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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会遇到老鼠咬伤如何处置$ 狂犬疫苗接种延迟是否需要重新接种$ 出现过敏后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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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并经相关领域专家讨论#旨对狂犬病暴露处置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给予科学(统一的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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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病是由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动物源
性传染病#临床大多表现为特异性恐水(怕风(咽肌痉
挛等#病死率几乎 #..?% 近年为了规范狂犬病的暴
露预防处置#降低狂犬病发病率#原国家卫生部和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先后制定并发布了&狂犬病暴露
预防处置工作规范!$..& 年版"’和&狂犬病预防控制
技术指南!$.#) 版"’ +##$, % 为了进一步规范北京市狂
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及相关工作#有针对性的指导狂犬
疫苗接种门诊#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根据本市既
往使用中反馈的问题(狂犬病研究进展及国家相关文
件的更新#制定了&北京市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技术
指南!试行"’% 本指南供北京市从事狂犬病防控工作
的各级疾控中心(狂犬疫苗接种门诊参考使用%

!’狂犬病暴露定义 &+’@(

狂犬病暴露是指被狂犬(疑似狂犬或者不能确定
是否患有狂犬病的宿主动物咬伤(抓伤(舔舐粘膜或
者破损皮肤处#或者开放性伤口(粘膜接触可能含有
狂犬病病毒的唾液或者组织% 罕见情况下#器官移植
和气溶胶吸入也可作为暴露途径而感染狂犬病病毒%

"#暴露后预防处置
"$!#伤口分级’按照暴露性质和严重程度将狂犬病
暴露分为三级%
"$!$!’!级暴露!符合以下情况之一者*"接触或喂
养动物)#完好的皮肤被舔)$完好的皮肤接触狂犬
病动物或人狂犬病病例的分泌物或排泄物% 判定为
!级暴露者#无需进行医学处置#建议清洗接触部位%
"$!$"’%级暴露!符合以下情况之一者*"裸露的皮
肤被轻咬)#无出血的轻微抓伤或擦伤% 判定为%级
暴露者#应立即处理伤口#并接种狂犬病疫苗%
"$!$%’&级暴露!符合以下情况之一者*"单处或多

处贯穿皮肤的咬伤或抓伤!-贯穿.表示至少已伤及真
皮层和血管#临床表现为肉眼可见出血或皮下组织")

#破损皮肤被舔舐!应注意皮肤皲裂(抓挠等各种原
因导致的微小皮肤破损")$粘膜被动物唾液污染!如
被舔舐")’暴露于蝙蝠!当人与蝙蝠之间发生接触时
应考虑进行暴露后预防#除非暴露者排除咬伤(抓伤
或粘膜的暴露"% 判定为&级暴露者#应立即处理伤
口#使用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接种狂犬病疫苗% 确
认为%级暴露且免疫功能低下者#或者%级暴露位于
头面部且致伤动物不能确定健康者#按照&级暴露处
置!表 #"%

表 !’伤口分级标准及处置原则
分级 定义 处置

!级
接触或者喂养动物)完好的皮
肤被舔)完好皮肤接触分泌物
或排泄物

无需医学处置#建议清洗
接触部位

%级
裸露的皮肤被轻咬)无出血的
轻微抓伤或擦伤

立即处理伤口#接种狂犬
病疫苗

&级
单处或者多处贯穿性皮肤咬伤
或者抓伤)破损皮肤被舔舐)粘
膜被污染)暴露于蝙蝠

立即处理伤口#使用狂犬
病被动免疫制剂#接种狂
犬病疫苗

特例
%级暴露免疫功能低下者)%
级暴露位于头面部且致伤动物
不能确定健康者

按&级暴露处置

"$"#伤口外科处置’局部伤口以处理越早越好为原
则#一为预防狂犬病发生#二可以预防伤口发生继发
细菌感染#促进伤口愈合和功能恢复% 对于%级和&
级暴露#彻底的伤口处理是非常重要的% 伤口处理包
括对伤口内部进行彻底冲洗(消毒以及后续的外科处
置% 如清洗或消毒时疼痛剧烈#可先给予局部麻醉%
"$"$!’伤口冲洗! 用肥皂水!或其他弱碱性清洗剂"

和一定压力的流动清水交替清洗咬伤和抓伤的每处
伤口至少 #" 分钟% 如条件允许#建议使用狂犬病专
业清洗设备和专用清洗剂对伤口内部进行冲洗% 最
后用生理盐水冲洗伤口#以避免肥皂液或其他清洗剂
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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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处理! 彻底冲洗后用稀碘伏!.%.$"? M
.%."?"(苯扎氯铵!.%.."? M.%.#?"或其他具有病
毒灭活效力的皮肤黏膜消毒剂消毒涂擦或消毒伤口
内部%
"$"$%’外科处置! 在伤口清洗(消毒#使用狂犬病被
动免疫制剂充分浸润后#根据情况进行后续外科处
置% 外科处置要考虑致伤动物种类(部位(伤口类型(

伤者基础健康状况等诸多因素% 与普通创伤伤口相
比#动物致伤伤口具有病情复杂(软组织损伤严重(合
并症多(细菌感染率高等特点#目前尚无统一的外科
处置规范% 且动物咬伤涉及骨科(耳鼻咽喉科(眼科(

整形外科(普通外科(泌尿外科等多个临床专业#各专
业在开放伤口处置上均有各自的原则或规范% 因此#

严重(复杂的动物咬伤伤口的后续外科处置#最好由
专科医生或在专科医生协助下完成%
"$"$%$!’外科清创术! 所有严重的咬伤伤口!如*撕
裂伤(贯通伤(穿刺伤等"均需进行彻底的外科清创
术% 术前要根据伤口部位(手术大小及方式等选择合
适的麻醉方!如局部麻醉(区域麻醉(复合麻醉或全身
麻醉"#手术按照标准的外伤清创术原则进行%
"$"$%$"’组织修复! 咬伤所导致的重要器官(组织
!如*神经(肌腱(骨(关节(血管等"损伤#应根据受损
器官组织的具体情况!如受损程度(感染可能性(修复
难度等"(相应专科的处置原则#选择进行!期修复(

%期修复或延期修复%
"$"$%$%’伤口关闭及抗生素使用! 伤口是否进行!
期闭合以及是否预防性使用抗生素要考虑众多因素#

如*就诊时间(伤口严重程度(伤口部位(致伤动物(伤
口类型(伤者基础健康状况!如年龄和基础疾病*糖尿
病(免疫功能受损(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激素等"以
及医生对动物咬伤伤口处置的经验等% 上述因素均
可影响伤口继发细菌感染的风险% 暴露于犬(啮齿类
动物#以及位于头面部(口腔粘膜的浅表(清洁(新鲜
伤口属于继发感染的低危因素% 而暴露于猫(灵长
类(猪等动物)位于手(足(胫前(关节部位的穿刺伤(

贯通伤(大面积撕裂伤(大面积皮肤软组织缺损伤口)

老年患者或合并糖尿病(外周血管病(应用激素及免
疫抑制剂(免疫性疾病(营养不良(放化疗等基础疾病
等均属继发细菌感染的高危因素% 存在感染高危因
素者尽量避免!期缝合#可用透气性敷料覆盖创面#+
M" 天后根据伤口情况决定是否进行延期缝合或%期
缝合#必要时可以预防性使用抗生素%

早期许多文献建议对伤者常规预防性使用抗生
素% 近些年的文献报道显示#预防伤口感染的关键在
于尽早进行彻底的伤口清洗(清创及伤口闭合或覆

盖% 及时正确的伤口处理可显著降低咬伤伤口细菌
感染率% 文献研究提示#对于细菌感染低危者#在对
伤口进行彻底清洗(消毒和清创后#与%期(延期闭合
伤口或伤口保持开放相比#!期闭合伤口并不增加伤
口感染率#且缩短了伤口愈合时间#愈合后瘢痕更小%

也有许多研究显示#常规预防性使用抗生素并未令咬
伤患者受益% 不推荐对所有的&级咬伤病例预防性
使用抗生素#对存在感染高危因素或已出现伤口感染
的病例可预防性或治疗性使用抗生素% 抗生素最好
根据伤口分泌物的细菌培养及药物敏感试验结果选
择#推荐使用含有 (,内酰胺酶抑制剂的 (,内酰胺
类抗生素(头孢洛林酯和第四代喹诺酮类抗生素%

存在感染高风险因素者#伤口内应放置引流条或
引流管#以利于伤口污染物及分泌物的排出% 伤口较
大时#为避免继发感染#可用透气性敷料覆盖创面%

如必须缝合#应采取松散稀疏的缝合方式#以便于继
续引流% 如果就诊时伤口已缝合#原则上不主张拆
除% 若缝合前未浸润注射被动免疫制剂#仍应在伤口
周围浸润注射被动免疫制剂% 存在感染高风险因素
者#应根据伤口状况(伤者基础免疫情况!破伤风类毒
素"(距离最后接种时间等#酌情进行抗破伤风免疫预
防处置%
"$%#被动免疫制剂使用’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的作
用机理是*在疫苗接种产生主动免疫前#通过在暴露
部位直接浸润注射抗体#以中和伤口处理后残留的病
毒#从而起到减少伤口内病毒数量的作用% 被动免疫
制剂应尽早使用#如未能及时使用#在第一剂狂犬病
疫苗接种后的 * 天内均可使用% * 天后疫苗引起的主
动免疫应答反应已经出现#此时再使用被动免疫制剂
意义不大% 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应按照体重计算剂
量#一次性足量使用% 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 !H!NO"

按照 $. NP/QR#抗狂犬病血清!0!("按照 @. NP/QR计
算% 抗狂犬病血清使用前必须严格按照产品说明书
进行过敏试验%

如果解剖结构允许#应当将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全部浸润注射到伤口周围#所有伤口无论大小均应进
行浸润注射% 如被动免疫制剂量不足#可用生理盐水
适当稀释)当全部伤口进行浸润注射后尚有剩余时#

应将其注射到远离疫苗接种部位的肌肉#建议腰部以
上注射到伤口同侧的后背肌群#腰部以下注射到伤口
同侧的大腿中段外侧肌群% 对于粘膜暴露者#可将狂
犬病被动免疫制剂滴/涂在粘膜上#如果解剖学结构
允许#也可进行局部浸润注射#剩余剂量参照前述方
法进行肌肉注射% 不得把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和狂
犬病疫苗注射在同一部位)禁止用同一注射器注射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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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病疫苗和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表 $"%

表 "#被动免疫制剂使用原则
项目 原则 备注

使用时间 尽早使用 接种首针狂犬病疫苗 * 天内仍可使用

使用剂量 按照体重计算 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 $. NP/QR
抗狂犬病血清 @. NP/QR

使用部位 尽量浸润注射 一次性足量使用#尽量浸润注射到伤口
周围)
如量不足#可用生理盐水适当稀释)
如有剩余#注射到远离疫苗接种部位的
肌肉)
粘膜暴露者#将被动免疫制剂滴/涂在粘
膜上#解剖结构允许#也可进行局部浸润
注射

注意事项 被动免疫制剂和狂犬病疫苗不能注射在同一部位)
禁止用同一注射器注射狂犬病疫苗和被动免疫制剂

"$&#狂犬病疫苗接种’狂犬病疫苗接种应越早越
好#并在接种前充分告知受种者或其监护人所接种疫
苗的品种(作用(不良反应(注意事项及后续接种时
间#签写知情同意书%
"$&$!’接种程序!’北京市狂犬病疫苗接种通常有
两种程序#第一种程序简称 " 针法程序*第 . 天!第一
剂接种当天"(第 + 天(第 * 天(第 #@ 天(第 $- 天各接
种 # 剂)第二种程序简称 $1#1# 程序*第 . 天接种 $ 剂
!左右上臂三角肌各接种 # 剂"#第 * 天(第 $# 天各接
种 # 剂% 这两种程序都是世界卫生组织!SHT"认可
的有效程序% -$1#1#.程序只适用于我国已批准可以
使用-$1#1#.程序的狂犬病疫苗产品%
"$&$"’接种途径"部位和剂量!’狂犬病疫苗为肌内
注射% $ 岁及以上儿童和成人在上臂三角肌注射)$

岁以下儿童可在大腿前外侧肌注射% 禁止臀部注射%

狂犬病疫苗接种不分体重和年龄#均按相同的程序和
剂次接种#每剂 .%" 2U或 #%. 2U#具体参照产品规格
或产品说明书%
"$&$%’使用禁忌!’狂犬病为致死性疾病#暴露后狂
犬病疫苗使用无任何禁忌#但接种前应充分询问受种
者个体基本情况#如有无严重过敏史(其他严重疾病
等% 即使存在不适合接种疫苗的情况#也应在严密监
护下接种疫苗% 如受种者对某一品牌疫苗的成分有
明确过敏史#应更换无该成分的疫苗%
"$&$&’延迟接种!’对于已经暴露数月或多年#且
不能确定暴露动物健康状况#而一直未接种狂犬病
疫苗者#应当按照程序完成疫苗接种% 狂犬病疫苗
接种应按时完成全程免疫#按照程序接种对机体产
生抗狂犬病的免疫力非常关键#特别是在 # 周内完
成前 + 针很重要 ++, % 当出现某一针次延迟一天或数
天注射#其后续针次接种时间按原免疫程序的时间
间隔相应顺延%

"$&$’’疫苗品牌更换!’应当尽量使用同一品牌狂
犬病疫苗完成全程接种% 若无法实现#可使用不同品
牌的合格狂犬病疫苗替换#替换后程序要符合替换后
的疫苗说明书% 如果原来按-$1#1#.程序接种#替换后
的疫苗只注册了 " 针法程序#那么替换后的程序也必
须改为 " 针法#首次接种的 $ 针可视为首剂加倍#后
续接种可以按照延迟接种原则完成% 不建议就诊者
携带狂犬病疫苗至异地注射%
"$&$(’其他疫苗的接种!’正在进行免疫规划疫苗
接种的儿童可按照正常免疫程序接种狂犬病疫苗%
接种狂犬病疫苗期间也可按照正常免疫程序接种其
他疫苗#但优先接种狂犬病疫苗!表 +"%

表 %’北京市狂犬病疫苗暴露后免疫使用原则
项目 原则 备注

使用时间 尽早使用#没有禁忌 暴露数月或多年后仍能接种

接种程序 " 针法*.(+(*(#@($-
$ ,# ,#V. W.(*($#

接种剂量不分体重和年龄)
. W. 为左右上臂三角肌各接
种 # 剂

注射部位 肌内注射*$ 岁及以上上臂
三角肌)$ 岁以下大腿前外
侧肌

禁止臀部注射

注意事项 尽量使用同一品牌疫苗#不同品牌的合格疫苗可以替换#
程序要符合替换后的疫苗说明书)
当某一针次出现延迟一天或者数天注射#其后续针次接
种时间按延迟后的原免疫程序间隔时间相应顺延)
可以按照正常免疫程序接种其他疫苗#但优先接种狂犬
病疫苗

"$’#再次暴露后的处置’
"$’$!’伤口处理!’任何一次暴露后均应及时彻底
地进行规范的伤口处理#参见上文伤口的外科处置
内容%
"$’$"’疫苗接种
"$’$"$!’完成过全程免疫! 全程免疫后半年内再次
暴露者一般不需要再次免疫)全程免疫后半年到 # 年
内再次暴露者#应当于 . 和 + 天各接种 # 剂疫苗)在 #
M+ 年内再次暴露者#应于 .(+(* 天各接种 # 剂疫苗)
超过 + 年者应当全程接种疫苗% 在免疫接种过程中
发生再次暴露#可按照原有程序完成疫苗接种#不需
加大剂量%
"$’$"$"’未完成过全程免疫! 如果以前的暴露都没
有进行过全程免疫#则再次暴露应按首次暴露处置%
接种过程中发生再次暴露#可按照原有程序完成疫苗
接种#不需加大剂量%
"$’$%’被动免疫制剂使用
"$’$%$!’完成过全程免疫! 使用细胞培养疫苗完成
暴露前或者暴露后全程免疫者#再次暴露无需使用被
动免疫制剂% $.." 年后我国狂犬病疫苗为细胞培养
浓缩纯化疫苗#且逐渐替换为不含氢氧化铝佐剂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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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并且自 $.." 年起我国人用狂犬病疫苗纳入生物
制品批签发管理#疫苗的免疫效果和质量监管进一步
提高0国食药监注 + $.." , +$* 号 1% 因此建议对于
$.." 年后#有明确(可靠的狂犬病疫苗全程免疫接种
史者#再次暴露可无需使用被动免疫制剂#但 $.." 年
及以前接种过狂犬病疫苗者再次暴露时#仍需按首次
暴露后预防处置规范#伤口达到&级或符合按&级处
置的特例#则应使用被动免疫制剂%
"$’$%$"’未完成过全程免疫! 如果以前的暴露都没
有进行过全程免疫#则再次暴露应按首次暴露处置%
接种过程中发生再次暴露#若在首剂疫苗接种 * 天
内#且伤口达到&级或符合按&级处置的特例#则应
使用被动免疫制剂!表 @"%

表 &’再次暴露处置原则
项目 原则

伤口处置 及时(彻底(规范
疫苗接种 完成全程免疫者*最后一针疫苗接种后半年内致伤不需

免疫)半年到 # 年致伤#.(+ 天各接种 # 剂)# M+ 年内致
伤# .(+(* 天各接种 # 剂)超过 + 年致伤全程接种
未完成全程免疫者*同首次暴露
在接种过程中发生的再次暴露*可按照原有程序完成疫
苗接种#不需加大剂量

被动免疫
制剂

完成全程免疫者*使用细胞培养疫苗!$.." 年后"完成全
程免疫者无需使用
未完成全程免疫者*同首次暴露)若再次暴露发生在首剂
疫苗接种 * 天内#且伤口达到&级或符合按&级处置的
特例#则应使用被动免疫制剂

"$(#特殊人群的处置’
"$($!’妊娠及哺乳期妇女的接种!’国内和国外的
研究一致表明 +" ,#., #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接种狂犬病疫
苗是安全的#其不良反应发生率与非孕妇无显著性差
异#并且不会对胎儿造成影响% 同时妊娠妇女均能对
狂犬病疫苗产生正常的免疫应答% 因此妊娠及哺乳
期妇女可以正常进行暴露后处置%
"$($"’免疫功能低下者的接种!’影响狂犬病疫苗
效果的免疫功能低下需要引起重视% 一些对艾滋病
病毒携带者或艾滋病患者的研究表明#AX@ 细胞计数
非常低! Y+.. 个/)U"的患者#狂犬病疫苗接种后的
中和抗体产生明显减弱或检测不到#即使加倍注射也
不确定能产生保护性抗体 +## ,#$, % 当这些患者发生%
级或&级暴露时#应按照&级暴露处置*彻底清洁和
消毒伤口)局部浸润注射被动免疫制剂)按 " 针法注
射狂犬病疫苗 ++#@, % 如果可行应在疫苗接种 $ M@ 周
后检测狂犬病病毒中和抗体以评估是否需要额外剂
量的疫苗 ++, %

