生服务。在医疗服务
方面，低保人群希望小病能有廉价、方便、就近的医疗服务，大病能够获得医疗救助。
7、价廉、方便是低保人群对社区卫生服务的基本要求，较低廉的价格是首要的要求。

8、通过社区卫生服务改善低保对象的卫生服务利用，从而改善其健康状况是可行的，关
键是加强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管理，完善其功能，提高其服务能力，并建立长期、稳定、
可行的筹资、补偿及监督机制。
关键词：贫困人口；慢性病；日常生活功能；健康自评；生活满意度；卫生服务利用

贵州省卫九项目地区影响孕产妇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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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孕产妇死亡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敏感指标，自十八世纪以来
世界各国政府和有关部门针对各国的具体情况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引起孕产妇死亡的危险因
素取得可喜成果。据记录瑞典 1751 年孕产妇死亡率为 1100/10 万，英国 1920 年为 300/10 万，
法国 1925 年为 200/10 万，美国 1930 年 300/10 万，250 年后的 1996 年，欧洲已经将孕产妇
死亡率控制到 36/10 万，美国 1994 年降到 8.5/10 万，希腊 1980-1995 年间孕产妇死亡率从
26/10 万降到 4/10 万。我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并经几代妇幼卫生工作者共同努力，全国孕
产妇死亡率从 1949 年的 1500/10 万, 到 1995 年孕产妇死亡率平均为 61.9 /10 万，2001 年为
50.2/10 万。但部分农村贫困地区孕产妇死亡率仍高达 200/10 万如何进一步降低孕产妇死亡
率，缩小城乡差距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我国专题应用性研究表明：生物医学原因、
社区影响因素、个体水平因素三个方面是影响孕产妇死亡率主要因素。目前有关生物医学因
素与孕产妇死亡率的关系方面的研究报道很多，相比较社会因素与孕产妇死亡率关系的研究
比较少。本研究利用“卫生九项目”在贵州省 22 个项目县（农村贫困县）开展“影响孕产妇
死亡率的个体水平社会因素”应用性研究。

研究目的
1、总目标：研究个体水平社会因素对孕产妇死亡率的影响。
2、分目标：通过 1：1 配对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比较同一地区病例组和对照组由于孕产妇
本人和家庭基本情况不同，经济条件不同，在产前、产时和产后对孕产期知识了解不同，对
住院分娩的态度不同，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和产后访视采取的行动不同，利用社区卫生服务
的能力不同，分析其对孕产妇死亡率的影响。思考项目地区孕产妇死亡影响因素的控制干预
措施。配合项目工作，加强项目管理，指导降低项目地区的孕产妇死亡率，并将成功经验推
广到全国类似地区。

材料与方法
1、 材料来源于世界银行贷款贵州省卫九项目地区报表和问卷调查资料。
2、 调查七部分内容
1） 被调查者及家庭的基本情况。
2） 孕产妇基本情况。
3） 被调查对象对孕产期保健知识的了解情况。
4） 调查对象对产前检查、住院分娩、产后访视的态度。
5） 调查对象回忆死亡孕产妇孕产期保健及分娩的情况。
6） 调查对象回忆死亡孕产妇的孕产史。
7）死亡孕产妇死亡情况。
3、 被调查对象入选条件
本研究选择人均收入比较低、多民族居住、包括山区平原、被调查地区愿意并且能够较
好配合的贵州省项目地区 22 个项目县。对 2002 年 1 月 1 日至 2002 年 12 月 31 日死亡的孕产
妇,与非死亡孕产妇按照年龄相差在 5 岁以内，居住在同村或邻村，分娩时间与死亡孕产妇死
亡时间相差不超过两个月为配对条件进行 1：1 配对，共入选 170 对。
4、 数据整理与分析方法
采用 Epidata2.1 建立数据库并输入数据。用 SAS8.2 对数据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考虑到变量的独立性问题，在多因素分析时，从专业角度，尽量避免将可
能有共线性关系的变量放入同一个方程进行分析。高度疑似而又必须放入同一方程的两个变
量，先做线性回归诊断，确认无线性关系后，放入同一方程进行分析。

结果
家庭人均经济收入 800 元以上、孕产妇及其丈夫文化程度高、非农业、初婚、有亲生男
孩、孕产期出现眼花、高血压去找医生、分娩由乡医院医生接生、孕产期无危急情况出现、
首次就诊在县以上医院、无流产史、新生儿死亡史和孕产期流血史等对孕产妇死亡是保护性
因素。
孕产妇外出打工、无独立经济收入、无权支配钱、丈夫外出打工、不知道孕产期定期检
查、不做产前检查、不愿意住院分娩是孕产妇死亡的危险因素。

结论
综合专业知识及本研究单因素和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我国农村贫困地区，
仍然存在对妇女的性别歧视，妇女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存在孕产妇做出就医决定和决定
后不能及时到达医院等情况。
表现在：孕产期保健的认知能力低、产前检查率低、住院分娩率低、产后访视率低、出
现危机情况不能及时到达医院等“五低”状况。所以在中国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山区、偏远
地区,管理妇幼工作的重点放到孕产期医疗保健、住院分娩和产后访视的质量控制上。多种形

式鼓励住院分娩，进一步加强健康教育宣传力度，加强对高危孕产人群管理，鼓励妇女生产
自救，建立孕产妇抢救绿色通道，建立健全转诊制度。

北京市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相关疾病疾病负担综合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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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在卫生资源相对不足，分布不均衡的客观情况下，疾病负担评价是各级政府在
制定卫生政策和配置卫生资源的有效依据之一。随着人类期望寿命的显著增长和生活方式的
深刻变化，全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日益流行，而发展中国家却面临着来自传染病和非传染病
的双重疾病负担。北京市作为乙型肝炎病毒感染中度流行区，乙型肝炎病毒感染仍是北京市
不可忽视的一个公共卫生问题。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对北京市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相关疾病
所造成的个人负担、家庭负担和社会负担进行综合评价，为北京市乙型肝炎相关卫生决策的
制定提供参考依据，为乙肝免疫预防效果的综合评价提供参考指标。研究内容和方法：本研
究根据北京市传染病监测资料、生命统计资料以及流行病学调查资料，收集整理出北京市乙
型肝炎病毒感染相关疾病（包括急性乙型肝炎、慢性乙型肝炎、乙肝后肝硬化和原发性肝癌）
发病、死亡资料，以DALY为指标，评价北京市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相关疾病所造成的疾病个人
负担；通过三轮专家咨询，获得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相关疾病所致个人心理负担、家庭负担、
社会负担及综合负担中各维度的权重大小，同时，通过流行病学调查，了解乙型肝炎病毒感
染相关疾病患者的心理负担和家庭负担状况，并根据专家咨询所得各维度权重值的大小，评
价出各自心理负担和家庭负担的大小并排序；通过专家咨询，对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相关疾病
所致社会负担和综合负担进行简单评价。研究结果：2000年北京市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相关疾
病所致个人负担按DALY（年/千人）值由大到小排序依次为HBV所致原发性肝癌（1.812820
年/千人）、乙肝后肝硬化（1.125545年/千人）、慢性乙型肝炎（0.217946年/千人）、急性乙
型肝炎（0.077745/千人）。所有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相关疾病患者都存在一定的心理负担，按
其心理负担大小排序依次为HBV感染导致原发性肝癌、乙肝后肝硬化、急性乙型肝炎、慢性
乙型肝炎和表面抗原携带者。而导致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相关疾病患者心理负担的主要因素为
对今后自身健康的担忧、担心传染家人、经济因素和担心周围人的歧视。乙型肝炎病毒感染
相关疾病所致疾病家庭负担按评分大小依次为乙肝后肝硬化（46.08）、HBV感染所致原发性
肝癌（45.62）、急性乙型肝炎（27.90）、慢性乙型肝炎（27.83）和表面抗原携带者（7.06）。
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相关疾病所致疾病社会负担中最主要的是对社会卫生资源的影响，其余依
次为对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影响、对政府形象的影响、对社会人群心理的影响、对社会安定的

影响、对社会商业经济贸易的影响。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相关疾病所致疾病综合负担中，按大
小依次为疾病个人负担、家庭负担和社会负担。研究结论和建议：根据本研究的结果，乙型
肝炎病毒感染所致疾病负担是不可忽视的。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和原发性肝癌，其疾病个
人负担、家庭负担和社会负担在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相关疾病中比较严重，卫生决策部门在配
置卫生资源方面应着重考虑。要想降低乙型肝炎所致疾病负担，有必要加强乙肝疫苗计划免
疫和高危人群预防接种工作，加强对现有的和新发生的慢性乙型肝炎和表面抗原携带者的治
疗和管理。