%#暴露前预防
所有持续(频繁暴露于狂犬病病毒危险环境下的

个体均推荐进行暴露前预防性狂犬病疫苗接种#如接
触狂犬病病毒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可能涉及狂犬病病
人管理的医护人员(兽医(动物驯养师以及经常接触
动物的农学院学生等% 此外#建议到高危地区旅游的
游客(居住在狂犬病流行地区的儿童或到狂犬病高发
地区旅游的儿童进行暴露前免疫% 暴露前免疫应尽
可能在可疑暴露前完成% 疫苗接种前应充分告知受
种者或其监护人所接种疫苗的品种(作用(禁忌(不良
反应(注意事项及后续接种时间#并询问受种者的健
康状况#签写知情同意书%
%$!#基础免疫’
%$!$!’免疫程序!’第 . 天(第 * 天和第 $# 天!或第
$- 天"分别接种 # 剂#共接种 + 剂%
%$!$"’接种途径"部位和剂量!’肌内注射% $ 岁及
以上儿童和成人于上臂三角肌注射)$ 岁以下儿童于
大腿前外侧肌注射% 禁止在臀部肌肉注射% 每剂
.%" 2U或 #%. 2U#具体参照产品规格或产品说明书%
%$"#加强免疫’对于因职业原因存在持续(频繁或
较高的狂犬病病毒暴露风险者#如接触狂犬病病毒的
实验室工作人员和兽医#建议定期检测体内中和抗
体#以判断是否需要疫苗加强免疫% 其余人员无需定
期检测或加强% 建议接触狂犬病病毒的实验室人员
每 ) 个月检测一次血清中和抗体水平)兽医(动物检
疫部门等工作人员每 $ 年检测一次血清中和抗体水
平% 当血清中和抗体水平 Y.%" NP/2U时需加强接种
# 剂狂犬病疫苗% 如果无法实现中和抗体检测#则可
以参照卫生部规范#完成全程免疫者#在没有动物致
伤的情况下## 年后加强 # 剂狂犬病疫苗#以后每隔 +
M" 年加强 # 剂%
%$%#使用禁忌’对于暴露前预防#对疫苗中任何成
分曾有严重过敏史者应视为接种同种疫苗的禁忌症#

可换不含该成分疫苗继续完成接种% 妊娠(患急性发
热性疾病(急性疾病(慢性疾病的活动期(使用类固醇
和免疫抑制剂者可酌情推迟暴露前免疫% 免疫缺陷
者不建议进行暴露前免疫#如处在狂犬病高暴露风险
中#亦可进行暴露前免疫#但完成免疫接种程序后需
进行中和抗体检测% 对一种品牌疫苗过敏者#可更换
另一种品牌疫苗继续原有免疫程序!表 ""%

&#其他相关工作
&$!#疫苗和冷链管理’北京市用于预防狂犬病的相
关生物制品#应严格执行北京市疫苗使用和供应的相
关规定% 狂犬疫苗接种门诊应建立真实(完整的购
进(分发(供应狂犬病疫苗及其被动免疫制剂的记录#

包括通用名称(生产企业(剂型(规格(批号(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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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文号(!购销(分发"单位(数量(价格(!购销(分
发"日期(产品包装以及外观质量(储存温度(运输条
件(批签发合格证明编号或者合格证明(验收结论(验
收人签名等%

表 ’’暴露前免疫
项目 原则

适用人群 持续(频繁暴露于狂犬病病毒的个体*实验室人员(医护
人员(兽医(野外工作者 !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应进行暴露
后免疫"

接种程序 .(*($#!或 $-" #在可疑暴露前完成接种

加强免疫 存在持续(频繁或较高的狂犬病病毒暴露风险者#需定期
加强#其余人员无需定期检测或加强

禁忌 疫苗成分过敏视为同种疫苗禁忌#可换不含该成分疫苗
继续完成接种)妊娠妇女(急性发热性疾病(急性病(慢性
病活动期(使用类固醇和免疫抑制剂推迟免疫)免疫缺陷
者不建议暴露前免疫

’’狂犬病疫苗(抗狂犬病血清(狂犬病人免疫球蛋
白应储存于 $ M- Z专用冰箱内#上(下午各进行一次
温度记录#至少间隔 ) 小时 +#+, % 发现冷链设备问题应
及时维修#确保疫苗质量% 疫苗带出时应置冷藏包装
内% 在领取和使用过程中#做好疫苗领用登记记录#
每次门诊日接种工作结束#对疫苗的数量进行核点%
&$"#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各狂犬疫苗接种
门诊应按照 &北京市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方
案’#增强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0[N"监测的敏感
性#及时发现#及时报告% 各门诊发现 (0[N#需在 $@
小时内填写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个案报告卡#电话
报告区疾控中心#如果出现死亡(严重残疾(群体性反
应#应在 $ 小时内报告% 纸质报告卡需注明 " 针或 @
针程序% 区疾控中心在上报后 @- 小时内展开调查#
并在调查开始后 + 日内上报个案调查表%

个案调查表录入要求!#"$ ,# ,# 程序第一次接
种出现的反应#在录入-可疑疫苗情况.时需录入-疫
苗 #.和-疫苗 $.)接种剂次需填 # 和 $)-主要临床经
过.中标明-@ 针程序.% !$" $ ,# ,# 程序第二次接
种出现的反应#接种剂次需填 +)-主要临床经过.中
标明-@ 针程序.% !+"$ ,# ,# 程序第三次接种出现
的反应#接种剂次需填 @)-主要临床经过.中标明-@
针程序.% !@"" 针程序接种出现的反应#按实际接种
剂次填写疫苗和剂次#在 -主要临床经过.中标明-"
针程序.%
&$%#数据登记和报送’首诊病例均需填写&北京市
狂犬疫苗接种门诊登记表’#包括暴露前和暴露后%
暴露前首诊病例#即为暴露前初次免疫#或定期加强
免疫者% 暴露后的首诊病例#即首次致伤或再次致伤
后的首次就诊者% 登记表应填写完整#不要遗漏致伤
者#也不要遗漏选项% 每个门诊均需将登记表中的就

诊病例信息录入数据库#次月 " 日前将数据库报区
AXA#区 AXA汇总全区门诊数据库##. 日前报至市
AXA#市 AXA汇总全市数据##" 日前将统计表上报市
卫计委%

’#常见问题及解答
’$!#什么动物可以传播狂犬病! ’几乎所有的哺乳
动物都对狂犬病病毒易感#但并非所有的哺乳动物对
人都有相同的传播狂犬病的风险% 目前认为#只有狂
犬病病毒的储存宿主对人狂犬病的发生有意义 +#@, %
&狂犬病预防控制技术指南!$.#) 版"’中指出狂犬病
储存宿主动物主要为犬科(猫科及翼手目动物#禽类(

鱼类(昆虫(蜥蜴(龟和蛇等不感染(不传播狂犬病
病毒%
’$"#老鼠"兔子咬伤会传播狂犬病吗! ’老鼠和兔
子作为哺乳动物可以感染狂犬病#但其作为人狂犬病
传染源的意义不大% &狂犬病预防控制技术指南
!$.#) 版"’中指出#对北美洲和欧洲狂犬病流行地区
的野生和家栖啮齿类动物的大规模监测显示#此类动
物并非狂犬病的储存宿主#也不参与该疾病的流行和
传播)此外#兔形目!包括家兔和野兔"极少感染狂犬
病#也未发现此类动物导致人间狂犬病的证据% 因此
对于几乎不与其它动物接触的宠物鼠或兔以及实验
室动物#其感染狂犬病病毒的风险极低#若被其致伤
可以不用进行狂犬病暴露后处置%
’$%#人与人接触能传播狂犬病吗! ’通常情况下#

人不携带狂犬病病毒#被非狂犬病病人咬伤不会感染
狂犬病% 狂犬病病人的体液和组织中能检出活病毒#

因此理论上确实存在与病人接触而感染狂犬病的风
险 +#" ,#-, #因此建议高危人群在接触狂犬病病人分泌
物或体液后仍建议进行暴露后免疫#包括医务人员(

病人的家属和朋友等 ++, %
’$&#能检查是否感染了狂犬病病毒吗! ’狂犬病病
毒为噬神经性病毒#侵入人体后进入神经系统#目前
潜伏期无有效的临床检测手段% 出现临床症状后#可
以通过唾液(血清(脑脊液等体液#或含毛囊的皮肤等
标本进行实验室诊断%
’$’’手部被咬伤都按&级暴露处置吗! ’&狂犬病
预防控制技术指南!$.#) 版"’中-表 + 狂犬病暴露后
免疫预防处置.的备注中提到*发生在手部的咬伤属
于&级暴露% 此建议的原文出自 $.#+ 年 SHT狂犬
病专家磋商意见 ++, #原文描述咬伤达到&级暴露标准
应该按&级暴露处置#特别提示了头(面(颈部(手部
和外生殖器等部位#因为这些部位神经丰富#并未要
求所有手部咬伤都归为&级暴露% 因此在遇到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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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伤时应严格伤口暴露级别的判断#依据暴露级别给
予规范处置%
’$(#被咬伤后多久接种狂犬病疫苗有效! ’狂犬病
暴露后应尽早开始暴露后处置#包括伤口处置(疫苗
接种和被动免疫制剂使用!如果必要"% 对于已暴露
数月或多年#且致伤动物健康状况不详#而一直未进
行暴露后处置者#也应当按照程序接种疫苗 ++, %
’$)#免疫缺陷患者接种狂犬病疫苗需要首剂加倍
吗! ’狂犬病疫苗说明书建议免疫缺陷患者疫苗首
剂加倍% 但在对免疫功能缺陷患者接种狂犬病疫苗
效果的研究显示 +## ,#$, #首剂加倍并不能确保疫苗效
果#甚至全程加倍都不能诱导机体产生保护性抗体%

因此不建议首剂加倍% 此类人群的%级暴露#应按照
&级暴露进行处置#按 " 针法接种疫苗#并建议在疫
苗接种 $ M@ 周后检测狂犬病病毒中和抗体以评估是
否需要额外剂量的疫苗 ++#@, %
’$*’被动免疫制剂是否可分 $ 日注射! ’抗狂犬病
血清说明书中用量用法描述如下*在 # M$ 日内分次
注射#注射完毕后开始注射狂犬病疫苗% 狂犬病人免
疫球蛋白说明书用量用法描述如下*#/$ 皮下浸润注
射##/$ 肌肉注射)如果用量大于 #. 2U可在 # M$ 日
内分次注射#随后即可进行狂犬病疫苗注射% 被动免
疫制剂的作用原理是在伤口局部中和病毒#以降低进
入机体的病毒数量% 分日注射和肌肉注射都会影响
被动免疫制剂在伤口局部中和病毒的效果#因此被动
免疫制剂应尽早一次性足量使用#伤口无论大小均应
浸润注射#如量不足可用生理盐水稀释)对于粘膜暴
露者#可将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滴/涂在粘膜上#如果
解剖学结构允许#也可进行局部浸润注射% 接种首针
狂犬病疫苗 * 天内仍可使用被动免疫制剂%
’$+#接种狂犬病疫苗后用忌口吗! ’国产狂犬病疫
苗说明书中有接种后禁忌#-忌饮酒(浓茶等刺激性食
物及剧烈运动等.% 进口的狂犬病疫苗的说明书中没
有提及饮食和运动禁忌%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正常的
生活饮食会影响狂犬病疫苗效果 +#& ,$$, %
’$!,#接种狂犬病疫苗后需要查抗体吗! ’SHT的
立场文件#和 &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 !$..&

年版"’都认为一般人群接种后无需检测抗体#如受种
者身体健康#则不管年龄大小(是否使用被动免疫制
剂#在暴露后预防处置开始后 #@ 天大多数患者均能
达到保护水平 +@, % 对于特殊人群可以检测抗体#目前
唯一认可的血清学检测方法为中和抗体检测#包括小
鼠脑内中和抗体试验(荧光灶抑制试验!![[N\"两种#
血清中和抗体水平!.%" NP/2U认为有保护性%
’$!!#接种狂犬病疫苗后还会不会得狂犬病! ’规

范的暴露后处置可以有效的预防狂犬病的发生% 一
般认为首针疫苗接种后 * M#@ 天#体内抗体能达到保
护水平#但若此时病毒已经侵入中枢神经系统#仍有
发病的可能% 现有的狂犬病监测资料显示#完成狂犬
病暴露后全程免疫者没有再发病的报告%
’$!"#在暴露后处置接种狂犬病疫苗期间#如果某一
针次出现延迟#后续针次如何接种! ’按照&狂犬病
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 年版"’和&狂犬病预防
控制技术指南!$.#) 版"’#当某一针次出现延迟一天
或者数天注射#其后续针次接种时间按延迟后的原免
疫程序间隔时间相应顺延% 对于暴露后的疫苗接种#

应严格按照程序时间完成全程接种% 一周内完成前 +

针接种很重要 ++, % SHT关于狂犬病疫苗和免疫球蛋
白的立场文件 !$.#* 更新摘要"中指出#对于任何原
因造成的暴露后疫苗接种延迟#应该继续完成原免疫
程序#无需重新开始接种 +$+, %
’$!%#对于已经完成过全程免疫者#再次被致伤时#

应如何接种疫苗! ’&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
!$..& 年版"’中对再次暴露的疫苗接种是如下规定
的*全程免疫后半年内再次暴露者一般不需要再次免
疫)全程免疫后半年到 # 年内再次暴露者#应当与 .

和 + 天个接种 # 剂疫苗)在 # M+ 年内再次暴露者#应
于 .(+(* 天各接种 # 剂疫苗)超过 + 年者应当全程接
种疫苗% 再次暴露时#应按前一次免疫的最后一剂疫
苗接种日期计算间隔%
’$!&#按暴露前免疫接种狂犬病疫苗期间#如果某一
针次出现延迟#后续针次如何接种! ’暴露前免疫最
好按照程序时间进行接种#但如果出现延迟#后续针
次接种时间按延迟后的原免疫程序间隔时间相应顺
延#无需重新接种 ++, %
’$!’#按暴露前免疫接种狂犬病疫苗期间#如果出现
致伤#应如何处置! ’伤口按照狂犬病暴露后要求处
置% 已经接种的疫苗针次有效#可以按照 " 针程序的
延迟完成后续接种*如果已经按暴露前免疫接种 #

针#致伤后再接种 @ 针)如果已经按暴露前免疫接种 $

针#致伤后再接种 + 针% 如果致伤达到使用被动免疫
制剂的情况#则在首针疫苗注射 * 天内需要接种被动
免疫制剂#首针疫苗接种 * 天后无需再接种被动免疫
制剂%
’$!(#$十日观察法%是什么! 是不是可以适用于所
有动物! ’在 SHT的立场文件和&狂犬病预防控制
技术指南!$.#) 版"’中均提到-十日观察法.*如果伤
人动物在 #. 日观察期内保持健康#或经可靠的实验
室使用恰当诊断技术证明该动物未患狂犬病#则可以
终止免疫接种)但也同时明确指出*"#. 日观察法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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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家养的犬(猫和雪貂#且伤人动物需有 $ 次明确
记载有效的狂犬病疫苗免疫接种史)##. 日观察法要
考虑众多因素#如*暴露地区的动物狂犬病流行病学(
伤口类型(暴露严重程度(伤人动物的临床表现及其
免疫接种状况(伤人动物进行隔离观察的可能性以及
实验室诊断的可获及性等)$暴露后预防处置应立即
开始#如有可能#应对可疑动物进行识别#隔离观察
!外观健康的犬或猫"或安乐死后进行实验室检测#在
等待实验室结果或观察期内#应继续进行疫苗的暴露
后预防接种% 如实验室检测阳性#应立即进行回顾性
风险评估以确定所有可能暴露人群#并应给予其暴露
后预防程序% 如可疑动物无法进行实验室检测或观
察#则应给予全程暴露后预防#如果动物经适当的实
验室检测证实未感染狂犬病则暴露后预防可以终止%
’$!)#在接种狂犬病疫苗过程中出现过敏者如何完
成后续疫苗接种! ’在接种狂犬病疫苗过程中出现
过敏者可使用不同组织来源的疫苗替代#例如对
K0!T细胞培养的疫苗有过敏反应#可以使用人二倍
体细胞疫苗或鸡胚细胞培养的疫苗替代#同时可预防
性使用抗组胺药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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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痘和带状疱疹立场文件解读
殷大鹏

疾病监测’各国在将 K3EK纳入儿童常规免疫前#应首先建立合适的疾病监测系统#来评估水痘的疾病负担#纳入儿童

免疫规划后还需要持续开展监测%

疾病负担’水痘成为重要公共卫生负担的国家#应考虑将 K3EK纳入儿童常规免疫% 但应保障充足的资源#以便达到和

维持疫苗接种率!-.?%

初始免疫’决定将 K3EK纳入儿童常规免疫的国家#应在 #$ M#- 月龄接种第 # 剂%

接种剂次’接种剂次应基于免疫规划的目标% 接种 # 剂可显著降低水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但不能预防局部病毒循环

和暴发% 接种 $ 剂具有更高的有效性#可进一步减少病例数和暴发% $ 剂最小间隔应参考疫苗说明书#从 @

周到 + 个月%

应急接种’暴露 + M" 天内应尽快接种疫苗#可有效预防疾病#应根据 K3EK常规接种的免疫程序接种%

作者单位*#.$$.)#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办公室

’’以上是 $.#@ 年世界卫生组织 !SHT"发布的水
痘和带状疱疹立场文件关于疾病监测(疾病负担(接
种率(初始免疫(接种剂次(应急接种等关键信息的基
本立场% $.#$ 年 ) 月 ,$.#+ 年 #$ 月#SHT组成水痘
疫苗立场文件工作组#就疫苗相关的疾病负担(监测(
疫苗安全性(有效性(成本效益(数学模型(上市后评
价等内容进行逐个的专题讨论#形成需要解决的问题
清单#进行系统综述#在系统综述的基础上进行证据
质量评价#最终形成建议% 尽管 SHT已经出台了明
确的水痘疫苗接种建议#但仍不能机械照搬#需结合
中国实际情况进行解读#探索性的提出符合中国国情
的水痘疫苗接种解读意见#为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水
痘疫苗指导意见提供参考资料%

疾病监测’SHT建议各国在将 K3EK纳入儿童
常规免疫前#应首先建立适宜的疾病监测系统#评估
水痘的疾病负担#纳入儿童免疫规划后还需要持续监
测% 当前#我国水痘尚未列入法定报告传染病#仅进
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报告% 全国没有建立监测
系统#仅有部分省市自行开展了监测工作#以致全国
的水痘疾病基线不清% 由于水痘疫苗未纳入儿童免
疫规划#疫苗接种效果不明确% 监测是基础#没有有
效的监测系统就无法了解水痘的负担(疫苗接种的效
果#更无法提出科学的建议#非常有必要在部分地区
开展系统的水痘监测工作%

疾病负担’SHT建议水痘成为重要公共卫生负
担的国家#应考虑将 K3EK纳入儿童常规免疫% 在温
带高收入国家疫苗接种前的时代# l&.?的感染发生
在青少年之前# Y"?的成人仍为易感者% 水痘死亡