关键词：乙型肝炎
命损失年（YLL）

疾病负担

疾病个人负担

失能寿命损失年（YLD）

失能调整生命年（DALY）

疾病家庭负担

疾病社会负担

早逝寿
疾病综

合负担

北京市新生儿乙肝疫苗免疫策略
卫生经济学分析与评价
研究生 齐亚莉
导 师 李 辉
乙型肝炎（乙肝）是我国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乙肝病毒（HBV）感染可导致急性乙
肝、慢性乙肝、乙肝后肝硬化甚至肝癌，目前尚无非常成功的治疗方法。乙肝疫苗接种被证
实是控制和预防乙肝最有效的根本措施。北京市将乙肝疫苗纳入计划免疫管理已十余年，对
新生儿采用高剂量免疫策略。为北京市新生儿乙肝疫苗免疫策略在预防乙肝流行方面所取得
的经济效益提供详实可靠的数据；为是否实施学龄期儿童加强免疫计划和为孕妇选择最佳筛
查方案提供卫生经济学的研究证据，本研究以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资料为基础，采
用在自然人群中分层多级抽样和医院内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收集肝病患者和表面抗原携
带者共 328 人作为费用调查的对象，运用卫生经济学分析方法对北京市新生儿乙肝疫苗免疫
策略及其未来发展进行综合评价。主要结果如下：
1. 北京市从 1992 年起将乙肝疫苗接种纳入计划免疫管理， 如果不实行新生儿乙肝疫苗
免疫接种，北京市 1992 年 90776 名新生儿一生中将发生急性乙肝 1779 例，慢性乙肝 1507
例，乙肝后肝硬化 381 例，肝癌 1244 例，以及表面抗原携带者 3359 例。因乙肝病毒感染导
致的相关疾病和乙肝病毒携带将支付的直接费用为 5276.49 万元，间接费用为 4003.02 万元，
总费用为 9279.50 万元。表明乙型肝炎在北京市造成的疾病经济负担是严重的。
2. 北京市乙肝疫苗预防接种的成本效益分析结果显示：对 1992 年出生的新生儿按高剂
量免疫策略实施预防接种，投入疫苗接种成本 696.13 万元，因免疫接种而避免相关疾病节省
费用 9279.50 万元，可获得 8583.37 万元的净效益（NB），效益成本比值（BCR）为 13.33，
直接 BCR 为 7.58，去肝癌 BCR 为 10.46，可见现行免疫接种方案经济效益显著。当以 4%、
7%贴现率贴现后，BCR 值分别降低为 2.96、1.14，免疫接种仍有经济效益；若贴现率升为 10%

时，BCR 减少至 0.46，效益小于成本，免疫接种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
3. 引入不同接种率、贴现率、筛查方案、免疫方案、加免方案进行灵敏度分析，结果证
实：
3.1 获得相同保护率的条件下，五种筛查方案中 NB 和各项 BCR 值均以 HBsAg 单项筛查
最大，其净效益为 9251.55 万元，BCR 为 23.87；以筛查肝功和乙肝五项最小，其净效益为
8843.06 万元，BCR 为 11.88；
3.2

HBsAg 阳性孕妇四种免疫方案，以不注射 HBIG 其 NB 和各项 BCR 值最大，注射

三次 HBIG 最小；当保护率为 90%时，HBsAg 阳性孕妇不注射 HBIG，净效益为 8879.96 万元，
BCR 为 12.44，注射三次 HBIG，净效益为 8728.31 万元，BCR 为 10.41；
3.3 随着加免剂量增大、加免次数增多，NB 和各项 BCR 值均减小，但变动幅度不大。
3.4 随着接种率降低，净效益和人群保护率均减小，但各项 BCR 值保持不变；
3.5 相同接种率的情况下，贴现率的增大引起 NB、BCR、去肝癌 BCR 的减小，当贴现
率为 10%时，NB<0，BCR、去肝癌 BCR 均小于 1，免疫接种经济收益已不显著；
4. 北京市乙肝疫苗预防接种的成本效果分析结果显示：北京市 1992 年出生的 90776 名
新生儿一生中可获得 35986.39 个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即在获得 1 个 QALY 的同时可节
约费用 1579.95 元，其中节约医疗费用 497.66 元，可见北京市现行免疫策略获得的经济效益
是非常显著的。
5. 成本效果评价的灵敏度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的贴现率对成本效果分析结果的影响较
大，当贴现率为 4%时，CER、直接 CER 分别为-290.2 元/QALY、-160.63 元/QALY；当贴现
率为 10%时，CER、直接 CER 分别为-30.29 元/QALY、-17.15 元/QALY，此时获得一个 QALY
的同时仍可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而不同的免疫方案、接种率、QALY 权重、加免方案对成
本效果分析结果的影响较小。
上述结果表明，北京市新生儿乙肝疫苗免疫策略可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为更好地巩固
免疫效果，如果进行乙肝疫苗加强免疫，以小剂量加免方案最经济可行；孕妇产前筛查采用
分娩前仅查一次 HBsAg 获得的经济效益最高。

关键词：

乙肝疫苗
免疫策略
成本效益分析
成本效果分析
效益成本比（BCR） 净效益（NB）
费用效果比（CER）
质量调整生存年（QALY）
加强免疫
产前筛查

维生素 A、叶酸和维生素 E 的生物利用和表达方式研究
研究生 文小青
导

中
研究背景

师 杨月欣

文

摘

要

维生素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所必需的一类化合物。维生素含量的多少常常作为评价食物优良与否的
重要因素，也常用于强化食品和膳食补充剂的标示中。评价维生素生物利用的指标有生物可接受率、生物吸
收率、生物利用率、生物转化率和生物效力。生物利用率是最常用指标，而生物效力在评价非活性形式的维
生素时更加有效。维生素的表达方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活力估计表达方式，以国际单位 IU
为代表。主要是在过去由于维生素的测定方法不完善，对其化学结构和性质尚不完全清楚时采用。这种表达
方式不直观，不是基于维生素的化学结构、含量和生物利用而提出的。第二阶段是含量表达方式，例如现在
仍然常会用到的叶酸含量和总维生素 E 含量。相对于活力估计表达方式，含量表达方式体现了量的概念，但
对维生素的吸收和利用不能表达。第三阶段是生物利用表达方式，现在使用的视黄醇当量 RE、新近提出的视
黄醇活性当量 RAE 和膳食叶酸当量 DFE 都是生物利用表达方式，更为科学。而现在所使用的а-生育酚当量а
-TE 并不是一种生物利用表达方式，而是一种生物活性表达方式，考虑到了各型之间生物活性的不同，也是
较活力估计表达方式和含量表达方式更为科学的表达方式。

研究目的
为了加强食物成分表达的科学性，促使新表达方式的运用，从而利于国际间交流，特制定本研究目的如
下：
1、调查三种维生素的生物利用、表达方式及依据；
2、验证和确定表达方式之间的换算关系或计算；
3、比较科学性和优越性及其意义；
4、探讨不足和局限性；
5、对应用的可能性进行探索。

研究方法
1、相关调查研究：通过查阅大量文献、咨询相关的权威专家，对 RAE、DFE 和 α-TE 的提出，提出依据，与
旧表达方式之间的转换关系或计算，优越性及意义，局限性进行调查研究。
2、数据对比研究：选择美国、德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以及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共十四个国家和地区近年

天然食物中由于合成叶酸的含量为 0，两者无差别。比较了五国食物成分表（即美国、日本、中国、德国和
英国）中所列出的维生素 E 值，中国使用维生素 E 总含量表达，其余四国使用 α-TE 表达，德国同时使用了
两种表达。中国数据可用 α-TE 表达，五国的 α-TE 值相符。
3、实验室分析研究：用纸层析法测定了 18 种蔬菜和水果的总类胡萝卜素，同时用反相 HPLC 法测定了四种类
胡萝卜素，即叶黄素、番茄红素、α-胡萝卜素和 β-胡萝卜素。将两种方法进行比较，表明反相 HPLC 法与
纸层析法存在差别。两法的测定结果可用 RAE 表达。用反相 HPLC 法测定了 33 种食物中的 α-生育酚、γ-生
育酚和 δ-生育酚，结果可用 α-TE 表达。

结论
RAE、DFE 和 α-TE 的提出依据充分，较以往表达方式有很大不同，对于食物成分数据库、DRIs 制定、食
物营养标签、国际贸易、食品监督监测都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实验室研究表明 RAE 和 α-TE 的运用具有可行
性，国外实验室研究也表明了 DFE 运用的可行性。

关键词
维生素 A

叶酸

维生素 E

生物利用

表达方式

视黄醇活性当量

膳食叶酸当量

α-生育酚当量

中国膳食平衡指数的研究与应用
研究生

何宇纳

摘 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中国的膳食平衡指数（DBI），综合评价中国成年人的膳食质
量；为研究人员及食物营养政策制定者以及大众提供有效的膳食评价工具。

依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选择构成膳食平衡指数的八个食物组的单项指标，包括谷类食
物、蔬菜水果、豆类及奶类、动物性食物、酒、盐、食用油的摄入量，以及食物种类。参照
平衡膳食宝塔建议的食物摄入量确定每个单项指标的分值以及计分方法。每个单项指标分别
设定了最大点数，当各指标达到推荐量时，取值为 0。反映摄入不足的指标的取值为负数，反
映摄入过量的质量取值为正数，既要反映摄入不足又要反映摄入过量的指标的取值有正数也
有负数。为了提供膳食质量的不同信息，选择了五种评价方法包括总分（DBI_TS），负端分
（DBI_LBS），正端分(DBI_HBS)，膳食质量距(DBI_DQD)以及平衡膳食模式（DBI 模式）。
总分反映总体膳食质量的平均水平，负端分反映膳食摄入不足的程度，正端分反映膳食摄入
过量的程度，膳食质量距综合反映膳食中存在各种问题的程度。平衡膳食模式综合反映特定
膳食的结构以及膳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程度。DBI 从个体的总体膳食状况的角度出发，通
过 DBI 分值的变化，反映出的膳食结构以及膳食质量的优劣。

DBI 可用于评价群体和个体的膳食营养状况，分别利用 DBI_LBS,DBI_HBS 及 DBI_DQD
的平均分值进行人群的膳食营养状况评价，进行不同人群间的膳食质量的比较。利用 DBI 模
式的方法结合 DBI 各单项指标的分值进行个体膳食质量的评价。

利用 2002 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资料验证膳食平衡指数的科学性、实用性。全
国 31 个省 132 个调查点的调查户中 18 岁-60 岁的人群为样本人群，选择了进行完整 3 天 24
小时膳食回顾调查的人群，共 28320 人，收集膳食调查数据、个人基本情况、身高、体重、
血压测量结果、血糖测定结果。

结果显示：DBI 能够有效地评价人群的膳食营养状况。目前中国人群的膳食状况仍以摄
入不足为主要问题，主要是动物性食物、蔬菜水果、奶类及豆类食物；与此同时，也存在着
食物摄入过量的问题，一部分人谷类食物、动物性食物的摄入过量，人群中食用油、盐过量
摄入的比例较高。城乡间人群的膳食质量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农村居民无论是摄入不足还是
摄入过量的程度都大于城市，显示出农村居民膳食失衡的程度较为严重。与传统的食物、营
养素平均摄入量的评价方法相比，采用 DBI 评价人群的膳食质量，能够更好地描述人群膳食
质量的总体概况，易于发现存在的主要问题，量化膳食中问题的程度，以利于人群间的比较。