率的全球疾病负担低于其他主要传染病#如麻疹(百
日咳(轮状病毒或侵袭性肺炎球菌病% 据保守估计#全
球每年水痘疾病负担包括 @$. 万需住院治疗的严重病
例和 @ $.. 死亡病例% 在高收入发达国家疫苗前时代#
水痘的病死率约为 +/#. 万#麻疹为 # M+/# ...% 然而#
当其他疫苗可预防疾病得到控制后#水痘在人群中的
疾病负担就会凸显出来#并具有显著的医疗和社会经
济负担% 根据 $..* 年开展的 # 项全国水痘疾病负担
调查推算#$..) 年全国水痘发病 @*# 万例#经济负担
约 $@ 亿元人民币% $.#+ ,$.#* 年#每年水痘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起数为 +$" M-)- 起#其中占学校所有传
染病突发事件的 +@?% 我国在麻疹(乙肝(流脑(乙脑
等主要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后#水痘的疾病经济负担
严重#学校停课(家长停工等现象明显成为社会关注
的焦点#水痘疫苗纳入免疫规划势在必行%

疫苗接种率’SHT模型推算#当疫苗接种率
Y+.?或!-.?长期保持稳定状态 !+. 年"时#预测
因感染年龄推移而增加的发病风险极低% 然而#如果
中等疫苗接种率!+.? M*.?"维持较长的时间#感染
年龄推移可能增加水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对于大
多数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疫苗接种率必须!
).?#才能大幅度降低发病率% 国内研究显示#我国
的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接种率较低#极有可能导致
感染年龄后移#增加水痘的死亡率和重症发病率% 为
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应尽快将水痘疫苗纳入儿童免
疫规划#并保证较高的接种率非常必要%

初始免疫’SHT推荐为 #$ M#- 月龄#世界各国
大都采用这个建议% 初始免疫时间的主要决定因素
有三个方面*一是母传抗体的衰退规律#新生儿体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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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母传抗体的存在#一般认为母传抗体在出生 ) 个
月后会消退#婴儿会失去母传抗体的保护% 二是幼儿
接种疫苗后产生抗体的能力#一般认为婴儿的免疫系
统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如果过早接种疫苗#将无
法产生有效的免疫应答#保护效果不佳% 三是幼儿感
染水痘的规律#新生儿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多的与
外界接触#导致易感者有更多的感染机会% 综合考虑
以上三个因素#SHT推荐首剂次接种年龄为 #$ M#-
月龄% 中国也可以采取相同的接种建议%

接种剂次’SHT认为接种 # 剂次可显著降低水
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但不能预防局部病毒循环和暴
发#接种 $ 剂次可具有较高的保护效果#进一步减少
病例数和暴发% $ 剂次最小间隔应参考疫苗说明书#
从出生后 @ 周到 + 个月% 主要证据有#美国 #&&" 年将
# 剂次 K3EK纳入儿童常规免疫后#" 年内总发病率降
低 l*.?#$..) 年将第 $ 剂次 K3EK纳入儿童常规免
疫#突破病例的发病率进一步降低至 $/# ... 病例人
年% 中国北京也总结了很好的证据## 剂次自费接种
!$..* ,$.## 年"报告发病率为 &)%$ M#."%@/#. 万#
$.#$ 年 $ 剂次水痘疫苗后!$.#+ 年"报告发病率下降
至 )&%"/#. 万% $ 剂次的常规接种有充足的证据支
持#已经被广泛接受#值得采纳% 但第 $ 剂次的接种
时间需要商榷#目前中国有 $. 多个省市出台了水痘
疫苗接种意见#第二针接种时间大多为 @ M) 岁% 水

痘是一种经呼吸道传播(感染性很强的疾病#极易在
入托(入学的时间造成暴发% 结合实际情况#第 $ 针
的接种时间应提前到入托之前完成#避免形成入托后
的暴发高峰%

应急接种’SHT认为暴露 + M" 天内应尽快接
种疫苗#可有效预防疾病% 已证明暴露后 + M" 天内
接种单剂 K3EK#预防中度和重度水痘具有较高的有效
性!*&? M#..?"#但预防任何程度水痘的有效性范
围较大!&? M&+?"% 我国的观察性研究显示#托幼
机构和中小学校出现水痘疫情后#尽早接种水痘疫苗
可降低水痘续发率#并减少水痘暴发持续的时间% 建
议集体单位出现水痘病例后#易感者尽快 !+ M" 天
内"接种水痘疫苗%

建议’综上所述#根据对 SHT水痘和带状疱疹
立场文件核心问题的解读#结合国情#中国有必要尽
快建立水痘监测系统#评价水痘的疾病负担(疫苗接
种的近期和远期效果% 我国的水痘疾病负担沉重#应
尽快将水痘疫苗纳入儿童免疫规划管理#并采取 $ 剂
次的免疫程序#建议第 # 剂次在 #$ M#- 月龄完成#第
$ 剂次接种在入托入园前完成)集体单位出现水痘病
例后#尽快为易感者接种水痘疫苗%
’’以上为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中国疾控中心的立场

!收稿日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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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疫苗免疫策略制定和实施路径探索
卢莉

"摘要#’新疫苗引入形成公共卫生政策需要科学的方法和路径#新的疫苗政策的实施也需要有科学的事前评估%

现通过对北京市免疫规划引入脊灰灭活疫苗(形成新脊灰疫苗策略并顺利实施的实践过程的梳理#对循证疫苗免疫策略

的路径与流程(新疫苗策略实施工作模式开展有益探索#为今后中国新疫苗引入(疫苗策略调整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

"关键词#’循证疫苗免疫策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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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新疫苗不断出现
并通过评估逐步引入到国家免疫规划之中% 公众对
于新疫苗引入的需求从单纯可以防病#逐渐进化到要
求获得更多的疫苗效果与安全性的资料#而决策部门
则要求技术部门提供更多更充分的证据支撑策略的
制定或调整%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北
京市 AXA"从 $.#. 年开始#探索建立新的疫苗相关公
共卫生政策制定与实施路径#使疫苗相关决策更加科
学(更加透明% 利用循证疫苗免疫策略!I_4aI;=I173:Ia
4226;4g3C4>; :CE3CIRd"的科学方法和路径#北京市 $.#@

年 #$ 月引入脊灰灭活疫苗(形成和实施新的脊灰疫苗
序贯免疫策略#取得了基本消除脊灰减毒活疫苗所致
疫苗相关麻痹病例的显著成效+#, % 现以此为例#对新
时代循证疫苗免疫策略制定与实施的路径进行梳理#
为广大免疫规划专业人员循证工作提供思路%

!#采用循证疫苗免疫策略的方法’建立适宜于中国
新疫苗引入的路径与流程
!$!#确定证据的内容与收集渠道’北京市AXA研究
团队确定从 ) 个方面收集证据*!#"疫苗安全性#包括
疫苗不良反应发生率和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率)!$"疫
苗免疫原性#包括抗体滴度(保护率和持久性)!+"疫
苗效力#包括现场暴发获得的疫苗流行病学效果数据
和发达国家序贯程序后监测数据)!@"疾病负担#包括
发病率(死亡数(严重不良反应病例发生率和异常反
应补偿成本)!""卫生经济学证据#包括策略调整后的
疫苗成本(冷链成本和文献相关的疫苗策略成本效益
分析)!)"其他因素#包括中国无脊灰现状需求(疫苗
供应情况和公众接受度等% 所有证据分别从国际国
内文献(北京市监测数据及北京市的序贯程序研究等
渠道获得%
!$"#收集证据并充分评估’
!$"$!’证据一!’北京市调整脊灰疫苗策略十分必
要% 全球消灭脊灰已进入尾声阶段#全球消灭脊灰尾
声战略计划提出了引入灭活疫苗的时限)野毒输入成
为我国主要问题#$.## 年发生巴基斯坦病毒输入时北
京市在新疆和田来京学生中检出野病毒)北京市维持
无脊灰状态已有二十多年#公众对减毒活疫苗所致肢
体麻痹残疾的严重不良反应承受度越来越低#持续上

访造成社会维稳成本大(免疫规划信心受损)选择全
程接种灭活疫苗的人数逐年上升#脊灰的肠道免疫屏
障可能受到威胁%
!$"$"’证据二!’北京市研究数据显示序贯免疫程
序有良好的安全性% 研究结果显示序贯程序未发现
严重不良反应% 减毒活疫苗罕见发生疫苗相关麻痹
病例#全球每年有 $". M".. 例#首次接种发生风险最
高)北京市报道发生率为 #%"&/#.. 万剂#首次接种为
#+%#-/#.. 万剂% 文献显示采用序贯程序后可以避免
发生疫苗相关麻痹病例(肠道粘膜免疫可以有效阻断
传播%
!$"$%’证据三!’北京市研究数据显示序贯免疫程
序有良好的免疫原性% 文献显示发达国家全程灭活
疫苗!间隔 - 周以上"&@? M#..?的儿童接种二剂后
产生抗体)北京市序贯程序研究提示中国婴儿按序贯
程序接种可获得高抗体水平#不低于现行减毒活疫苗
程序%
!$"$&’证据四!’北京市研究数据显示#序贯程序的
加强免疫可以安排在 @ 岁#便于与现行减毒活疫苗程
序衔接% 已发表的文献尚无证据表明脊灰疫苗接种
后产生的抗体对麻痹型脊灰的免疫保护力会随着时
间的推移而下降% 北京市的研究显示完成基础免疫 #

年后#各程序组儿童的脊灰抗体滴度有所下降#阳性
率仍能达到 #..?#不次于减毒活疫苗全程组%
!$"$’’证据五!’间接证据提示序贯程序的保护效
力较好% 由于中国目前为无脊灰状态#疫苗效力不能
通过现场研究获得% 文献显示#塞内加尔现场暴发研
究 NGK对脊灰野病毒的效力一剂为 +)?#二剂为
-&?% 匈牙利 #&&# 年调整为一剂灭活疫苗序贯后无
疫苗相关麻痹病例报告#美国 #&&) 年调整为二剂灭
活疫苗序贯后#无疫苗相关麻痹病例报告%
!$"$(’证据六!’脊灰野病毒病例(减毒活疫苗严重
不良反应所致的疾病负担较重% 北京市监测数据显
示应用疫苗前脊灰病例数最高 # ).. 例/年#死亡数最
高 @& 例/年)北京市疫苗相关麻痹病例 $..+ ,$.#$ 年
共诊断 #+ 例#估算每年补偿费用最高为 #+&%&# 万
元)北京市高变异株的疫苗相关病例估算控制费用在
#. 万元以上)文献显示贵州省一起疫苗衍生株循环疫
情共花费应急处置工作成本为 " $-@%"$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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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七!’与疫苗前时代相比无论使用何种
程序均具有成本效益)无脊灰时代#增加的成本与巨
大社会效益相比极有意义% 文献显示#与疫苗应用前
相比的成本效益数据为 #V##%#.% 北京市测算调整序
贯程序增加的疫苗成本和冷链成本分别为#一剂序贯
程序增加疫苗成本 &). 万元#增加冷链成本 @%$" 万
元)可以减少疫苗相关病例直接与间接费用约 #$. 万
元/例#补偿费用 #+&%&# 万元/年#高变异株及其循环
控制费用和维稳成本!不确定")每年可以使 $" 万名
儿童及其家庭受益#公众对国家免疫规划会更加信
任#从而保障维持无脊灰状态%
!$%#权衡相关因素形成策略与推荐强度’研究团队
根据上述证据#权衡其他因素#包括现阶段中国需要
减毒活疫苗阻断输入和传播#尽早建立肠道免疫屏障
是必须的)确保疫苗供应安全#要充分考虑疫苗供应
数量)与全国将来的脊灰疫苗免疫策略可以衔接)灭
活疫苗的价格昂贵#从公平的角度考虑每名儿童都能
获得% 基于上述判断#最后确定北京市新脊灰疫苗免
疫策略*免疫程序采用一剂灭活疫苗 W三剂减毒活疫
苗的序贯程序)推荐强度*应纳入北京市免疫规划#由
政府出资采购疫苗覆盖全部在京常住儿童%
!$&#疫苗免疫策略循证原则与路径流程的建立’通
过上述研究过程#研究团队归纳北京市疫苗免疫策略
循证原则包括*!#"以证据为中心#重在质量)!$"本
土研究与国际文献相辅相成)!+"科学证据与价值观
相关照% 循证步骤分为五步*

设定所需的研究结局!疫苗效果(发病率等""收
集证据!文献(监测与研究""评估证据质量"评价推
荐策略的强度!权衡利弊""形成最终建议

"#采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方法’建立新疫苗策略
转化为公共卫生政策并科学实施的工作模式

研究团队通过上述循证研究#形成&脊灰疫苗序
贯免疫策略建议与报告’#很快获得了北京市政府的
采纳#确定将脊灰灭活疫苗纳入免疫规划#由政府出
资采购为所有常住儿童提供% 实施此项策略前#采用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方式#发现风险并提前消除风
险#主要方法如下%
"$!#研究制定 &脊灰疫苗序贯免程序实施方案’和
&脊灰疫苗序贯免疫策略实施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方
案’’实施方案主要包括免疫程序(接种对象和实施
范围等内容%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内容包括新策略实
施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安全性和可控性共五个
方面)采用小组访谈(问卷调查(座谈和现场调研的评
估形式#对家长(接种医生(疾控部门(基层卫生行政

部门及社会相关各方开展风险评估%
"$"#评估过程中不同角度’儿童家长*在不同地区
对多组家长访谈新疫苗知晓度(接受度(想了解的问
题和改变程序看法)接种医生*在不同地区与接种医
生访谈新程序可能的问题(最想解决的技术问题(最
想获得的知识(家长需求#现场调研与外省相邻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对周边外省儿童可能涌入接种造成
疫苗短缺的风险)区县级卫生行政与疾控机构负责
人*对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负责人#问卷调查新策略
合理性(可行性(安全性的看法)社会利益相关各方*
市法制办(市发改委(市维稳办(市信访办(市食药监
局(市财政局(专职律师(公共政策研究专家(市卫计
委账务(社会公众利益保障处等多个社会相关方#对
新策略实施前的法律程序(经费保障(疫苗供应量(公
众受益程度(社会稳定影响等开展座谈%
"$%#确定新策略风险级别和可行性’通过社会稳定
风险评估#确定了新策略风险级别和可行性% 风险等
级判定*本策略受群众欢迎(条件成熟且风险低#定义
为一般风险等级#可加快推进实施)风险点为*调整免
疫规划疫苗种类与程序需遵循相关审查报批程序#灭
活疫苗仅有一家企业生产#可能会发生疫苗供应短
缺#接种人员相关业务接种技术需要提高#实施后公
众(家长有了解新策略的需求%
"$&#研究制定风险沟通措施’针对发现的风险#应
对措施为*北京市卫计委向国家卫生计生委报告备
案)招标采购时做好疫苗储备量)关注国内脊灰灭活
疫苗的研发进展#及时评估国产疫苗纳入免疫规划)
制定技术培训方案开展培训)制定风险沟通方案#确
定宣传核心内容和统一问答口径)实施后开展舆情监
测以发现新风险%
"$’#形成北京市大人群实施或调整新疫苗免疫策略
的工作模式’研究团队通过上述评估过程#建立北京
市疫苗相关公共卫生新策略实施前的风险评估工作
模式*

采纳循证确定的免疫策略#制定实施方案"开展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合法性 ,合理性 ,可行性 ,安
全性 ,可控性评估"判定风险等级(发现风险点"修
订实施方案(制定风险沟通方案"实施后舆情监测新
的风险

%#结语
北京市 AXA研究团队运用循证疫苗免疫策略的

方法#从 ) 个方面收集策略制定的证据(充分评估证
据的重要性与质量(结合价值观等因素形成最终建
’’ (下转至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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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实验设计方法在疫苗效果评价中的应用
于石成’殷大鹏

"摘要#’在疫苗上市后效果观察中#准实验设计应用更广泛% 本文对非均衡组设计(中断时间序列设计(回归点位

移设计和回归中断设计等准实验设计方法在疫苗效果评价中的应用予以简要介绍%

"关键词#’实验设计)准实验设计)疫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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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H8:>@96>1’\JIm63:41ÎBIE42I;C35aI:4R; 4:2>EIBEI_35I;CF>ECJIIFF4=3=dI_3563C4>; 3FCIECJI_3==4;Ie3:54=I;:Ia<

SIe3;CC>:6223E4gICJI=>22>; 2ICJ>a >Fm63:41ÎBIE42I;C35aI:4R; JIEI# 4;=56a4;R;>;Im64_35I;CRE>6B:aI:4R;#

4;CIEE6BCIa C42I:IE4I:aI:4R;# EIREI::4>; B>4;Ca4:B53=I2I;CaI:4R; 3;a EIREI::4>; a4:=>;C4;64CdaI:4R;<

0I4BJ?@3:1’0̂BIE42I;C35aI:4R;) h63:41ÎBIE42I;C35aI:4R;) K3==4;I) 0FFI=C4_I;I::

作者单位*#.$$.)#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办公室

’’实验设计! ÎBIE42I;C35aI:4R;"常被视为研究设
计的-金标准. !R>5a :C3;a3Ea"#因其具有最强的内部
有效性!4;CIE;35_354a4Cd"#可回答观察到的改变是否
归因于-疫苗.而不是其他原因引起的#即可作因果关
系推论% 实验研究遵循随机(对照和重复三原则% 疫
苗上市前免疫原性和保护效果的证据主要来源于随
机化对照实验 !E3;a>24gIa =>;CE>55Ia CE435#!A\" +#, %
但疫苗上市后现场效果观察中#随机化对照设计很难
实施#因此准实验设计 ! m63:41ÎBIE42I;C35aI:4R;"要
比随机对照设计应用更广泛% 现对准实验设计方法
在疫苗效果评价中的应用予以阐述%

!#准实验设计的特点
准实验设计缺少实验设计主要因素222随机化#

有时也无对照#内部有效性低于实验设计研究% 准实
验设计的特点包括*!#"如果没有随机化分组#两组可
能不均衡#当接受项目的人和没有接受的人之间有预
先存在的差异时#群体结果的差异就可能因此产生且
与干预无关)!$"如果未设立对照组#不在研究者控制
下的过程和事件对结果的影响是无法控制的#即混杂
作用无法控制)!+"某些个体较其他成员可能更有兴趣
参与干预项目#造成两组不均衡#如选取志愿者为试验
组#则产生志愿者偏倚)!@"干预项目所处环境中自然
发生的效应!即内在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项目效
果#尤其在前后比较设计时%

"#准实验设计的常用方法
针对非随机对照设计的数据分析#重点在于如何

正确地估计和平衡两组之间由于非随机化引起的不
受控制的差异#可采用*!#"通过限制(个体配对(频数
配比或倾向得分匹配!BE>BI;:4Cd:=>EI23C=J4;R#G]c"
建立可比的对照组)!$"分层分析和多变量分析等统
计方法达到组间均衡)!+"准实验设计相应的分析方
法#如非均衡组设计 ! ;>;Im64_35I;CRE>6B:aI:4R;#
L0OX"(中断时间序列设计 !4;CIEE6BCIa C42I:IE4I:
!N\] " aI:4R; "( 回 归 点 位 移 设 计 !EIREI::4>; B>4;C
a4:B53=I2I;CaI:4R;# !GXX" 和 回 归 中 断 设 计
!EIREI::4>; a4:=>;C4;64CdaI:4R;#!XX"等% 本文主要介
绍 L0OX(N\](!GXX和 !XX设计原理(分析思路及
在疫苗效果评价中的应用%
"$!#非均衡组设计’LO0X的对照组为非随机选取
的#即非随机对照组% 在干预前对两组进行基线调
查#试验组给予干预措施#经过一段时间#如 + 个月(
半年或一年#进行结果测量% L0OX是最常用的准实
验设计#由于没有实施随机化分组#两组基线可能不
均衡#干预前两组的结果变量存在差异 a#)干预后两
组存在差异 a$#而实际的干预净效果是 a$ ,a##统计
分析时要考虑基线差异 a#% 为评价水痘疫苗的接种
效果#在某人群接种水痘疫苗#将另一未接种人群作
为对照#在接种前和接种后 $ 周分别测量接种组和未
接种组体内血清 NRO抗体水平#评价接种水痘疫苗是
否提高了体内 NRO抗体水平% 这是一个典型的
L0OX#用差中差 ! a4FFIEI;=I14;1a4FFIEI;=I:#XNX"分析