DBI 模式能够更直观地描述个体的膳食特点，不同膳食模式的人，膳食营养状况差异较
大，具有较好膳食模式的人群，各种食物的摄入量搭配比较合理，各营养素的摄入量接近于
膳食推荐量。本研究所提出的个体膳食质量的评价方法可以快速、准确、全面地进行个体评
价，可用于营养指导和营养干预活动中。

DBI 与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的相关研究结果显示，超重及肥胖发生率、高血压患病率、
糖尿病患病率与膳食摄失衡程度呈正相关。因此建议调整不合理的膳食结构和改善膳食质量，
将有利于预防和控制与膳食有关的慢性病的发生。

利用 DBI 分析膳食质量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个人特征（性别、年龄）
、经济状况（家庭
经济收入）、文化知识水平（教育程度）、健康意识（吸烟、锻炼身体）、生活时间（看电视、
读书、做饭）
、健康状况（高血压、糖尿病）是影响个体膳食质量的主要因素。

经验证，本研究结果适用于中国成年人的膳食质量评价，建议对其他人群的适用性进行
深一步研究。
关键词：膳食质量 膳食模式 膳食摄入 平衡膳食 膳食指数 膳食评价

隐血试验筛检上消化道恶性肿瘤的评价
申请人姓名：

邢若齐

工作单位：

中国医学科学院

摘要: 背景 上消化道恶性肿瘤主要包括食管鳞状细胞癌、食管腺癌和胃腺癌，
是世界上发病率和死亡率较高的恶性疾病之一，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胃癌、食
管癌是我国最常见的上消化道恶性肿瘤，目前胃癌为我国第三大癌症，食管癌为
我国第四大癌症，特别是胃癌和食管癌均呈现明显的地域性分布，高发区主要分
布在农村和贫困山区。肿瘤的病因学预防是最重要的预防措施，而筛查是早诊早
治的关键，本文复习了近年来国内外几种常用筛查方法的研究进展, 包括食管拉
网细胞学检查、隐血珠检测、X 线检查、内镜下碘染色以及活检病理学检查等。
上消化道恶性肿瘤隐血筛检试验，自隐血珠发明以来，在我国二十多个省市地区
试用，已筛查四十多万人，检查方法非常简便，但结果有待评价。目的

本项研

究目的是评价、验证隐血试验在食管癌高发区筛查上消化道恶性肿瘤的意义，从
而为经济水平较低的高发区选择简便易行、经济、安全及真实可靠的筛查方法提
供科学依据。材料与方法

在食管癌高发地区河南林州选择 20 年前曾接受过拉网

检查、细胞学结果为重度增生者 193 人为一组研究对象；在河北磁县部分现场
40-69 岁自然人群中 302 人作为另一组研究对象。全部按顺序进行胃隐血珠、胃镜、
病理活检三项检查，以内窥镜检查及碘染后组织活检的病理结果为金标准计算敏
感度和特异度。运用约登指数进行筛查方法的评价。 结果

林县组隐血珠检查的

灵敏度为 17.24%，特异度为 86.67%，假阴性率为 82.76%，假阳性率为 13.33%，
约登指数为 0.0391，试验阳性预测值为 35.71%，试验阴性预测值为 70.91%；磁县
组隐血珠检查的灵敏度为 18.75%，特异度为 91.96%，假阴性率为 81.25%，假阳性
率为 8.04%，约登指数为 0.1071，试验阳性预测值为 11.54%，试验阴性预测值为
95.29%。结论

尽管隐血珠成本低廉（隐血珠检查费用仅为 3-5 元）、方法简便安

全，但就目前上消化道隐血试验结果的有效性及可靠性来看，灵敏度过低，假阴
性率过高，本研究结果不支持隐血珠在人群中大规模筛检上消化道恶性肿瘤。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研现状分析
及科研计划管理策略研究
同等学力硕士学位申请人

陈

亮

导师
中

文

马林茂研究员
摘 要

背景 当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为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领域的拓展提供
了广阔的空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面临着机遇与挑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
称“中国疾控中心”）抓住这一契机，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特别是近
几年，为适应科技发展新形势和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需要，疾病预防控制体制改革促使中国
疾控中心的科研管理职能发生转变，引进竞争机制，遵循科技创新的客观规律，使中国疾控
中心的“科研为依托、人才为根本、疾控为中心”的工作方针，越来越被广大科技人员和科
研管理人员接受，并达成共识。目的 本研究利用大量、充实的第一手数据和资料对中国疾控
中心科研现状进行深入、系统地分析，拟阐明科研管理职能转变及与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相
互作用关系；如何以国家需求为导向，进行科研计划管理；提出相关策略建议；指导和规范
科研项目沿着正确轨道运行。方法 采用定量（横向、纵向、分层、归类、综合的比较）方法
对科研课题数据资料，包括课题来源渠道，课题经费，课题性质和人员情况等进行整理、归
纳和数据统计分析；在取得大量数据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凝练出科学问题，进行科研计划管
理策略研究，总结科研管理经验和优势，找出不足，并提出建议。结果 中国疾控中心科技竞
争力不断得到提升，比“九五”增加显著；承担国家级重点、重大科研项目数和科研经费构
成比显著提高。结论 通过本课题研究，明确了科研职能转变对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所起到的促
进作用；更加体现出整合科研优势力量重要性；明确了现代科研管理工作者应具备品德、知
识和能力三大素质，善于捕捉科技信息和分析研究，不断提出新设想、新目标，及时做出决
策。
关键词：科研现状；科研计划管理；策略；研究