/@$#/ 首都公共卫生’$.#-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A3B4C35D>6E;35>FG6754=HI35CJ# D6;<$.#- K>5%#$’L>%+



可平衡由于非随机对照引起的基线差异和控制混杂
因素的影响#得出疫苗接种的净效果% 但已经发表的
文献多未进行相应的统计学处理 +$, %
"$"#中断时间序列设计’N\] 分析是考虑了干预实
施前序列上升或下降趋势后#估计干预效果#评价干
预措施的有效性% 时间序列是在一个相等的时间间
隔里#连续测量某一结果变量#产生时间序列数据 kC#

可解释序列的变化趋势% 在观察序列的某一时间点#
实施某干预措施!如疫苗接种"#时间序列中断且趋势
发生了改变#则为中断时间序列% N\] 设计可分析一
个干预措施是如何影响时间序列的#同时平衡了干预
实施前序列的上升或下降趋势% N\] 的分析通过对时
间序列(干预前后(干预后序列的巧妙编码#用一般线
性回归模型构造出干预前后斜率的改变量!=J3;RI4;
:5>BI"以及在干预时间点#干预前后水平的改变量
!=J3;RI4; 5I_I5"#以评价项目的干预效果 ++, %

例如#某市于 $..$ 年开展乙肝疫苗大规模免疫
接种 +@, #现收集该市 #&&$ ,$.#+ 年乙肝报告发病率#

评价疫苗接种效果% 干预前 #. 年!#&&$ ,$..# 年"乙
肝报告发病率呈缓慢下降趋势#干预后 #$ 年!$..$ ,
$.#+ 年"发病率呈快速下降趋势#分析时要考虑在干
预前乙肝报告发病率已呈下降趋势这一事实% 因此#
使用 N\] 分析方法比较干预前后发病率的斜率改变
量是否有统计学意义#同时比较在干预点 !$..$ 年"

干预前后发病率的水平改变量是否有统计学意义#斜
率和水平改变量表示干预前后乙肝疫苗接种的效果%
"$%#回归中断设计’!XX被认为具有很高内部效度
的设计#从论述病因角度#!XX最接近 !A\的设计和
最具伦理性 +", % 选择一个与干预效果有关的变量#并
在基线对其进行测量!BEI1CI:C"#得到每个受试对象的
测量值#根据专业知识#找到该测量值的一个 -分割
点.!=6C>FF"#称为 A值#据 A值划分试验组和对照组#

如在 A值以上的受试对象为试验组#等于或小于 A值
的为对照组)或在 A值以下的为试验组#余为对照组%
试验组给予干预措施#经过 # 年或 $ 年#测量干预后
与干预效果有关的变量!B>:C1CI:C"%

例如#对某一人群检测乙型肝炎 NRO抗体#根据
专业确定-分割点.值后#对 NRO抗体在 =6C>FF点以下
的人#接种乙型肝炎疫苗#两周后检测乙型肝炎 NRO

抗体#评价乙型肝炎疫苗的免疫效果% !XX适合乙型
肝炎 NRO抗体低的人群#因为这些人最需要干预且效
果最好% 由于在-分割点.邻近的受试对象基线特征
很相似#在 =6C>FF点相邻两组结果变量的差异是干预
效果的有效估计% 从方法学角度#设计和实施很好的
!XX#内部有效性可以与随机实验媲美)但研究者不

常使用 !XX#可能是部分干预项目的 =6C>FF值不是很
好确定或研究者不熟悉这种设计和统计方法%
"$&#回归点位移设计’!GXX实际是试验前后比较
设计#接受干预的单位是整个社区或某一人群的亚人
群#属于社区水平评价干预措施的方法% !GXX只有
一个社区或亚人群为试验组#选取多个可比的社区或
亚人群为对照组)在基线和干预后测量干预效果指
标#分析的结果变量往往是官方公布的指标#如国内
生产总值!OXG"(失业率和基尼系数等#因此#!GXX
是最经济(简单和有效的干预措施评价方法% 使用
!GXX评价 0K*# 疫苗降低手足口病发病率的效果#
如选取某县为试验点#通过健康教育(人群动员和提
供防护措施#在试验县于手足口病!H[cX"流行前大
面积接种 0K*# 疫苗#选取 $. 个左右可比的邻近县为
对照组#构建协方差分析!(LATK("模型#比较试验
县和对照县的 H[cX报告发病率!通过传染病网络直
报得到"#以评价 0K*# 疫苗预防手足口病的有效性%

准实验设计方法还包括替代试验前测量设计
!BE>̂dBEICI:CaI:4R;#GGX"(独立样本试验前后设计
!:IB3E3CIBEI1B>:C:32B5I:aI:4R;#]GG]X"(双试验前测
量设计 ! a>675IBEICI:CaI:4R;#XGX"(交换重复设计
!:e4C=J4;REIB54=3C4>; aI:4R;#]!X"(非均衡因变量设
计!;>;Im64_35I;CaIBI;aI;C_3E4375I:!L0XK" aI:4R;"
和模式配比 L0XK! B3CCIE; 23C=J4;RL0XK"设计等%
这些方法在干预效果评价中的作用正在被人们认识#
并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干预项目不能随机化分
组和无法设立对照组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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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疫苗短缺舆情传播中传统媒体和
自媒体的作用

李娟’张朱佳子’卢莉’左树岩

"摘要#’目的’分析传统媒体和自媒体在 $.#) 年疫苗短缺舆情传播中的作用#为应对公共事件相关舆情危机提

供参考% 方法’通过全媒体舆情监测服务商建立 $.#) 年舆情监测平台#共监测 + 种传统媒体和 @ 种自媒体#包括报刊

和杂志网络版(电视(网络(微博(微信(博客和论坛#分析舆情传播走势以及不同媒体类型在疫苗短缺舆情传播中的作

用% 结果’$.#) 年疫苗短缺相关舆情共 $ $-& 条#传统媒体发布舆情 &$@ 条#占 @.%@?#以网络为主)自媒体发布舆情
# +)"条#占 "&%)?#以微信为主% 全年舆情呈现一个高峰分布#@ ,) 月上升期#自媒体月舆情量分别为 $#(#++ 和 $#+

条#占比 "@%+? M)$%#?#以微信为主#占比 @.? M@$%&?)传统媒体月舆情量分别为 #@(##$ 和 #+. 条#占比 +*%&? M

@"%*?#以网络为主#占比 $)%-? M+#%@?% * 月高峰期#自媒体和传统媒体舆情量分别为 @.& 条和 $&" 条#占比分别为
"-%#?和 @#%&?#其中#微信和网络占比分别为 @+%"?和 $-%-?% - ,#. 月下降期#自媒体和传统媒体舆情均逐月下

降#自媒体和传统媒体占比分别为 "-%@? M)&?和 +#? M@#%)?#微信占比 @&%$? M"+%$?% 结论’自媒体在 $.#) 年

疫苗短缺舆情传播中起主要作用#微信是自媒体中主要的传播平台#相关部门应做好政务微信的日常建设#及时研判舆

情危机#快速给予科学引导%

"关键词#’疫苗)短缺)舆情)传统媒体)自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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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 #- 日#山东疫苗事件曝光#此事件舆
情在网络(报刊(微博(微信等各种媒体广泛传播#造
成严重的社会影响 +# ,+, % @ 月 $+ 日#国务院修改&疫
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新的管理条例改革了
第二类疫苗的流通方式 +@, #由于生产企业与疫苗采购
单位存在短暂性工作衔接问题#如各省公共资源交易
平台尚未建成或完善#疫苗生产企业冷链配送能力有
待提高#导致疫苗采购和配送不及时#各地频繁出现疫
苗断货现象+"#), % 公众反应强烈#舆情传播迅速% 现分
析 $.#) 年疫苗短缺舆情传播特征#为政府相关监管部
门应对类似舆情#及时采取舆情引导提供参考%

!#材料与方法
!$!#舆情监测平台的建立’通过全媒体舆情监测服
务商建立舆情监测平台#对新传统媒体和自媒体进行
实时监测% 新传统媒体共 + 种#包括报刊和杂志网络
版 $ $-" 家(电视 #.+ 家和网络 # +$& 家)自媒体共 @
种#包括新浪(腾讯和网易微博 + 家(新浪博客 # 家(
论坛 # $*# 家和微信公众号 - "#- 家% 监测平台的信
息抓取采用网络爬虫技术将对所有媒体信息进行监
测#通过设置关键词从平台数据库中筛选与之匹配的
信息#可通过平台实施查询并下载保存%
!$"#监测时间和关键词的设立’监测时间为 $.#)
年 # 月 # 日 ,#$ 月 +# 日#关键词包括-疫苗.且-断
货.或-疫苗.且-缺货.#同时设定排除词#包括新三
板(股票(基金(板块(上市#排除不相关舆情%

!$%#统计学方法’采用 0̂=I5$..* 进行数据整理#
分析不同媒体类型的舆情量和比例#舆情量的时间
分布%

"#结果
"$!#舆情来源’监测到相关舆情共 $ $-& 条#其中传
统媒体和自媒体分别为 &$@ ! @.%@?" 和 # +)" 条
!"&%)?"% 在传统媒体舆情中#网络(报刊(电视分别
为 )*# 条 !$&%+?"($+) 条 !#.%+?"(#* 条 !.%*?"
和在自媒体舆情中#微信(微博(博客(论坛的舆情量
分别为 # .." 条 ! @+%&?"( $+& 条 ! #.%@?"( ). 条
!$%)?"和 )# 条!$%*?"%
"$"#舆情热度走势’$.#) 年全年均有疫苗断货和短
缺的相关报道#@ ,#. 月份呈现一个高峰分布#呈上升
期(高峰期和下降期% 在舆情上升期#@ 月舆情量为
+" 条#其中传统媒体和自媒体分别为 #@ 条和 $# 条)@
月 $+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4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
条例5的决定’公布后#" 月舆情量快速增至 $@" 条#
传统媒体和自媒体分别为 ##$ 条和 #++ 条)) 月份舆
情量继续增至 +@+ 条#传统媒体和自媒体分别为 #+.
条和 $#+ 条% ) 月 #@ 日#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国家卫
生计生委发文要求贯彻实施新修订&疫苗流通和预防
接种管理条例’后#* 月份舆情量达到顶峰 *.@ 条#传
统媒体和自媒体分别为 $&" 条和 @.& 条% 在舆情下
降期 - ,#. 月份#舆情量逐月减少#分别为 $+- 条(#&*
条和 ** 条!图 #"%

图 !#疫苗短缺舆情量的时间分布

"$%#媒体活跃度’在舆情传播上升期!@ ,) 月"#自
媒体舆情量逐月上升且报道比例均超过 ".?#其中微
信报道比例均超过 @.?)传统媒体舆情量报道比例在
+*%&? M@"%*?之间% 舆情传播高峰期!* 月"#自媒
体舆情量达 @.& 条!"-%#?"#其中媒体类型以微信为

主#传统媒体舆情量达 $&" 条!@#%&?"#其中媒体类
型以网络为主% 舆情传播下降期!- ,#. 月"#自媒体
舆情量逐月下降而报道比例仍超过 ".?#其中微信报
道比例在 ".?左右)传统媒体舆情量报道比例在
+#? M@#%)?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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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疫苗短缺舆情高峰期间传统媒体和自媒体舆情量

月份 舆情量

传统媒体 自媒体
网络 报刊 电视 小计 微信 微博 博客 论坛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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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讨论
%$!’从舆情来源看#自媒体报道舆情量是传统媒体
的 #%" 倍#其中微信是自媒体中主要的传播平台# 而
网络是传统媒体中主要的传播平台% 从舆情走势来
看#虽然全年全国各地均有疫苗短缺报道#但条例修
改后引发了疫苗短缺的报道高峰#微信始终是主要的
传播平台#且起到舆情引导作用% $.## 年起#微信已
成为网络舆论较为集中的平台% 一些重大突发性公
共事件的传播发端于微信#信息传播范围迅速扩大#
尤其是当社会话题涉及公共卫生(儿童健康(食品安
全和环境问题时#较容易引发规模性情绪化表达 +*, %

自媒体微信的观点情绪化(主体多元化和传播交
互性等特点是促进舆情广泛传播的原因% 网民发表
观点常带有个人主观判断#缺乏全面的信息和客观的
报道% 商业自媒体和个人自媒体出于各种不同目的
推送文章#带来了舆情的多元化#和传播的交互性#从
而促进舆情的迅速升温% 因此#如何正确引导舆论#
是移动互联时代亟需解决的新课题 +-, %
%$"’在与公共事件相关的信息传播中#公众对相关
信息的掌握相对匮乏% 这种情况下#一旦危机事件发
生#在权威信息缺失或公众不知何处寻求权威信息的
情况下#公众的信息需求常会转向微信(微博等自媒
体% 因此#完善权威信息平台#给予网络舆论科学的
反馈和引导#可以有效控制消极影响% 在传统舆论环
境下#官方处置突发事件有-黄金 $@ 小时.之说#但目
前微信发布门槛低#传播速度快#舆情传播不再是以
小时计#而是以分秒计#给舆情引导增加了难度% 因
此#面对当前的舆情传播态势#应在重大规定制定或
调整等活动启动前建立舆情预警和应对方案#其次当
活动启动后应加强舆情的监测和及时研判#通过自媒
体平台积极快速发声#进一步掌握舆情引导的主动

权 +&##., #最后应制订长期的与媒体沟通的计划#通过
媒体正确地引导公众的预防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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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 ,.#$& ,.+ "专栏)循证免疫策略#

北京市房山区育龄妇女与其新生儿麻疹抗体水平
比较研究

吴涛’辛丹’高舒’周伟’阚震’黄少平

"摘要#’目的’了解北京市房山区产妇及新生儿麻疹 NRO抗体水平及相互关系#为控制小月龄婴儿发病提供科学

依据% 方法’抽取 $.#) 年 " ,#$ 月在房山区 ) 家医院产科生产的 +.. 对产妇和新生儿作为调查对象#对其进行问卷调

查并采集产妇静脉血和新生儿脐带血#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麻疹 NRO抗体% 结果’房山区产妇麻疹抗体阳性率为
))%+.?#抗体几何平均浓度!OcA"为 +#$%"- 2NP/2U#不同户籍(不同年龄产妇的麻疹抗体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1l.%.""% 新生儿麻疹抗体阳性率为 --%*@?#OcA为 "@+%-* 2NP/2U#不同性别(不同体重新生儿的麻疹抗体

阳性率和 OcA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l.%.""% 新生儿麻疹抗体阳性率和 OcA均高于母亲#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

Y.%.""% 新生儿麻疹抗体水平与母亲的抗体水平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 新生儿麻疹抗体水平随着母亲的抗体

水平增高而增高% 结论’产妇麻疹抗体水平的高低是影响婴儿胎传抗体水平的重要因素% 育龄妇女加强免疫含麻疹

成分疫苗#是现阶段控制小月龄婴儿麻疹发病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麻疹)母传抗体)产妇)新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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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市房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通信作者*吴涛# 012345*[]e6C3>9#$)<=>2

’’长期以来#我国麻疹疫苗!麻风疫苗"免疫程序初
免年龄为 - 月龄# Y- 月龄婴儿的麻疹保护抗体主要
来源于母传抗体% 如果新生儿出生时未得到母传抗
体保护#一旦暴露于麻疹病毒环境中就容易感染发
病% 近年来#北京市房山区 - 月龄以内婴儿麻疹病例
构成有增多趋势#年龄发病率达到 .%+-/#. 万% 控制

麻疹初免月龄前的小月龄婴儿发病#将直接影响消除
麻疹目标能否实现% 为了解北京市房山区母亲与新
生儿麻疹 NRO抗体水平及相互关系#为小月龄婴儿麻
疹防控策略提供参考依据#于 $.#) 年#调查房山区母
婴麻疹抗体水平%

!#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选择预产期在 $.#) 年 " 月 $. 日 ,
#$ 月 +. 日!避开麻疹发病高峰期"在房山区良乡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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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和妇幼保健院!房山区共有 ) 家产科医院#其中 +
家二级医院(+ 家三级医院#从中各随机抽取 # 家"生
产的产妇信息#并随机抽取在当地连续居住 ) 个月以
上的健康待产妇女及其新生儿#共 +.. 对%
!$"#血标本采集’采集即将生产的健康产妇!以产
前检查报告为准"静脉血和其新生儿脐带血各 " 2U#

及时分离血清#置 ,$. Z保存待检%
!$%#问卷调查’采用统一设计的调查表#由经过培
训的妇科护士对每一名产妇和新生儿进行个案调查%
!$&#检测方法’血清标本统一送北京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AXA"麻疹网络实验室检测% 采用德国维润
赛润!_4E4>;o:IE4>;"0UN](=53::4=麻疹病毒 NRO检测
试剂盒#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方法!0UN]("检测血清
中麻疹 NRO抗体#NRO抗体 l$.. 2NP/2U为阳性判定
标准%
!$’#统计学方法’采用 0B4X3C3+%.$ 软件建立数据
库#采用 ]G]] #-%. 软件分析数据% 麻疹抗体浓度数
据呈偏态分布#做对数变换后符合正态分布#因此统
计学分析时先进行对数转换#然后经反对数转换还
原% 麻疹 NRO抗体浓度对数变换后采用 C检验和方差
分析)抗体阳性率采用 !$ 检验)相关分析使用秩相关
分析% 1Y.%."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基本情况’共调查 +.. 对产妇和其新生儿#采
集静脉血和脐带血各 +.. 份% 产妇户籍本市 #)- 人#

外省 #+$ 人)年龄在 $# M@$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 岁% +.. 名产妇覆盖 #" 个乡镇街道#其中良乡
地区 #.- 名占 +)%..?#长阳镇 "- 名占 #&%+.?#琉璃
河镇 $@ 名占 -%..?% +.. 名新生儿中#男性 #"# 名#

女性 #@& 名#男女比接近 #V#%
"$"#产妇麻疹抗体水平’+.. 名产妇中#麻疹抗体阳
性率为 ))%+.?#抗体几何平均浓度!OcA"为 +#$%"-
2NP/2U%
"$"$!’不同户籍产妇麻疹抗体水平!’北京户籍产
妇 #)- 人# 麻疹抗体 阳 性率为 )#%&.?# OcA为
$-$%&* 2NP/2U)外省户籍产妇 #+$ 人#麻疹抗体阳性
率为 *#%&*?#OcA为 +"@%*- 2NP/2U% 不同户籍之
间麻疹抗体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1
l.%." ")OcA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1Y
.%.""%
"$"$"’不同年龄组产妇麻疹抗体水平!’ Y+. 岁组
产妇共 #-" 人#麻疹抗体阳性率为 )*%"*?#OcA为
+#.%&" 2NP/2U)+. M+" 岁组产妇共 -- 人#麻疹抗体
阳性率为 )$%".?#OcA为 $&*%)& 2NP/2U)!+" 岁

组产妇共 $* 人#麻疹抗体阳性率为 *.%+*?#OcA为
+*&%** 2NP/2U% 不同年龄组产妇的麻疹抗体阳性
率(OcA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1l.%.")
Cp.%*-@#1l.%.""%
"$%#新生儿麻疹抗体水平’+.. 名新生儿中#麻疹抗
体阳性率为 -"%++?#抗体几何平均浓度 !OcA"为
"."%#* 2NP/2U%
"$%$!’不同性别新生儿麻疹抗体水平!’新生儿中#

男婴麻疹抗体阳性率为 --%*@?#OcA为 "@+%-*
2NP/2U)女婴麻疹抗体阳性率为 -#%--?#OcA为
@)-%*) 2NP/2U% 不同性别之间抗体阳性率(OcA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p$%-$$#1l.%.")(p#%".-#1l
.%.""%
"$%$"’不同体重新生儿麻疹抗体水平!’不同体重
新生儿麻疹抗体水平在 @$+%"+ M"-+%&* 2NP/2U之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p$%@@##1l.%."")抗体阳
性率在 -.%..? M-)%*+?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1l.%.""%
"$&#母婴麻疹抗体水平比较’母亲麻疹抗体阳性率
为 ))%++?!阳性人数为 #&& 人"#新生儿麻疹抗体阳
性率为 -"%++?!阳性人数为 $"& 人"#母亲和新生儿
麻疹抗体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1Y
.%.""% 母亲麻疹抗体 OcA为 +#$%"- 2NP/2U#新生
儿麻疹抗体 OcA为 "."%#* 2NP/2U#OcA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1Y.%.""% 新生儿麻疹抗
体阳性率和 OcA均高于母亲% 新生儿的麻疹抗体
OcA约是母亲的 #%)$ 倍% 新生儿麻疹抗体水平高于
母亲的有 $-. 人#占总数的 &+%++?#低于母亲的有 $.

人#占总数的 )%)*?% 新生儿麻疹抗体水平与母亲的
抗体水平呈正相关#秩相关系数为 .%-)#!1Y.%.""%

新生儿麻疹抗体水平随着母亲的抗体水平增高而
增高%
"$’#抗体阴性的母亲中 ). 名其新生儿抗体阳性情
况分析’母亲麻疹抗体阳性 #&& 人#所生新生儿中有
+ 例脐带血麻疹抗体阴性% 母亲麻疹抗体阴性 #.#

人#所生新生儿中有 ). 例麻疹抗体阳性#这 ). 例新
生儿的母亲麻疹抗体 OcA为 #@@%)- 2NP/2U#而新
生儿麻疹抗体 OcA为 +#-%@$ 2NP/2U#且 OcA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1Y.%.""%

%#讨论
%$!’调查显示#不同性别(体重新生儿的麻疹抗体阳
性率和 OcA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国内相关文
献报道基本一致 +##$, % 近年来#房山区儿童麻疹疫苗
接种率保持在较高水平#麻疹病毒的循环相对较少#

/.+#/ 首都公共卫生’$.#-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A3B4C35D>6E;35>FG6754=HI35CJ# D6;<$.#- K>5%#$’L>%+



目前育龄妇女大多通过人工免疫方式获得对麻疹的
免疫#体内抗体无论是浓度还是持续时间均不如因患
麻疹而获得抗体的母亲#所生婴儿母传抗体的阳性率
及持续时间也明显低于患过麻疹的母亲所生婴儿 ++, %
婴儿可经胎盘从自然感染或接种过疫苗的母亲获得
免疫力#该免疫力在 @ M) 月内有完全的保护性 +@, %
%$"’母传抗体的保护力主要和母亲体内的麻疹抗体
水平(胎盘的运输效率以及新生儿体内麻疹抗体的衰
减速度有关% 相关研究表明#母亲的麻疹抗体通过胎
盘被浓缩 #%* 倍#婴儿出生时麻疹抗体浓度高于母
亲 +", % 本研究证实#新生儿麻疹抗体阳性率和 OcA
均高于母亲#差异有显著性% 新生儿的麻疹抗体 OcA
是母亲的 #%)$ 倍%
%$%’研究显示#新生儿麻疹抗体水平随母亲抗体水
平增高而增高% 与马瑞等 +) ,&,的报道一致#提示育龄
妇女麻疹抗体水平的高低是影响新生儿胎传麻疹抗
体水平的重要因素% 房山区产妇的麻疹抗体阳性率
和抗体水平不高#提供给新生儿的保护能力弱#使这
些儿童更容易在早期感染麻疹% 控制婴儿麻疹发病
可以通过提高抗体水平和减少感染机会两方面来实
现 +#., % 新生儿抗体来源于母亲#并与母亲抗体水平
呈正相关% 王延庆等 +##,报道#育龄妇女孕前接种麻
疹疫苗#可显著提高母亲的抗体阳性率% 本次研究结
果提示#育龄妇女分娩时仅有约三分之二的人麻疹抗
体阳性#其所生新生儿的仅四分之三麻疹抗体阳性#
因此开展育龄妇女孕前麻疹疫苗接种工作#可以提高
新生儿的母传抗体水平#降低小于免疫月龄婴儿的发
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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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为疫苗公共卫生政策的形成建立了立体的循证
路径与框架#而策略实施前充分的风险评估与风险
化解#为新政策实施形成了科学可行的工作模式%
科学的路径与方法显著提升北京市疫苗公共卫生政
策的策略形成(策略转化(决策实施的科学水平#为
今后新疫苗引入提供了新的思路% 目前北京市 AXA
的探索仍在继续#包括利用 O!(X0的方法和软件开
展证据评价(新的疫苗策略实施后评价 !GN0" +$ ,+,

等#将进一步丰富和立体循证疫苗免疫策略的路径
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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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 ,.#+$ ,.+ "专栏)循证免疫策略#

",!’ S",!( 年河北省沧州市疑似预防接种
异常反应监测

吴秉伦’高亮’杨永胜’高志华

"摘要#’目的’分析 $.#" ,$.#) 年河北省沧州市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0[N"的发生特征#评价 (0[N信息管

理系统运转情况% 方法’通过全国 (0[N信息管理系统收集 $.#" 年 # 月 # 日 ,$.#) 年 #$ 月 +# 日报告的 (0[N个案数

据#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对相关指标进行流行病学分析% 结果’$.#" ,$.#) 年沧州市共报告 (0[N病例 + *.# 例#

报告发生率为 @&%"@/#. 万#以 Y$ 岁($ M* 岁年龄段为主#分别占 *-%@*?和 $#%$@?% 一般反应 + )*" 例#占报告病例

的 &&%+.?#以发热(红肿(硬结为主)异常反应 $+ 例#占报告病例的 .%)$?% (0[N个案发生在接种后当天或第 $ 天#占

报告病例的 &)%)"?#治愈和好转占 &&%+$?% (0[N县乡覆盖率均为 #..?#及时报告率为 &&%*-?#个案表完整调查

率((0[N及时调查率和 (0[N分类率均为 #..?% 结论’沧州市 (0[N信息管理系统运转正常#监测指标和监测敏感性

较高%

"关键词#’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0[N信息管理系统) 质量评价

T<@142DD9564?C9314@:44145>:C?DD?J25A 2;;<52=9>2?525P95A=F?<?C
.4842E@?125643<@25A ",!’ S",!(

SP‘4;R156;# O(TU43;R# k(LOk>;R1:JI;R# O(TbJ41J63
!’.%&D7+= 4=%#5#:./’"%(")*+),#-".-"’+%()+/.%0 1)"2"%(#+%#E"A"#.)#..##’7#%."

0H8:>@96>1’ /8M46>214’\>3;35dgICJI>==6EEI;=IFI3C6EI:>F3a_IE:II_I;C:F>55>e4;R4226;4g3C4>; !(0[N" 3;a

I_3563CICJI>BIE3C4;Rm6354Cd>F(0[N:6E_I4553;=I4;F>E23C4>; 23;3RI2I;C:d:CI24; A3;RgJ>6#HI7I4BE>_4;=Ia6E4;R$.#" ,

$.#)<N4>F?3:’\>=>55I=C3;a 3;35dgI(0[N=3:Ia3C3FE>2CJI;3C4>;35(0[N4;F>E23C4>; 23;3RI2I;C:d:CI2FE>2D3;63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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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aI;=IE3CIe3:@&%"@/#. 24554>;# 234;5d4; RE>6B:3RIa 4; Y$ 3;a $ M* dI3E:3==>6;C4;RF>E*-%@*? 3;a $#%$@?

EI:BI=C4_I5d<+ )*" =3:I:>F=>22>; _3==4;IEI3=C4>;:!&&%+.?# + )*"/+ *.#" 4;=56a4;RFI_IE# EIa;I::3;a 4;a6E3C4>; eIEI

EIB>ECIa<$+ =3:I:>FE3EI_3==4;IEI3=C4>;:!.%)$?" eIEIEIB>ECIa<&)%)"? !+ "**/+ *.#" (0[N=3:I:>==6EEIa >; :32I

a3d>E:I=>;a a3d3FCIE4;>=653C4>;# 3;a CJIEICI>F=6EI3;a 42BE>_I2I;CeIEI&&%+$? !+ )*)/+ *.#"<(0[N=>6;Cd3;a

C>e;:J4B =>_IE3RIE3CIe3:#..?# C42I5dEIB>EC4;RE3CIe3:&&%*-?<A3:IC375I=>2B5ICI4;_I:C4R3C4>; E3CI# (0[NC42I5d

:6E_IdE3CI3;a (0[N=53::4F4=3C4>; E3CIeIEI355#..?<P?56D<:2?5’\JI(0[N:6E_I4553;=I4;F>E23C4>; 23;3RI2I;C:d:CI24;

A3;RgJ>6 4:E6;;4;R;>E2355de4CJ J4RJ :I;:4C4_4Cd3;a CJI:6E_I4553;=Im63;C4Cd>F4;aÎ 4:J4RJ<

0I4BJ?@3:1 ’ (a_IE:II_I;C:F>55>e4;R4226;4g3C4>; !(0[N")(0[N:6E_I4553;=I4;F>E23C4>; 23;3RI2I;C:d:CI2)

h6354CdI_3563C4>;

作者单位*.)#..##河北省沧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由于疫苗种类和接种剂次的增加#传染病发病率
不断下降#保障了广大人民的健康#与此同时预防接
种不良反应!(0[N"也在不断增加 +#, % $.#. 年国家下
发&全国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方案’#以便及时
规范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工作#调查核实疑似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发生情况和原因#为改进疫苗质量
和提高预防接种服务提供依据% 河北省沧州市自
$..- 年开始使用 (0[N信息管理系统#现分析 $.#" ,
$.#) 年沧州市 (0[N监测结果#进一步评价 (0[N系

统运转状况%

!#资料与方法
!$!#资料收集’(0[N个案信息#通过中国免疫规划
信息管理系统中 (0[N信息管理系统收集 $.#" ,$.#)
年沧州市 (0[N个案监测数据#并用 0̂=I5表将个案
数据导出% 各种疫苗接种数据来源于沧州市免疫规
划信息管理系统%
!$"#统计学方法’采用描述性分析方法#使用 0̂=I5
$.#) 对沧州市 $.#" ,$.#) 年 (0[N分布特征和相关
监测指标进行统计学分析%

/$+#/ 首都公共卫生’$.#-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A3B4C35D>6E;35>FG6754=HI35CJ# D6;<$.#- K>5%#$’L>%+



"#结果
"$!#流行特征’
"$!$!’时间地区分布!’$.#" ,$.#) 年总共报告
(0[N病例 + *.# 例#两年分别为 # -@" 例(# -") 例%
第一至四季度分别报告 -&$ 例!占 $@%#.?"## .)+ 例
!占 $-%*$?"# &-$ 例 !占 $)%"+?" 和 *)@ 例 !占
$.%)@?"%
"$!$"’年龄与性别分布!’+ *.# 例 (0[N病例中
!# 天 M- 岁" # Y# 岁 # *#" 例#占 @)%+@?#其中 Y$
月龄 @) 例#占 $%)-?# + M- 月 龄 # #$+ 例# 占
)"%@-?#& M## 月龄 "@) 例#占 +#%-@?)# 岁 M组
# #-&例#占 +$%#+?#$ 岁 M组 *)) 例#占 $.%*.?#
!* 岁组+# 例#占 .%-@?% 男女性别比为 #%+. V#
!$ .&@ /# ).*" %

"$!$%’疫苗分布!’+ *.# 例 (0[N中无细胞百白破
疫苗报告最多#为 $ .$. 例#占 "@%"-?)其次为 (群
流脑疫苗 $). 例#占 *%.+?)乙脑减毒疫苗 $+@ 例#占
)%+$?)白破疫苗!儿童"$.* 例#占 "%"&?)麻风疫苗
#&- 例#占 "%+"?)麻风腮疫苗 #+* 例#占 +%*.?)甲
肝减毒疫苗!冻干"#.) 例#占 $%-)?)(WA群流脑疫
苗!多糖" #.$ 例#占 $%*)?#其他疫苗总共报告 @##
例#占 ##%##?% 总共涉及 +# 种疫苗%
"$!$&’(0[N发生率!’按沧州市常规免疫监测接种
率数据计算#$.#" ,$.#) 年免疫规划疫苗 (0[N报告
发生率为*卡介苗 .%.-/#. 万#乙肝疫苗 !乙肝 AHT
和乙肝酵母 " +%-*/#. 万# 脊灰 疫苗 !包括 NGK"
+%)@/#. 万#百白破 "$%&"/#. 万#白破 "%@$/#. 万#含
麻疹类 &%@@/#. 万!表 #"%

表 !’$.#" ,$.#) 年沧州市 (0[N发生情况

疫苗分类
严重 (0[N 非严重 (0[N 合计

报告例数 发生率/#. 万 ,# 报告例数 发生率/#. 万 ,# 报告例数 发生率/#. 万 ,#

卡介苗 + .%.- . .%.. + .%.-

乙肝疫苗 # .%.+ #@* +%-" #@- +%-*

脊灰疫苗 + .%.- #+) +%") #+& +%)@

百白破疫苗 @ .%## $ .$. "$%-@ $ .$@ "$%&"

白破疫苗 . .%.. $.* "%@$ $.* "%@$

麻疹类疫苗 @ .%## +"* &%+@ +)# &%@@
(群流脑疫苗 # .%.+ $). )%-. $)# )%-+
(WA群流脑疫苗 $ .%." #.$ $%)* #.@ $%*$

乙脑减毒疫苗 + .%.- $+@ )%#$ $+* )%$.

甲肝减毒疫苗 $ .%." #.) $%** #.- $%-+

"$!$’’(0[N临床诊断分布!’在 + *.# 例 (0[N病例
中#一般反应 + )*" 例#占 &&%+.?#其中发热共 $ @.- 例
!轻度(中度(重度分别为 $$-(# "&& 和 "-# 例"#占一般
反应的 )"%"$?)局部红肿反应共 # .)$ 例!弱(中(重反
应分别为 +))()"# 和 @" 例")其他一般反应!主要为接
种疫苗后的头晕(呕吐(恶心(一过性皮疹(乏力(头痛(
腹痛(憋气等症状"$." 例#占一般反应的 "%"-?% 异常
反应中#过敏性反应荨麻疹 * 例#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
例#过敏性皮疹 + 例#热性惊厥 $ 例#卡介苗淋巴结炎 $
例#过敏性休克 # 例#麻疹猩红热样皮疹 # 例#格林巴利
综合征 # 例#其他异常反应 + 例%
"$!$(’(0[N按原因分类!’在 +*.# 例 (0[N病例
中#一般反应 + )*" 例#占 &&%+.?#异常反应 $+ 例#占
.%)$?#偶合征 + 例#占 .%.-?!表 $"%
"$!$)’(0[N病例转归!’在 + *.# 例 (0[N病例中#
治愈 #@** 例#占 +&%&#?#好转 $#&& 例#占 "&%@$?#
后遗症 #. 例#占 .%$*?#死亡 # 例#占 .%.+?#不详
#" 例#占 .%@#?%
"$"#监测指标情况’全市共 #- 个县 !市(区"##&&
个乡!镇"#以县!市(区"(乡!镇"为单位监测覆盖率

达到 #..?#及时报告率为 &&%*-?#个案表完整调查
率((0[N及时调查率和 (0[N分类率均为 #..?%

%#讨论
%$!’$..- 年以来#沧州市 (0[N监测数量逐年增加#
监测系统运转稳定% $.#"($.#) 年报告数量基本持
平#县乡覆盖率均达到了 #..?#及时报告率(及时调
查率((0[N分类率和个案调查表完整率均高于河北
省及全国的平均水平 +$, %
%$"’(0[N病例发生年龄主要集中在 # 岁以内#这与
# 岁内儿童处于免疫规划疫苗集中接种时期#接种针
次和密度相对集中有关 ++, % (0[N病例中#报告发生
率最高的疫苗为吸附无细胞百白破疫苗#与有关调查
结果一致 +@ ,*, #可能原因为*!# "与疫苗本身特性有
关 +-, )!$"与疫苗接种针次较多有关)!+"部分接种工
作人员在操作时未将疫苗充分摇匀)!@"百白破接种
对象均为小月龄儿童#肌肉发育不成熟#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药液吸收 +&, )百白破疫苗报告异常反应仅 @
例#这显示当前使用的百白破疫苗安全性较高)报告
发生率最低的疫苗为卡介苗#推测原因可能有 +#., *

/++#/首都公共卫生’$.#-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A3B4C35D>6E;35>FG6754=HI35CJ# D6;<$.#- K>5%#$’L>%+