我国南北方居民一年食物及营养素
摄入量的变化趋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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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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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调查是了解人群膳食结构的重要手段。我国城乡食物消费正处在由温饱型向小康型
过渡的时期，适时掌握人群膳食结构及营养状况，对国家制定食物消费和卫生防病政策具有
重大意义。我国先后曾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全国性营养调查工作，其膳食调查部分都是在秋季进行。第四
次全国营养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其膳食调查部分已于 2002 年秋季在全国展开。对同一人群一年内食

物和营养素的摄入情况进行多次调查，判定我国南北方居民食物结构和营养素摄入是否具有
季节性差异，对国家开展一些大型营养调查时间的确定具有实际的参考意义。目前国内尚无
类似调查研究结果报道。
研究目的
了解我国南北方居民一年内食物结构和营养素摄入量的变化；比较南北方之间、城乡之
间食物和营养素摄入量的差异；对南北方城乡的膳食模式进行分析。
研究方法
采用 24 小时膳食回顾调查法对中国典型的北方农村和南方城乡合计约 300 名健康成年居
民进行膳食调查，一年内共调查六次，两月一次，每次连续调查三天。根据食物摄入量的调
查结果，计算出每人每天能量和各种营养素的摄入量，以及占《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
入量（DRIs）
》的推荐摄入量（RNI）或适宜摄入量（AI）的百分比。
研究结果
三地居民一年不同季节各类食物的人均每日摄入量，主食、豆类、肉类、蛋类和水产品
的季节性差异不大，蔬菜、水果和薯类则在一年不同月份存在一定差异。北方农村居民在蔬
菜、水果、薯类和豆类等食物的消费上，存在明显季节性差异。南方城市居民对各类食物的
摄入季节性差异最小，一年不同月份进食的食物品种都比较丰富。南方农村的情况介于两者
之间。
北方农村与南方农村相比，大兴居民主食以面粉为主，水果和奶制品的摄入量明显高于
太仓居民，油脂的摄入较高；太仓居民主食品种比较单调，但豆类、蔬菜、肉类、水产品和
酒类的摄入量都明显高于大兴居民。
南方城乡之间比较，无锡居民除主食、咸菜类和酒类的摄入量较太仓少以外，其他各类
食物的摄入量都高于太仓居民。
三地居民平均每天的能量、蛋白质以及脂肪的摄入量是充足的。南北方农村居民（太仓
和大兴）之间，南方城乡居民（无锡和太仓）之间，能量、三大营养素（蛋白质、脂肪、碳
水化合物）及大多数微量营养素的摄入量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
无锡居民能量的摄入超过 RNI 值的 10%以上，来源于脂肪的能量所占总能量的百分比达到
34.5%，除钙的摄入量占 AI 值的 72.2%，其余营养素的摄入都达到了充足的水平。大兴居民钙
和维生素 A 的摄入严重不足，核黄素、维生素 C 和锌的摄入不足。太仓居民钙的摄入量不足，
只达到 AI 值的 66%。
三地合计总平均能量和蛋白质的摄入在一年六次调查中没有显著差异（P﹥0.05）；脂肪

的摄入除 7 月和 9 月的两次调查之间有差异外，其余各月份之间均没有差异；碳水化合物的
摄入只是在夏季的 7 月份稍多一点；视黄醇和维生素 C 的摄入量在 11 月、1 月和 3 月略高一

生信息网—卫生防疫信息系统建设初步形成了中央、省、市、县四级互通信息网。但由于各
省经济水平发展和领导重视程度不同，各地区存在着不平衡现象。5、各省疾控机构对信息系
统认识不足，信息系统在单位内部“定位”不准确、不明确。此外，由于不同系统之间的数
据不能相互参考，致使卫生服务提供者和系统管理者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收集冗余重叠的
信息。疾控机构的卫生信息系统建设规范和标准，目前还没有推出。
结论：构成疾控机构卫生信息资源建设实力的基本内容机构组织和人员能力、文献资源
建设和期刊杂志电子化、网络化、网络平台建设、信息系统建设在省级疾控机构存在发展不
平衡现象。根据我国各省的历史、经济水平及当前卫生信息资源建设情况，我国疾控机构卫
生信息资源建设应按层次发展方案，即把全国各省分成不同的层次，按各层配备资金，进行
不同层次的发展。同时根据国务院领导对加快建立我国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指示的
精神，针对我国疾控机构信息化建设的现状，疾控机构卫生信息资源建设应遵循国务院提出
的“统筹规划、国家主导、统一标准、联合建设、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要求。
关健词：疾病预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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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健康促进学校模式开展营养干预的效果评价研究
研究生
导