!#"卡介苗绝大多数为出生医院接种#新生儿接种后
很快出院#出现一般反应家长不再向医院反馈)!$"卡
介苗本身特性引起红肿(破溃等反应#被认为是正常

反应#而不上报)!+"基层接种人员缺乏相关 (0[N业
务知识#需进一步加强培训%

表 "’$+ 例异常反应情况

最终临床诊断 疫苗种类 生产厂家 疫苗接种剂次数 疫苗分类 临床转归 作出结论组织
格林巴利综合征 狂犬病疫苗!地鼠肾" 中科生物 " 第二类 治疗 县级调查诊断专家组
过敏反应1过敏性休克 乙肝疫苗!酿酒酵母" 北京天坛 $ 第一类 治疗 县级调查诊断专家组
过敏反应1麻疹猩红热样皮疹 麻风疫苗 北京民海 # 第一类 好转 县级调查诊断专家组
过敏反应1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麻风疫苗 北京天坛 # 第一类 治疗 县级调查诊断专家组
过敏反应1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三价脊灰减毒疫苗!二倍体" 北京天坛 # 第一类 好转 县级调查诊断专家组
过敏反应1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甲肝减毒疫苗!冻干" 长春生物 # 第一类 好转 县级调查诊断专家组
过敏反应1荨麻疹 麻风疫苗 北京天坛 # 第一类 痊愈 县级调查诊断专家组
过敏反应1荨麻疹 (WA群流脑疫苗!多糖" 兰州生物 # 第一类 痊愈 县级调查诊断专家组
过敏反应1荨麻疹 百白破疫苗!无细胞" 武汉生物 $ 第一类 痊愈 县级调查诊断专家组
过敏反应1荨麻疹 甲肝减毒疫苗!冻干" 长春生物 # 第一类 好转 县级调查诊断专家组
过敏反应1荨麻疹 二价脊灰疫苗!二倍体" 北京天坛 @ 第一类 痊愈 县级调查诊断专家组
过敏反应1荨麻疹 (WA群流脑疫苗!多糖" 兰州生物 # 第一类 痊愈 县级调查诊断专家组
过敏反应1荨麻疹 麻风疫苗 北京天坛 # 第一类 痊愈 县级调查诊断专家组
过敏性皮疹 百白破疫苗!无细胞" 武汉生物 # 第一类 好转 县级调查诊断专家组
过敏性皮疹 乙脑疫苗!减毒" 成都生物 # 第一类 好转 县级调查诊断专家组
过敏性皮疹 乙脑疫苗!减毒" 成都生物 # 第一类 好转 县级调查诊断专家组
卡介苗淋巴结炎 卡介苗 上海生物 # 第一类 痊愈 县级调查诊断专家组
卡介苗淋巴结炎 卡介苗 上海生物 # 第一类 痊愈 县级调查诊断专家组
热性惊厥 乙脑疫苗!减毒" 成都生物 # 第一类 治疗 县级调查诊断专家组
热性惊厥 (群流脑疫苗 武汉生物 # 第一类 好转 县级调查诊断专家组
其他 甲肝疫苗!灭活" 医科院生物 # 第二类 痊愈 县级调查诊断专家组
其他 百白破疫苗!无细胞" 武汉生物 + 第一类 治疗 县级调查诊断专家组
其他 三价脊灰减毒疫苗!二倍体" 北京天坛 @ 第一类 治疗 县级调查诊断专家组

%$%’(0[N病例的不良反应结果显示#大部分 (0[N
反应轻% 在 $+ 例异常反应病例中#过敏反应居多#且
#* 例好转和痊愈# ) 例病例尚在治疗中% 偶合症中有
死亡 # 例#提示要做好基层医务人员培训#疫苗接种
前应做好接种前告知(-三查七对.(如实记录告知和
询问情况等规范行为%

综上所述#沧州市 (0[N信息管理系统运转情况
良好#但存在地区差异#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各级 (0[N
监测人员的业务知识培训#提高基层人员 (0[N分类
和处置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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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 ,.#+" ,.@ "专栏)循证免疫策略#

!+*) S",!& 年北京市百白破疫苗基础免疫血清学
监测结果波动的影响因素

李晓梅’陈萌’张铁刚’董梅’苗良’王凌云’刘维祥’杨洁’孙美平’陈丽娟’黄芳’卢莉

"摘要#’目的’分析北京市百白破疫苗基础血清学监测结果波动的影响因素#以便更好的解读监测数据% 方法’

采用描述性方法#对 #&-* ,$.#@ 年北京市白破疫苗基础免疫后抗体水平监测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年北京市开

始监测百白破疫苗基础免疫后抗体水平#其中白喉和破伤风抗体阳性率都在 &*?以上#但抗体浓度波动较大)百日咳

抗体除个别年份外#阳性率在 -.?以上#且抗体浓度波动较大% 疫苗和检测方法的变化会引起抗体水平波动% 结论’

使用疫苗的改变和检测血清标本的试剂(方法(阳性标准(极值的处理#都能影响百白破疫苗基础免疫后的血清学监测

结果#因此在使用历史监测数据时需考虑以上影响因素%

"关键词#’百白破疫苗)基础免疫)血清学监测)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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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预防医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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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疫苗免疫成功率监测的主要目的#是考核和
评价疫苗(接种的质量和效果#并作为调整免疫规划
的依据 +#, % 现汇总 #&-* ,$.#@ 年北京市百白破疫苗
基础免疫后抗体水平监测结果#分析结果波动的影响
因素#提升对历史资料的科学利用与评价%

!#材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监测数据来源于 #&-* ,$.#@ 年历
次北京市百白破疫苗基础免疫后血清学监测结果%
!$"#监测周期与采样变化’北京市自 #&-* 年开始

百白破疫苗基础免疫后抗体水平监测#每年 # 次#在
城区(近郊区(远郊区各选择 # 个区#每个区选择婴儿
+" 人在完成百白破疫苗基础免疫 + 剂次后 # M$ 个月
时#采集末梢血#分别检测白喉和百日咳抗体水平%

自 #&&) 年开始同时监测破伤风抗体% $..+ 年开始每
年监测 $ 个区#在城郊!城区和近郊区"和远郊区各选
择 # 个区% $..* 年及以后改为每两年监测一次%
$..+ 年及以前血标本采集方式为末梢血#$.#@ 年后
所有标本均采集静脉血%
!$%#检测方法和判断标准’
!$%$!’白喉抗体!’$..+ 年及以前#采用间接血凝法
检测凝集抗体#判断标准为*!.%.# NP/2U为阳性#即
为保护水平% 标准白喉抗毒素(致敏血球与对照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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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均由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提供% $..@ 年及以
后使用 0UN](方法检测白喉 NRO抗体#判断标准为*
!.%# NP/2U为阳性#即为保护水平% $..@ 年使用德
国 N‘U公司生产的白喉 0UN](试剂盒)$..) ,$.#@
年#使用德国维润赛润研发有限公司的 0UN](=53::4=
白喉 NRO试剂盒%
!$%$"’百日咳抗体!’$..@ 年及以前#采用凝集试验
!微量法"检测#血清抗体滴度!#V+$. 则判为具有保
护水平% 百日咳菌液和标准血清由北京生物制品研
究所和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提供% $.#$ 年及以
后#使用 0UN](检测百日咳毒素 NRO抗体#$.#$ 年使
用德国欧盟 0UN](百日咳 G\!NRO"试剂盒#判断标准
为*!$- NP/2U为阳性#$.#@ 年使用德国维润赛润研
发有限公司生产的赛润 0UN](=53::4=百日咳毒素 NRO
试剂盒#判断标准为*!+. NP/2U为阳性%
!$%$%’破伤风抗体!’$..* 年及以前#采用间接血凝
法检测#判断标准为*!.%.# NP/2U为阳性即达到保
护水平% 破伤风抗毒素标准品(致敏血球和对照血球
分别由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和北京生物制品研
究所提供% $..& 年及以后#使用 0UN](方法检测破伤
风 NRO抗体#使用德国维润赛润研发有限公司生产的
赛润 0UN](=53::4=破伤风 NRO试剂盒# l.%# NP/2U
为阳性#即为保护水平% 以上所有检测均由北京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完成%

!$&#统计学方法’百白破疫苗基础免疫后抗体水平
监测资料#进行描述性分析% 使用 SG] TFF4=I$.#) 的
SG] 表格建立数据库#计算各监测年白喉抗体(百日
咳抗体(破伤风抗体的阳性率和平均抗体浓度%

"#结果
"$!#白喉抗体水平’白喉基础免疫后抗体水平监测
始于自 #&-* 年#已进行 $+ 次 !表 # "#阳性率均在
&*? M#..?% 抗体浓度各次监测波动较大##&-* ,
$..# 年抗体浓度在 .%+- M#%.* NP/2U#$..$ 年以后
都在 # NP/2U以上#各年抗体监测结果都高于保护水
平 .%# NP/2U%
"$"#百日咳抗体水平’百日咳基础免疫后抗体水平
监测起自 #&-* 年#共进行 #& 次!表 #"% 阳性率波动
较大##&&. 年以前较低#为 @$%-)? M**%#+?##&&# ,
$..@年阳性率维持较稳定#除 #&&* 年为 *)%-+?以外#其
余年均在 -@%.+?以上#$.#$ ,$.#) 年阳性率波动更大#
为 -%#@? M-#%.+?% $..@年以前抗体水平以几何平均
滴度显示#波动在 #V#@@ M#V+ +-*)$.#$ 年以后为抗体浓
度#波动在 ++%#- M*$%). NP/2U%
"$%#破伤风抗体水平’破伤风基础免疫后抗体水平监
测始自 #&&)年#已进行 #@ 次!表 #"#阳性率都在 &-?以
上% 虽然抗体浓度各次监测波动较大#在 .%@& M&%&-
NP/2U#各年抗体监测结果都高于保护水平 .%# NP/2U%

表 !’#&-* ,$.#@ 年北京市百白破疫苗基础免疫后抗体水平监测结果

年份
监测
人数

白喉 百日咳 破伤风

阳性率
/?

抗体浓度
/NP/2U,#

阳性率
/?

抗体浓度 Oc\!#V"
/NP/2U,#

阳性率
/?

抗体浓度
/NP/2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X #.. +%)@
$.#@ ##) &&%#@ +%") -#%.+ *$%). #.. &%&-

’’注*(为 #&&# 年以前使用百日咳(白喉(破伤风混合制剂##&&# 年及以后使用吸附百白破联合疫苗)‘为 $..) 年及以后使用吸附无细胞百白破

疫苗)A为 $..+ 年及以前采用间接血凝法检测凝集抗体#$..@ 年及以后使用 0UN](方法检测白喉 NRO抗体)X为 $..@ 年及以前采用凝集试验!微

量法"检测凝集抗体#$.#$ 年及以后使用 0UN](检测百日咳毒素 NRO抗体)0为 $..* 年及以前采用间接血凝法检测凝集抗体#$..& 年及以后使用
0UN](方法检测破伤风 NRO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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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波动影响因素’#&&# 年以前使用百日咳(白
喉(破伤风混合制剂##&&#及以后使用吸附百白破联合疫
苗#疫苗转换后白喉(百日咳的抗体浓度和百日咳的阳性

率均较前有所升高% 使用 0UN](检测方法后白喉(破
伤风的抗体浓度较凝集法有升高% 凝集法和 0UN](方
法检测的百日咳抗体不同#不能直接比较!表 $"%

表 "’白喉抗体(百日咳(破伤风抗体波动的影响因素

因素
白喉 百日咳 破伤风

阳性率/?
抗体浓度

/NP/2U,#
阳性率/?

抗体浓度 Oc\!#V"

/NP/2U,#
阳性率/?

抗体浓度

/NP/2U,#

疫苗
’全细胞非吸附 &*%") M#.. .%+- M.%)@ @$%-) M**%#+ #@@ M@*- , ,
’全细胞吸附 &-%)* M#.. .%@# M#%@# *)%-$ M#.. @#* M+ +-* &-%*+ M#.. .%@& M#%@)
’无细胞 &&%.) M#.. #%+" M+%") @.%.. M-#%.+ ++%#- M*$%). &&%.) M#.. #%$$ M&%&-

检测方法
’凝集法 &*%") M#.. .%+- M#%@# @$%-) M#.. #@@ M+ +-* &-%*+ M#.. .%@& M#%@)
’0UN]( &&%.) M#.. #%$) M+%") @.%.. M-#%.+ ++%#- M*$%). #.. +%)@ M&%&-

%#讨论
%$!’从历次白喉监测结果看#抗体阳性率变化不
大#但抗体水平波动较大#分析影响因素有以下几方
面% 首先#疫苗变化影响抗体水平#如北京市 #&&#
年使用吸附百白破疫苗#使用吸附剂可以增强抗原
的免疫原性#因此 #&&# 年以后白喉抗体水平较 $.
世纪 -. 年代有所提高 +$, % 其次#检测方法变化可导
致抗体水平波动% $..+ 年以前的白喉抗体检测方
法采用间接血凝法#间接血凝法使用的致敏血球批
次间差异较大#检测结果由人工主观判定#导致这种
检测方法的重复性和稳定性较差#另外由于血凝法
的单位与国际单位不同#其仅能反映抗体高低的变
化趋势 ++, #$..@ 年以后#北京市逐渐采用 0UN](方法
检测白喉抗体% 检测方法改变导致检测结果的最大值
也发生了变化#白喉抗体的最大值从 l#%. NP/2U变为
l$%. NP/2U#抗体平均水平也明显升高% $.#@ 年检
测最大值白喉抗体为 l$.%. NP/2U#其抗体平均值明
显高于既往历年监测结果% 由此可见#在比较历年监
测结果时#除了要考虑接种对象(疫苗变化外#还要考
虑检测方法(试剂(阳性标准的变化(检测结果最大值
和最小值的处理#这都会直接影响监测结果的分析和
利用%
%$"’破伤风抗体水平的变化与白喉相似#$..* 年及
以前破伤风抗体的检测方法都采用间接血凝法#也可
造成不同监测年度之间结果波动较大 +@, % $..& 年后#
采用 0UN](方法检测破伤风抗体#检测结果的最大值
从 l#%. NP/2U变为 l"%. NP/2U#抗体平均水平也明
显升高% $.#@ 年检测最大值为 @.%$+& NP/25#当年的
抗体平均值明显高于既往历年监测结果%
%$%’$..) 年以前#北京市使用全细胞百白破疫苗#采
用微量凝集试验检测百日咳抗凝集原抗体 !抗1
(OO:"水平 +", % $..) 年以后#使用无细胞百白破疫苗

替代全细胞百白破疫苗#我国自主研发的无细胞百日
咳疫苗采用的是共同提取有效组分的共纯化工艺#以
百日咳毒素!G\"和丝状血凝素![H("为主要有效成
分 +), % 由于凝集原不是主要成分#微量凝集试验不适
用于评价接种无细胞百日咳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检
测方法改为 0UN](方法检测百日咳毒素的 NRO抗体%
$.#$ ,$.#@ 年进行了 $ 次监测#百日咳抗体阳性率
和抗体水平波动较大% 考虑原因可能由于检测试剂
不同(阳性标准不同(疫苗批次间 G\含量不一致等
有关% $.#$ 年使用的德国欧盟 0UN](百日咳 G\
!NRO"试剂盒#!$- NP/2U为阳性#而 $.#@ 年使用
德国维润赛润研发有限公司生产的赛润 0UN](
=53::4=百日咳毒素 NRO试剂盒#!+. NP/25为阳性#
这会造成前后两年结果的差异% 我国共纯化工艺生
产的无细胞百日咳疫苗不易进行质量控制 +), #中国
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曾对国内几家生产厂家送检的
无细胞百日咳疫苗原液进行 G\和 [H(含量测定#
结果显示同一厂家送检的每批原液之间 G\和 [H(
含量不一致 +*#-, #疫苗抗原含量的差异也可以造成抗
体水平的差异%

综上#在评价(利用历史监测数据时#要考虑检测
方法(试剂(检测的目标抗体(阳性标准(极值的处理
等方面的变化对标本检测结果的干扰后#再评价疫
苗(接种质量和免疫效果#而不能简单的仅由抗体水
平升高值得出疫苗免疫效果提高的结论#从而提升对
历史监测资料的科学利用与评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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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疫苗引入免疫规划后培训与信息传导效果调查
赵丹’李晓梅’卢莉’马蕊’周涛’杨帆’吴劲’孙昊’刘方

"摘要#’目的’评估北京市免疫规划引入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NGK"后培训与信息传导效果#总结新疫苗引入培

训经验与可能存在的风险点% 方法’在西城(海淀(大兴(怀柔区#按接种门诊级别 (((级(((级和 (级#每个区选择

预防接种门诊 + 个#共调查接种医生 -+ 名(携带孩子接种免费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的家长 @. 名% 均由调查员现场询

问调查对象后填写问卷% 结果’接种医生对疫苗程序(接种部位(禁忌症等实际操作知识知晓率均能达到 &)?以上#对

疫苗毒株等理论知识知晓率低于 @"?% 医生在接种过程中告知家长信息以疫苗名称!*@%*.?"和不良反应!*+%@&?"

为主#其次为预防疾病病种!@"%*-?"% **%"?家长知晓 NGK接种后不良反应#只有 +$%"?家长自述了解 NGK且能够正

确说出 NGK预防什么疾病#但知晓信息由医生口头告知的仅占全部调查家长的 "?% 结论’引入前培训具有明显效果#

但医生传导信息给家长的过程中存在信息衰减#建议在不同岗位制定针对性的宣传信息#提高信息传导效率#同时避免

单一信息宣传渠道%

"关键词#’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免疫规划)培训)信息传导

作者单位*#...#+#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预防医学研究中心!赵丹#李晓梅#卢莉#马蕊#周涛#杨帆" )北京市石景山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吴劲" )北京市东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孙昊" )北京市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刘方"

赵丹(李晓梅为共同第一作者

通信作者*卢莉#012345*5654789:4;3<=>2

T<@14B ?54CC46>?C>@92525A 95325C?@;9>2?56?53<6>2?59C>4@54J1966254
25>@?3<6>2?525R42M25A 4GE95343E@?A@9;;4?52;;<52=9>2?5

bH(TX3;# # UNi43>12I4# # UPU4# c(!64# bHTP\3># k(LO[3;# SPD4;# ]PLH3># UNP[3;R
!#!"#$#%& ’"%(")*+),#-".-"’+%()+/.%0 1)"2"%(#+% 3!"#$#%& ’"%(")*+)1)"2"%(#2"4"0#5#%"6"-".)57#

!"#$#%& #...#+#’7#%."
’+))"-:+%0#%& .=(7+)* >?/## 9@;.#/* /=/#A$9-#%.B5+;

0H8:>@96>1’ /8M46>214’\>3::I::CJIIFFI=C>FCE34;4;R3;a JI35CJ=3EIe>EQIE:6 4;F>E23C4>; =>;a6=C4>; 3FCIECJI

4;3=C4_3CIa B>54>_4E6:_3==4;I!NGK" 4;CE>a6=Ia 4; ‘I484;RÎB3;aIa BE>RE322I>; 4226;4g3C4>;!0GN"# 3;a C>:6223E4gIC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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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3==4;IEI3=C4>; ! *+%@&?" 3;a CJIa4:I3:IeJ4=J =>65a 7IBEI_I;CIa 7d_3==4;I! @"%*-?"<(2>;RCJI

B3EI;C:# **%"? Q;Ie3a_IE:II_I;C:F>55>e4;R4226;4g3C4>; 3;a +$%"? 6;aIE:C>>a CJI_3==4;I3;a CJIa4:I3:IeJ4=J =>65a 7I

BEI_I;CIa 7dNGK<T;5d"? B3EI;C:R34;Ia CJIQ;>e5IaRI>FNGKCJE>6RJ a>=C>E6:>E35;>C4F4=3C4>;<P?56D<:2?5’\E34;4;R

7IF>EI4;CE>a6=C4>; e3:IFFI=C4_I4; B3EI;C:Ia6=3C4>;# 76CCJIEIe3:3CCI;63C4>; a6E4;R4;F>E23C4>; =>;a6=C4>; FE>2a>=C>E:C>

B3EI;C:<GE>B3R3;a34;F>E23C4>; F>Ea4FFIEI;CC3ERICBIE:>;::J>65a 7IF>E2653CIa C>42BE>_ICJIIFFI=C>FCE34;4;R3;a 4;F>E23C4>;

=>;a6=C4>;# eJ45ICJI:4;R5I4;F>E23C4>; =J3;;I5:J>65a 7I3_>4aIa<

0I4BJ?@3:1’N;3=C4_3CIa B>54>_4E6:_3==4;I) N226;4g3C4>; BE>RE32) \E34;4;R) N;F>E23C4>; =>;a6=C4>;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AXA"基于一系列临
床研究与循证工作 +# ,+, #于 $.#@ 年 #$ 月 " 日将一剂
野毒株脊髓灰质炎!脊灰"灭活疫苗!NGK"引入北京
市免疫规划#采用 # 剂 NGKW+ 剂脊灰减毒活疫苗
!TGK"的免疫序贯程序% 为保证 NGK引入免疫规划
的顺利实施#北京市在脊灰疫苗新免疫策略正式开始
前 * 天组织区 AXA(接种门诊开展逐级技术培训工
作#内容包括疾病与疫苗背景信息(免疫程序(接种技
术(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与处理(风险沟通等#并提
供培训教材(工作手册与医生问答口径#但是否能满
足大众需求尚不可知% 为总结新疫苗引入培训的经
验与可能存在的风险点#该研究以此次 NGK引入免疫
规划为例#参考世界卫生组织!SHT"推荐的&新疫苗
引入后免疫规划评估工具’ +@, #开展接种医生培训及
对儿童家长宣传效果调查#以期为将来新疫苗引入(
或者免疫程序调整筹备工作提供借鉴%

!#对象与方法
!$!#调查时间和地区’调查于 $.#" 年 ## ,#$ 月
开展#距 NGK引入北京市免疫规划有 ## 个月% 按照
区域地理位置(人口特征(免疫服务方式等因素#将
北京市西城区!中心城区" (海淀区 !城郊结合区 " (
大兴区!近郊区" (怀柔区!远郊区"作为此次被调查
地区%
!$"#调查对象’从上述区中#按接种门诊级别 (((
级(((级和 (级#每个区选择预防接种门诊 + 个#@
个区共调查 #$ 家接种门诊% 每家调查接种门诊中所
有参与疫苗接种的医务人员共 -+ 名)同时调查当日
在上述接种门诊携带孩子接种免费 NGK的父母或监
护人共 @. 名%
!$%#调查方法’调查人员均具备免疫规划管理的背
景#经过统一调查技能培训% 调查人员现场询问调查
对象后填写问卷% 调查问卷共有 $ 种#分别为接种医
生问卷(家长问卷% 接种医生问卷包括是否了解 NGK
预防疾病(免疫程序(禁忌症等知识#以及接种过程中
告知家长哪些信息等共 ## 个问题)家长问卷包括是
否了解疫苗知识(不良反应(信息获取渠道等 * 个问

题% 问卷均为半开放式% 其中接种医生问卷中#问题
-婴儿接种免费 NGK有哪些禁忌症$.#如能全部罗列
出-对疫苗成分或以前接种本品时出现过敏者.和-发
热(急性疾病患者应推迟接种.这两条内容的#判定为
完整掌握#只列出部分的为部分掌握#回答内容多于
规定的为过度掌握#这三种都认为能知晓一定禁忌
症#判定为知晓疫苗禁忌症%
!$&#计算指标’某项信息知晓!告知"率/? p知晓
!告知"某项信息的人数/调查人数 q#..?
!$’#统计学方法’使用 ]G]] #&%. 统计软件对问卷
关键变量进行频数分析(卡方分析%

"#结果
"$!#接种医生接受培训情况与信息知晓情况’调
查的 -+ 名接种医生中#** 名!&$%**?"参加了脊灰
疫苗新免疫策略引入前培训% &)?以上被调查者知
晓 NGK预防疾病(新免疫程序(NGK禁忌症(接种途
径以及 NGK是灭活疫苗% 虽然 &)%+&?接种医生能
回答 出 NGK的 禁 忌 症# 但 能 完 整 回 答 的 只 占
+*%+"?#其余只能回答部分内容或者过度掌握禁忌
症% 仅 @+%+*?被调查者知晓 NGK是三价疫苗#
+@%&@?知晓北京市使用的 NGK是脊灰野毒株% 参
加过 NGK引入前培训的接种医生#对于新脊灰疫苗
免疫程序知晓率 ! #..?"高于未参加过培训的组
!))%)*?#1p.%..@" #其他信息知晓率两组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表 #" %
"$"#引入后接种医生在接种 NGK现场告知家长信息
’&-%-.?的接种医生会在接种现场告知家长具体信
息#告知内容以疫苗名称和不良反应为主#告知率分
别为 *@%*.?和 *+%@&?#@"%*-?会告知家长疫苗所
预防的疾病#+.%#$?主动告诉家长出现哪些不良反
应后联系接种门诊#$*%*#?告知免疫程序##$%."?
告知家长疫苗接种的益处% 调查中例举医生需告知
家长的信息有 * 项#医生回答告知 $ 条信息的占
$.%@-?# + 条 信 息 的 占 $)%"#?# @ 条 信 息 的 占
#)%-*?#三者合计比例为 )+%-)?% 能告知 # 条(" 条
及以上信息的比例均低于 #"?!表 $ 和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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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接种医生接受培训与信息知晓情况

项目
总计

人数 知晓率/?

参加过免费 NGK引入培训
是 否

人数 知晓率/? 人数 知晓率/?
1

被调查接种医生人数 -+ , ** , ) , ,
’知道 NGK预防脊灰 -$ &-%-. ** #.. " -+%++ .%.*
’知道新脊灰疫苗免疫程序 -# &*%"& ** #.. @ ))%)* .%..@
’知道 NGK是灭活疫苗 -. &)%+& *" &*%@. " -+%++ .%$.
’知道 NGK接种在大腿前外侧 -$ &-%-. ** #.. " -+%++ .%.*
’NGK禁忌掌握程度
’’回答错误 + +%)# + +%&. . . .%@"
’’完整掌握 +# +*%+" #- $+%+- . . ’ ,
’’部分掌握 #- $#%)& $* +"%.) @ ))%)* ,
’’过度掌握 +# +*%+" $& +*%)) $ ++%++ ,
’知道北京市使用 NGK是三价疫苗 +) @+%+* +@ @@%#) $ ++%++ .%&+
’知道北京市使用 NGK是野病毒株 $& +@%&@ $- +)%+) # #)%)* .%).

表 "’免费 NGK接种现场医生告知家长信息

项目 人数 告知率/?

’会在 NGK接种现场告知家长信息 -$ &-%-.

’告知家长的信息内容

’’疫苗名称 )$ *@%*.

’’常见不良反应 )# *+%@&

’’预防的疾病 +- @"%*-

’’哪些不良反应需要联系接种门诊 $" +.%#$

’’免疫程序/何时开始接种 $+ $*%*#

’’接种时要携带接种证 #* $.%@-

’’儿童与家庭的益处 #. #$%."

’上述告知信息提到的条数

’’$ 条 #* $.%@-

’’+ 条 $$ $)%"#

’’@ 条 #@ #)%-*

’’" 条 & #.%-@

’’) 条及以上 ## #+%$"

"$%#引入后接种免费 NGK儿童家长从医生处获取信
息情况’接受调查的 @. 名家长中#).?!$@/@."知道
本次来接种的疫苗名称#+"?!#@/@."能说出免疫程
序#""?!$$/@."能说出接种疫苗的益处% 知道 NGK
接种后不良反应的家长占 **%"?!+#/@."#提及的不
良反应主要是发热!"$%"?"和红肿!@$%"?"#其他为
易激惹!$.%.?"(嗜睡!#.%.?"#知道 # 种不良反应
的家长占 +"%.?#知道 $ 种的占 +*%"?% 自述了解
NGK且能够正确说出 NGK预防什么疾病的只有 #+ 名
家长#占 +$%"?% 这 #+ 名家长中#有 * 名信息来源与
接种门诊有关#其中源于接种门诊预约通知的 + 名(
源于知情同意书的 # 名(源于门诊宣传材料的 # 名(
医生口头告知的仅 $ 名!占全部调查家长的 "?")另
外 ) 名家长信息来源于网络查询的 @ 名(亲戚朋友的
$ 名!图 #"%

图 !#NGK接种关键信息传导情况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新疫苗引入时#通过统一(连续的

培训#接种医生对疫苗程序(接种疫苗类型(接种部
位(禁忌症等操作技术相关知晓率均能达到 &)?以
上#可以保证医生在接种过程中做好正确的解释和宣

传工作% 此次调查医生参加培训比例高#并且参加培
训的医生对新脊灰疫苗免疫程序的知晓率比不参加
的增加约 ".?% 在新疫苗引入前及时开展接种人员
培训#将有利于新策略顺利实施#但是在信息接收和
传导过程存在一定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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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信息接收有偏好性#个别内容掌握不到位%
无论是否参加引入前培训#接种医生对疫苗成分知识
掌握均欠缺% 提示医生更关注操作技术#而较少关心
疫苗成分类基础知识#在沟通过程中可能无法充分满
足新社会背景下家长不断增加的需求 +"#), #影响家长
信任感% 此外#医生对 NGK的禁忌症存在掌握不全或
过度掌握的情况#医生在疫苗接种前应对家长进行禁
忌症的询问和排查#筛选出可以完成接种的儿童#医
生 NGK禁忌症的掌握不准确会使部分儿童错过接种
机会 +*, % 因此#新疫苗引入相关培训需要关注此类容
易混淆或者掌握过度的问题#建议通过在培训中增加
篇幅(时长#并在培训后配套考题加深记忆%
%$"#医生在将信息传递至家长时存在信息衰减的情
况% 调查发现#接种医生在接种现场告知信息较为简
单#医务人员因门诊工作量大#时间紧#口头告知的详
细程度受限 +-, #而家长在短时间内照顾孩子配合接
种#还要接受大量信息#会影响信息获取效率% 为提
高信息传导效率#建议在开展新疫苗引入工作前#针
对预约(登记(接种(宣传等不同环节制定不同的沟通
侧重点#并在培训手册中将不同岗位需要沟通的重点
问题分别列出#条数控制在 $ M@ 条即可#可以在宣传岗
位开展预防疾病和接种益处的广泛宣传教育)接种医
生告知家长疫苗免疫程序比例!$*%*#?"和家长的知
晓率!+"?"都低#而家长需要了解下一次带儿童前来
接种的时间#可以将此内容放在时间相对充裕(家长不
受干扰的预约登记岗位开展)疫苗不良反应的告知率
与知晓率均高于 *.?#是医生与家长的重点关注内容#
建议在接种岗位同时告知不良反应与处理方法%
%$%#在新疫苗策略转换过程中#为避免媒体的过度
解读或负面新闻#会避免对公众开展大规模宣传(下
发宣传材料#家长的疑问主要由接种医生一对一进行
解答 +&, % 而调查显示通过此渠道成功获取信息的家
长占比很少#如果有突发事件造成服务提供方!即接
种医生"的可靠性受到质疑时!比如发生疑似不良反
应家长担心时"#可能会出现单一渠道崩溃而又没有
其他权威的第三方渠道给予补充或跟进的情况#可能
导致信任危机的加剧 +#.###, % 建议在新疫苗引入前#在
以医生为信息主渠道的基础上#考虑至少增加一种权
威信息渠道以保证突发事件的应对%

本研究因为需要在调查门诊当日选择前来接种
免费 NGK的儿童家长#选择条件严格#仅调查到 @. 名

家长#具有一定局限性% 平均每个门诊正在接种 NGK
的家长为 + 名#无法继续开展分层分析% 另外#虽然
按&新疫苗引入后免疫规划评估工具’建议每家门诊
至少有 $ 名家长即可#但是考虑到北京市出生人口数
量大#可能会减弱结果的代表性%
志谢’感谢西城(海淀(大兴和怀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所

辖接种门诊对现场工作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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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 ,.#@$ ,.@ "专栏)循证免疫策略#

北京市东城区部分医务人员对人乳头瘤病毒及其
疫苗认知调查
翟力军’黄辉’黄辞冬’刘淳

"摘要#’目的’了解北京市东城区部分医务人员对人乳头瘤病毒!HGK"疫苗认知情况和 HGK疫苗接受度及分析

影响因素% 方法’$.#- 年 # ,+ 月利用东城区预防医学会微信公众号#发放调查问卷 # #"@ 份#对北京市东城区部分医

务人员进行调查% 结果’回收有效问卷 "-) 份!职称*高级 "* 人#中级 $@+ 人#初级及以下 $-) 人)学历*硕士及以上 -+

人#大学 +#$ 人#大专 #*$ 人#中专及以下 #& 人"#其中 #+%-?的医务人员掌握了 HGK知识!高级职称中占 #&%+?#中级

职称 #+%)?#初级及以下 -%.?"#$%+?掌握了 HGK疫苗知识 !高级职称中占 -%*?#中级职称 #%$?#初级及以下
#%.?"#愿意接种 HGK疫苗者占 *)%"?!硕士及以上中占 *&%"?#大学 *)%)?#大专 **%&?#中专及以下 @*%@?"#愿

意让其女儿接种 HGK疫苗者占 *@%&?#推荐家人朋友接种 HGK疫苗者占 *-%@?% 医务人员的职称是影响 HGK及其

疫苗知识掌握程度的主要因素!1Y.%.""#学历是影响接种 HGK疫苗的主要因素!1Y.%.""% 结论’调查结果显示#

北京市东城区部分医务人员对 HGK疫苗认知较低#应加强对医务人员的认知干预%

"关键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医务人员)认知影响因素

W514:>2A9>2?5?56?A52>2?5?C.VX9532>:19662549;?5A ;43269D
E4@:?554D25U?5A6F45A 32:>@26>?CR42M25A
bH(NU4186;# HP(LOH64# HP(LOA41a>;R# UNPAJ6;

!,+%&57"%& ,#-()#5(’"%(")-*+),#-".-"’+%()+/.%0 1)"2"%(#+%#!"#$#%& #....&#’7#%."
0H8:>@96>1’ /8M46>214’\>6;aIE:C3;a CJI=>R;4C4>; 3;a 3==IBC3;=I>FHGK_3==4;I# 3;a 35:>C>3;35dgICJI4;F56I;=I

F3=C>E:32>;R2Ia4=35BIE:>;;I54; X>;R=JI;Ra4:CE4=C>F‘I484;R<N4>F?3:’# #"@ m6I:C4>;;34EI:eIEI4::6Ia C>2Ia4=35

BIE:>;;I5CJE>6RJ SIAJ3CB6754=;627IE>FX>;R=JI;Ra4:CE4=CBEI_I;C4_I2Ia4=4;I3::>=43C4>; a6E4;RCJIBIE4>a FE>2D3;63EdC>

23E=J# $.#-<O4:<D>:’\>C35"-) _354a m6I:C4>;;34EI:eIEI=>55I=CIa<(2>;RCJI2# "* =>55I=CIa FE>2:I;4>E:# $@+ =>55I=CIa

FE>24;CIE2Ia43CI:3;a $-) =>55I=CIa FE>286;4>E:3;a 7I5>e<(2>;R355B3EC4=4B3;C:# -+ R>C23:CIE6:aIREII3;a 37>_I# +#$

R>C73=JI5>E6:aIREII# #*$ eIEI=>55IRIRE3a63CIa 3;a #& eIEI6;aIECIEC43EdIa6=3C4>;<#+%-? >FCJI2Ia4=35:C3FF:23:CIEIa

HGKQ;>e5IaRI<(2>;R:I;4>E:# 4;CIE2Ia43CI:3;a 86;4>E:# CJIEIeIEI#&%+?# #+%)? 3;a -%.? Q;>e4;RCJIQ;>e5IaRI

_IEdeI55# EI:BI=C4_I5d<T;5d$%+? :C3FF:Q;Ie4;F>E23C4>; >FHGK_3==4;I<(;a -%*? :I;4>E:# #%$? 4;CIE2Ia43CI:3;a

#%.? J3a CJI3e3EI;I::>FHGK_3==4;I4;F>E23C4>;<*)%"? >FCJI2Ia4=35:C3FF:eIEIe4554;RC>7I_3==4;3CIa 3R34;:CHGK<

(2>;RBIE:>;:e4CJ 23:CIE6:aIREII# 73=JI5>E6:aIREII# =>55IRIRE3a63CIa 3;a 6;aIECIEC43EdIa6=3C4>;# CJIEIeIEI*&%"?#

*)%)?# **%&? 3;a @*%@? e4554;RC>7I_3==4;3CIa EI:BI=C4_I5d<*@%&? >FEI:B>;aI;C:e3;CIa CJI4Ea36RJCIEC>7I

_3==4;3CIa 3R34;:CHGK# 3;a *-%@? e>65a EI=>22I;a CJI4EFE4I;a:C>7I_3==4;3CIa<N; CIE2:>FCJIQ;>e5IaRI>FHGK3;a 4C:

_3==4;I# CJI5I_I5:>F:C3FFeIEICJI234; 4;F56I;=4;RF3=C>E!1Y.%.""<cI3;eJ45I# Ia6=3C4>;3573=QRE>6;a >FCJI:C3FFe3:CJI

234; F3=C>E:3FFI=C4;RHGK_3==4;3C4>; !1Y.%.""<P?56D<:2?5’\JIEI:65C:J>eIa CJ3C:>2I2Ia4=35:C3FF4; X>;R=JI;R

a4:CE4=CJ3a 5>e3e3EI;I::>FHGK_3==4;I3;a :J>65a :CEI;RCJI; CJI=>R;4C4_I4;CIE_I;C4>; 32>;RCJI2<

0I4BJ?@3:1’HGK_3==4;I)cIa4=35:C3FF)A>R;4C4_I4;F56I;=IF3=C>E:

作者单位*#....&#北京市东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宫颈癌是全球第二大常见女性肿瘤#全球 -.?的
宫颈癌发生在卫生资源欠缺的发展中国家 +#, % 研究
显示 +" M@@ 岁城市妇女宫颈癌的年死亡率以 @%#?
递增#宫颈癌防治问题日益凸现 +$, % 有研究显示高危
型人乳头瘤病毒!HGK"感染是宫颈癌发生的必要条
件 ++ ,), % 随机双盲病例对照研究表明*HGK疫苗至少

能阻止 &.?甚至完全阻止 #)(#- 型的持续性感染和
相关的细胞学异常 +* ,#., % 有研究表明女性在性活跃
前接种 HGK疫苗将有最好的效果 +#., #这就意味着青
少年女性是疫苗接种的主要群体#因此#了解医务人
员对 HGK感染与宫颈癌因果关系的认知至关重要%
美国(英国的研究显示#在医疗保健系统和大学生中
女性的认知均较低 +## ,#+, % 为了解医务人员对 HGK
疫苗知识的掌握度及接种疫苗意愿以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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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微信公众号发放问卷#对北京市东城区部分医务
人员进行 HGK及 HGK疫苗的认知和意愿调查%

!#对象与方法
!<!#对象’$.#- 年 # ,+ 月通过微信公众号-东城区
预防医学会.向已关注的北京市东城区医务人员发出
手机电子调查问卷 # #"@ 份% 该问卷采用手机自填
式#被调查者自愿参加#且每个微信号只能用手机作
答一次%
!<"#调查方案’’
!$"$!’设计统一问卷!’由研究者自行设计编制调
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对 HGK

及其疫苗的知识掌握情况(接种意愿等三个主要方
面% 调查表中 HGK知识#包括-病毒分为宫颈癌的高
危型和低危型.(-HGK#) 和 #- 与宫颈癌密切相关.(
-持续感染病毒高危型是宫颈癌的高风险.(-感染后
人体可自行清除.(-使用安全套可以预防 HGK感染.