陈慕磊

师 马冠生 研究员 李全乐 副研究员

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的营养状况虽然有了很大改善，但依然存在着营养不良与营养
过剩的问题。这主要与学生缺乏合理营养意识和知识，膳食结构不合理和不良饮食习惯有
关。儿童少年时期的饮食行为不仅影响他们现在的膳食营养摄入和健康，还对他们将来乃
至一生的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提高儿童少年的营养知识，端正儿童少年对营养与
健康的态度，培养健康的饮食行为显得更加迫切和必要了。饮食习惯的养成除自身因素外，
还受许多非生物性因素(如社会、家庭、环境)的影响。健康促进学校通过学校及学校所在社
区成员的共同努力，提供能促进并保护学生健康的、全面的、积极的经验和组织机构，从
政策、环境、社会关系、知识和技能培训以及健康服务等多方面入手，动员学校内外方方
面面的力量来共同努力解决学生健康问题，以达到提高学生健康水平的目的。目前已在国
际、国内广泛应用于与学生健康相关的疾病防治中。此研究旨在探讨健康促进学校在我国
营养干预中的作用效果。
研究目的
评价运用健康促进学校模式开展营养干预的效果，为学校营养工作的开展积累经验。
研究方法
采用三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广州、济南 2 个城市选取调查对象。并于 2001 年
3-8 月，在干预学校中运用健康促进学校模式开展营养干预活动，对照学校不实施任何营养
干预策略。调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干预前后干预学校和对照学校的学生、家长、教师
的营养知识、态度及学生、家长的相关饮食行为进行调查。调查问卷分别采用“中小学生
调查问卷”、
“家长调查问卷”、
“教师调查问卷”
。调查数据经编码后，进行录入、核对、清
理，对数据分别进行率的计算、χ2 检验来比较营养干预效果。课题在设计、实施、分析阶

段经过了严格地质量控制。
研究结果
1 通过对学生营养知识态度的两次调查结果分析，在设计的 7 类(营养基础知识、营养
与疾病、健康饮食行为、饮料、零食、运动、西式快餐等)共 58 项指标中，干预有效的指
标数为 48 项，占总指标的 83%。对学生饮食相关行为的两次调查结果表明，在设计的 9 类
(早餐、在家/在学校喝饮料种类、零食、饮奶频次、吃西式快餐频次、看电视、选择食物时
考虑的因素、对食品包装内容的关注、用餐行为等)共 71 项指标中，干预有效的指标数为
38 项(占总指标的 54%)。
2 对家长营养知识态度的两次调查结果表明，在设计的 7 类(营养基础知识、营养与疾
病、健康饮食行为、饮料、零食、西式快餐、选购食品时应考虑的因素)共 53 项指标中，
干预有效的指标数为 40 项(占总指标的 75%)。对家长饮食相关行为的两次调查结果表明，
在设计的 5 类(早餐、饮料/为孩子准备饮料种类、为孩子准备零食、为孩子选购食品时考虑
的因素、用餐行为等)共 49 项指标中，干预有效的指标数为 21 项(占总指标的 44%)。
3 对教师营养知识态度的两次调查结果表明，在设计的 6 类(营养基础知识、营养与疾
病、健康饮食行为、饮料、零食、运动)共 59 项指标中，干预有效的指标数为 40 项(占总指
标的 68%)。
4 与早餐知识态度相关的 4 项指标调查结果表明，学生及其家长干预有效指标数均为 4
项。对学生早餐行为进行的 12 项指标调查结果表明，干预有效指标数为 8 项。对家长早餐
行为进行的 9 项指标调查结果表明，干预有效指标数为 3 项。
5 与饮料知识态度相关的 11 项指标调查结果表明，学生干预有效指标数为 8 项，家长
干预有效指标数为 7 项，教师干预有效指标数为 5 项。对学生饮用饮料行为进行的 20 项指
标调查结果表明，干预有效指标数为 12 项。对家长饮用饮料行为进行的 20 项指标调查结
果表明，干预有效指标数为 8 项。
6 与零食知识态度相关的 8 项指标调查结果表明，学生干预有效指标数为 6 项，家长
干预有效指标数为 7 项，教师干预有效指标数为 4 项。对学生零食行为进行的 10 项指标调
查结果表明，干预有效指标数为 7 项。对家长零食行为进行的 9 项指标调查结果表明，干
预有效指标数为 7 项。
研究结论
1 健康促进学校模式可以有效的改善学生的营养知识、态度及行为；
2 此次干预对于学生、家长、教师的知识水平明显提高，态度明显得到改观；
3 知识和态度的改变易于行为改变；短期干预不应选择行为作为评价指标；
4 对家长和教师进行营养干预对于学生营养干预有重要影响；
5 经过营养干预，学生的早餐行为、饮料行为、零食行为得到一定改善。
关键词：健康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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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四城市社区卫生服务预防保健人力资源需求调查
研究生：周海城
导

师：李新华

背景：到 2002 年底，我国共有 358 个城市开展了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根据国家规划的城
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功能定位，预防保健将在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内容中占有较大的比重。由
于目前全国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多由基层医院转制而来，人员多以医疗专业技术型为主
要力量，从事预防保健服务的人员明显不足。为适应新形势条件下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功能的
转变，有效地在社区水平开展各项预防保健工作，急需对我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有人
员状况进行调查评价，了解现有队伍的专业结构和知识需求，评价其开展预防保健服务的能
力和社区人群对预防保健服务的需求，并根据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需要，估算城市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预防保健人力需求，以便合理配备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预防保健人员，进行有
针对性的业务培训，开发和利用好现有的人力资源开发，推动我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各项工
作的前进。

目的：通过对我国四城市 12 个社区居民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状的调查，了解社
区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以及社区卫生服务从业人员专业知识技能的培训需求，
并根据现有预防保健人力资源情况，结合社区预防保健工作的需求，进行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人力需求测算，提出符合我国现阶段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预防保健专业人员的配置要求和人力资源开发及专业业务知识与技能的培训建
议。
方法：采用流行病学调查和现场访谈的方法，对我国四城市 12 个社区的居民，进
行了抽样调查、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普查，并对全国部分城市
的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情况进行了访谈。在此基础上，采用标准工时法，围绕社民
的预防保健需求，社区预防保健工作的实际内容和从业人员的预防保健知识、技
能的培训需求，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预防保健人力资源需求进行测算。
结果：
1、居民调查结果：居民人群抽样调查，12 个社区共抽样调查居民 8179 人（男性
4082 人），2765 户居民户。在调查的社区中，平均每户人口 2.9 人。其中 45.5 %
的居民户家中有 60 岁以上人口，有 5 岁以下儿童和 6~14 岁孩子的居民户分别为
10.2% 和 26.9 %。同时还有约近 24 % 的居民为无稳定职业的人群，33 % 左右
的人群为离退休人群。社区预防保健服务所涉及的重点人群占社区调查总户数的
80.2 %。
大多数被调查者对一般常见慢性病的卫生预防保健知识已有所了解。但对传
染病的传播方式 75%以上的调查对象认识不够。居民知晓率在 80 % 以上的健康
常识主要与各种慢性病的预防有关。
居民人群的二周患病率为 10.6 %，有慢性病患者的居民户占本次调查居民总
户数的 24.3%。患病率在前 5 位的病种依次为：高血压（18.8 %）、冠心病(6.7 %)，
高脂血症(5.6 %)，糖尿病(3.9 %) 和脑卒中(2.4 %)。
调查近期有妊娠史妇女的婚前体检率为 99.3 %。同时接受优生指导的夫妇为

94.9 %。调查的 261 人中，有 94.0 %的孕妇能在孕 13 周前进行第一次产前检查。
有 73.5 %的孕妇产前能够得到 8 次以上的产前检查服务，17.7 %的孕妇能得到 13
次以上的产前检查。有 78.8%的产妇在产后 42 天内得到专业人员的访视。调查人
群中 1 岁儿童的“四苗”预防免疫接种率为 85.6 %（220/257）。
多数中老年妇女缺乏女性常见疾病的预防保健知识和意识，近 2/3 左右的人
在近 2

（大于 50%），分列于各种培训内容前列。在职人员的岗位培训以外出学习的方式
为主，占到 51.1%。有 25.0%的职工有过全脱产学习的经历，而在职培训，日常专
题研讨等培训手段应用的还不多。对所需培训的专业知识而言，各类知识的认同
感都较高（50%以上）。但仍然是医疗优先于防保，排序前四位中没有一项预防保
健的内容。医疗优先，高于预防保健的内容约近 10 个百分点左右。但多数社区卫
生服务工作人员缺乏预防保健常识。
3、人力资源需求测算：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服务的四大类主要工作方式，即
入户服务、门诊服务、组织群体性卫生活动和社区诊断，将当前预防保健服务分
类计算。根据各类服务工作要求，结合当前社区居民的需求，卫生服务发展水平
确定各类预防保健服务需要量，再根据预防保健人员提供每项服务所需的标准工
时和人均提供有效工时，采用标准工时法，计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专业
人员人力需要量。以 10 万人口的社区人群规模计算，完成诸项工作任务所需人力
为：上门服务+门诊服务+集中服务+社区诊断服务
=117+5+4.0+0.4=126.4 人= 126 人/10 万
建议：（1）增加和扩大现有社区卫生服务预防保健人员培训，随着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工作重点的转移，逐步将从事预防保健服务的专业人员的数量调整到 126 人
/10 万居民的水平，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预防保健需求；
（2）按社区卫生服务从
业人员背景结合目前岗位分类进行综合、系统的知识、技能培训，着重加强社区
诊断、健康教育方法等方面的培训，培养复合型预防保健专业人员，一专多用，
一专多能尽最大可能地节约人力资源，降低服务成本，提高工作效率；（3）重视
非专业队伍培养，系统性地培训有关预防保健知识和传播方法，发挥其在预防保
健科学信息传播中的作用，为社区居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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