等五个题目)关于 HGK疫苗知识包括-疫苗的作用.(
-适用人群.(-最适接种年龄.(-接种程序.等四个题
目#全部正确者视为-全面掌握.% 对接种疫苗意愿的
调查包括本人#子女以及家人朋友推荐等三个角色的
意愿%
!$"$"’逻辑与质量控质!’委托问卷网信息技术人
员对问卷内容和逻辑校验进行设计和制作#确保调查
中每名调查者答卷过程符合逻辑和答卷质量可控%
!$"$%’对问卷进行预调查!’在正式发出电子问卷
前#在东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第六医院各选取 +.

名不同职称的医务人员#用手机微信进行预调查#并
经 ). 名预调查对象和专家审核(再次修改后#确定正
式电子问卷%
!$%#资料收集’每名调查者在手机微信上填完问卷
后#直接由问卷网统一收集调查数据#研究者在调查
结束后通过问卷网进行数据下载#并再次对收集数据
进行质量控制%
!$&#统计学方法’]G]] #)%.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对性别(婚姻状况(学历(职称岗位和单位分类等一
般资料#以及疫苗知识来源采用构成比描述#并对全
面掌握 HGK(及其疫苗知识#接种意愿等分别以性
别(婚姻状况(学历(职称岗位和单位分类进行分组
!$ 检验%

"#结果
"<!#一般资料’回收有效问卷 "-) 份#年龄 $. M**

周岁#中位数年龄 +* 岁% 其中男性 "- 人#女性 "$- 人
!表 #"%

表 !’医务人员一般情况

特征 人数 构成比/?

性别

’男 "- &%&

’女 "$- &.%#

婚姻状况

’单身 &" #"%&

’未婚有性伴 "+ &%.

’已婚 @@. *"%#

学历

’硕士及以上 -+ #@%$

’大学 +#$ "+%$

’大专 #*$ $&%@

’中专及以下 #& +%$

职称

’高级 "* &%*

’中级 $@+ @#%"

’初级 $-. @*%-

’实习或见习 ) #%.

岗位

’医生 $$* +-%*

’护士 $@" @#%-

’医技 )$ #.%)

’其他 "$ -%&

单位

’综合医院 +#& "@%@

’社区卫生 #&. +$%@

’其他 ** #+%$

"$"#医务人员对 HGK及其疫苗知识的认知情况’
"-) 名医务人员中#关于 HGK知识掌握情况*-病毒分
为宫颈癌的高危型和低危型 . 回答正确者 @&# 人
!-+%-?"#-HGK#) 和 #- 与宫颈癌密切相关.正确者
@&$ 人!-@%.?"#-持续感染病毒高危型是宫颈癌的
高风险.正确者 ".@ 人!-)%.?"#-感染后人体可自行
清除.正确者 #." 人!#*%&?"#-使用安全套可以预防
HGK感染.正确者 @+$ 人!*+%*?"#以上五题全部正
确者 )* 人!#+%-?"% 关于 HGK疫苗知识包括-疫苗
的作用.(-适用人群.(-最适接种年龄.(-接种程序.
等四个题目#正确人数分别为 #-@ 人!+#%@?"#*# 人
!#$%#?"#"+ 人!&%.?"和 #+# 人!$$%@?"% 以上四
个题目全部回答正确者 ## 人!$%+?#表 $"% 对知识
来源的调查结果显示#网络新媒体 ++) 人 !"*%+?"#
会 议 培 训 讲 座 #*+ 人 ! $&%"?"# 电 视 #$+ 人
!$#%.?"#听别人说 ##+ 人 ! #&%+?"#报纸 &. 人
!#"%@?"#广播 )" 人!##%#?"% 通过年龄#性别#婚
姻#学历#职称#岗位类别#单位类别分别进行分组#逐
一进行比较分析#其中医务人员的职称与知识掌握程
度有关#职称高级职称对各项知识全面掌握率明显高
于其他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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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职称医务人员对 HGK及其疫苗知识掌握度

项目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初级职称及实习 合计

正确
人数

正确率
/?

正确
人数

正确率
/?

正确
人数

正确率
/?

正确
人数

正确率
/?

!$ 1值

掌握 HGK知识 ## #&%+ ++ #+%) $+ -%. )* #+%- -%$+ .%.@&

掌握 HGK疫苗知识 " -%* + #%$ + #%. ## $%+ #@%." .%.##

"$%#女性医务人员对 HGK疫苗的接种愿意’"$- 名
女性医务人员中#愿意接种 HGK疫苗 @.& 人#占
**%"?)愿意让其女儿接种 HGK疫苗 +&@ 人#占
*@%)?)愿意推荐他人接种者 @#+ 人#占 *-%$?% 医
务人员的学历是影响接种 HGK疫苗意愿的主要因素

!1Y.%.""% 此外#在不愿意接种 HGK疫苗的 ##& 人
中# #.$ 人 ! -"%*?" 担 心 疫 苗 的 安 全 性# @@ 人
!+*%.?"怀疑疫苗的效果##* 人!#@%+?"表示受到
-疫苗事件.的影响##" 人!#$%)?"抵制疫苗#对所有
疫苗都不接受等!表 +"%

表 %’女性医务人员 HGK疫苗接种意愿分析

特征
愿意接种疫苗 让女儿接种疫苗 推荐他人接种疫苗

人数 比例/? !$ 1值 人数 比例/? !$ 1值 人数 比例/? !$ 1值
学历
’硕士及以上 "" -+%+
’大学 $#" **%&
’大专 #+. **%-
’中专及以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职称
’高级 +@ *+%&
’中级 #)" *@%*
’初级 $." -.%#
’实习或见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岗位
’医生 #@# **%.
’护士 #&. **%)
’医技 @$ *&%$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
’综合医院 $#& *)%+
’社区卫生 #+) **%+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讨论
%$!’此次调查时间是在 $ 价和 @ 价 HGK疫苗在北京
市刚上市时期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东城区医务人
员缺乏疫苗相关知识#回答 -疫苗作用.的正确者占
+#%@?#-适用人群.正确者仅占 #$%#?#-最适接种
年龄.正确者 &%.?#-接种程序.正确者 $$%@?#而这
些恰是民众对疫苗接种的最基本与最关键的信息%
有调查显示#对于接种对象或家长是否选择接种#医
务人员的指导意见起到首要关键作用 +#@, %
%$"’既往有调查显示#影响 HGK疫苗认知的因素包
括社会经济状况(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家族癌症史(
种族(性别以及年龄 +#"1#&,等%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两种
知识掌握程度与医务人员的职称密切相关#职称越
高#知识掌握度越高% 随着职称的升高#知识的丰富#
工作中参加相关知识培训多#掌握 HGK及其疫苗的
程度就会提高% 调查结果表明#虽然 HGK及其疫苗
知识掌握度低#但医务人员的接种意愿较高#所以也

提示亟待加强医务人员中疫苗知识的普及#从而科学
开展推广活动和咨询#避免盲目推广而造成社会的负
面反响%
%$%’由于临床妇科(皮肤科#以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的妇幼保健和预防接种医务人员会经常接触 HGK疾
病及其疫苗应用方面的患者咨询#这类医务人员可能
更关注 HGK及其疫苗知识% 这与周艳秋等 +$.,在深圳
某三甲医院中的调查结果一致#非妇产科女性医务人
员对 HGK及其疫苗的认知程度较妇产科女性医务人
员低#接受度也较低%

综上所述#提高东城区医务人员对 HGK尤其是
疫苗相关知识的知晓率#有助于科学规范推动疫苗接
种#降低育龄妇女 HGK相关宫颈癌以及相关疾病的
发生% 本次调查采用微信公众号群发调查表#应答的
医务人员必须关注-微信公众号.#并具备熟练使用智
能手机的能力#调查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志谢’感谢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庞星火(卢莉(张朱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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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对文章提出修改建议)感谢北京市东城区预防医学会(问卷

网(北京市东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第六医院对调查给予的

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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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 ,.#@) ,.@ "论著#

",!% S",!( 年广州市气象因素*空气污染与
猩红热发病相关性研究

陆剑云’刘艳慧’李美霞’马钰’陈宗遒’汪慧’王大虎’李铁钢

"摘要#’目的’了解广州市近年猩红热病流行特征#利用负二项回归分析气象因素(空气污染中 Gc$%"与猩红热

发病间关系#为广州猩红热防控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收集并分析 $.#+ ,$.#) 年间广州市猩红热发病信息#以及同期

的气象和 Gc$%"数据#通过交叉相关分析筛选影响因素#在考虑周末效应与假期效应下#应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气象与
Gc$%"与猩红热发病的相关性% 结果’+ ,) 月和 ## ,次年 # 月为发病高峰期#. M#@ 岁病例占 &&%*$?#其中 + M* 岁病例

占 *-%@$?#男女比为 #%*"V#% 猩红热发病数与发病前 * 天的平均气温相关系数为 ,.%."!1Y.%.#"#与发病前 ) 天的累

计降雨量相关系数为 .%.."!1Y.%.""% 结论’广州市猩红热发病每年存在两个流行高峰#儿童是重点防控人群#猩红热

发病数与发病前 * 天的平均气温和发病前 ) 天的累计降雨量存在关联#结果为发病预警和防控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猩红热)气象因素)空气污染)负二项回归)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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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广州市医药卫生科技项目!编号*$.#)#(.#..))"

作者单位*"#.@@.#广东省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通信作者*李铁钢#012345*=E7FgQ9Rg=a=<>ER<=;

’’猩红热是由 (组 (!乙"型溶血性链球菌引起的
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经空气(飞沫(粉尘等由呼吸
道直接传播#全年均可发病% 近年来#广州地区猩红
热发病呈上升趋势#但关于气象因素与空气污染对广
州猩红热发病影响的研究较欠缺#现将广州市 $.#+ ,
$.#) 年猩红热的发病与气象因素和空气污染中常用
的 Gc$%"拟合负二项回归模型#从而探讨其相关性%
!#材料与方法
!$!#数据来源’$.#+ ,$.#) 年广州市猩红热发病资

料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中的传染病报
告信息管理系统% 气候数据来源于广州市气象局#收
集每日平均气温(累积降雨量(平均气压(平均风速和
相对湿度等变量信息% Gc$%"数据来源于广州市环
保局%
!$"#滞后期定义与交叉相关分析’气象因素与空气
污染因素对疾病的发生往往存在一个滞后效应#猩红
热的潜伏期为 $ M" a#本研究将研究气象!平均气温(
累计降雨量(平均气压(平均风速和平均相对湿度"与
空气污染!Gc$%""对猩红热发病的滞后 . M* a 的情况
进行交叉相关分析#通过相关系数大小来确定各因素
的滞后期#通常取相关交叉系数最大者所对应的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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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作为合理的滞后期% 同时通过两变量相关分析
掌握各因素间的相关性#以便选择因素纳入模型%
!$%#负二项回归模型’拟合计数资料的广义线性模
型#主要是探讨事件发生强度 *与自变量线性组合之
间的关系% 事件数的多少除了取决于总体参数的大
小外#还取决于暴露单位(暴露事件的多少% 对于这
种资料#可通过负二项回归模型来考察其性质% 用负
二项回归模型对事件发生强度 *建模!假设影响 *的
因素为 i##i$3i2#连接函数为对数"*

U>R!"" G(. H(#i# H($i$ H3 H(2i2
’’通过交叉相关分析选出相应滞后期的气象与空
气污染因素纳入方程#同时考虑到猩红热属于传染性
疾病#本研究还控制了年份#周末效应!周六(日为 ##
工作日为 ."以及长假效应! l+ a 的长假为 ##非假期
为 .#长假包括了寒暑假"% 最后通过相关系数与 1
值大小来判断各因素与猩红热发病的关系%
!$&#统计学方法’利用 0̂=I5对发病数据(气象数据
及空气污染的 Gc$%"数据进行收集整理#用 ]G]] #&%.
对数据进行广义线性模型分析的负二项回归分析%
以 1Y.%."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广州市猩红热发病及气象因素和 Gc"$’分布特征
"$!$!’时间分布!’$.#+ ,$.#) 年广州市共报告猩
红热病例 # @$* 例#发病主要集中于 + ,) 月 !占
@.%&+?"### 月 ,次年 # 月 !占 +)%*$?"#其中报告
病例数较多的月份是 #( @ 和 #$ 月#而 - ,& 月报告病
例数较少!表 #"%

表 !’$.#+ ,$.#) 年广州市猩红热报告病例数分布

月份
报告病例数

$.#) 年 $.#" 年 $.#@ 年 $.#+ 年
累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性别"地区"年龄"职业分布!’男女性别比为
#V#%*"!&.&V"#-"% 地区分布以白云区报告最多#为
""# 例 !占 +-%)#?"#其次是天河区的 $.. 例 !占
#@%.$?"#南沙区最少!#$ 例#占 .%-@?"% 在年龄分

布上#+ M* 岁为主要发病年龄#占 *-%@$? !# ##&/#
@$*"#其中 " 岁年龄段发病数最多#为 +#- 例 !占
$$%$-?"% 职业分布为儿童和学生共 # @$+ 例 !占
&&%*$?"#其中#散居儿童 "&+ 例!占 @#%")?"#托幼
儿童 @&@ 例!占 +@%)$?"#学生 ++) 例!占 $+%""?"%
"$!$%’气象因素和 Gc$%"分布!’$.#+ ,$.#) 年广州
市气温(风速(相对湿度(降雨量及 Gc$%"的每日分布(
均值(标准差及百分位数分布!表 $"%

表 "’$.#+ ,$.#) 年广州市气象因素与 Gc$%"分布

研究因素 均值 标准差
百分位数/?

$" ". *"

平均气温 $$%$. )%#& #*%@@ $+%*- $*%+*

平均风速 $%.$ .%-$ #%@+ #%-. $%@.

平均气压 # ..*%#& *%@# # ..#%$. # ..*%#. # .#+%.$

相对湿度 **%*. #.%&* *#%*& *-%". -)%..

累计降雨量 )%+& #"%"+ .%.. .%.. @%".
Gc$%" @@%#& $"%"@ $)%.. +-%.. ")%..

"$"#气象因素"Gc"$’与猩红热发病交叉自相关分析
’$.#+ ,$.#) 年气温(气压与广州市滞后 * 天的猩红
热发病的相关性最大#分别为 ,.%$+- 和 .%##&#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1Y.%.""#风速(降雨与滞后 ) 天的
猩红热发病相关性最大#分别为 .%#+. 和 ,.%.*+#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1Y.%.""% Gc$%"则与滞后 " 天
的猩红热发病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 !1Y
.%.""% 相对湿度与猩红热发病各个滞后天数均无统
计学意义% 此外#通过两因素相关分析温度与气压成
负相关#相关系数为 ,.%-$)!1Y.%.""% 因此#把相
应滞后维度的温度(风速(降雨和 Gc$%"纳入负二项回
归方程!表 +"%
"$%#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结果’在控制年份(周末
效应(节假日效应因素下#猩红热发病数与发病前 *
天的温度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 ,.%."!1Y.%.#"#猩
红热发病数与发病前 ) 天的降雨呈正相关#相关系数
为 .%.."!1Y.%.""#而猩红热发病与风速及 Gc$%"的
相关系数无统计学意义!1l.%.""% 而周末效应和长
假效应则与猩红热发病呈正相关# 相关系数分别是
.%-.- 和 .%@@)!1Y.%.## 表 @"%

%#讨论
%$!’研究显示#$.#+ ,$.#) 年广州市猩红热发病每
年存在两个发病高峰#这与广东省的发病情况一
致 +#, % . M#@ 岁组别占发病总数的 &&%*$?#而主要
集中在 + M* 岁#其中 " 岁组病例数最多#这与北京(
上海和苏州等研究一致 +$ ,), #其原因主要是该年龄段
儿童免疫系统发育不完善#对病原体抵抗力低所引
起#而托幼机构环境相对密闭(人员集中的特点又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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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 年广州市猩红热发病与气象因素和 Gc$%"的交叉相关分析

研究因素 当天 滞后 # 天 滞后 $ 天 滞后 + 天 滞后 @ 天 滞后 " 天 滞后 ) 天 滞后 * 天
温度 ,.%#&.## ,.%#-)## ,.%#&.## ,.%$.&## ,.%$#-## ,.%$+### ,<.$+@## ,.%$+-##

风速 .%#$### .%#.+## .%.-)## .%.&&## .%#..## .%.-&## .%#+.## .%#$*##

气压 .%.*)## .%.*"## .%.*-## .%.&+## .%##+## .%##@## .%##+## .%##&##

相对湿度 .%.#) .%.$# .%.#- .%.+- .%.$. .%..$ ,.%..- ,.%.##

降雨 ,.%."# ,.%.@# ,.%."# ,.%.)$# ,.%."&# ,.%.)## ,.%.*+## ,.%..) -##

Gc$%" .%..- .%.+" .%.@. .%.+" .%.@" .%.).# .%."&# .%.#$

’’注*##表示在 .%.#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表示在 .%."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表 &#负二项回归模型参数一览表

参数 系数 标准误差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1

截距 .%&#@ .%$". " .%@$+ #%@." Y.%..#

周末效应 .%-.- .%.&* + ,.%&&- ,.%)#* Y.%..#

长假效应 .%@@) .%.&& " .%$"# .%)@# Y.%..#

温度 ,.%.". .%..* # ,.%.)@ ,.%.+) Y.%..#

降雨 .%.." .%..$ @ .%..# .%.#. .%.$$
Gc$%" .%..# .%..# * ,.%..$ .%.." .%"#)

风速 .%.$" .%.@& " ,.%.*$ .%#$$ .%)#+

’’注*已控制年份效应%

加了儿童感染风险% 但不同点是广州市病例以散居
儿童占比居多#北京和上海则是托幼儿童为主#苏州
的病例则以 * M#@ 岁学生为主 +$ ,"#*, % 各地气候(经
济水平(校园卫生条件及通风情况(猩红热监测实施
状况等综合因素可能是造成差异的原因% 广州男性
发病高于女性#与其他城市情况一致 +$ ,&, #原因可能
与男生比女生好动#且卫生习惯相对较差有关%
%$"’国内学者用曾多远逐步回归和负二项回归研究
气象因素与猩红热发病的关系 +#.###, #但未考虑气象因
素对发病的滞后效应(周末效应以及节假日效应#本
研究综合考虑上述因素#以及空气污染中 Gc$%"的影
响#研究发现猩红热发病数与发病前 * 天的温度呈负
相关% 此前黎新宇等 +#., (王炳翔等 +##,的研究也显示
发病与温度存在负相关#这也符合 #$ 月 ,次年 # 月
广州市气温寒冷的月份发病数较多#而在 * ,& 月气
温炎热的月份发病数较少的实际情况% 而 XP(L

等 +#$,也发现月平均气温与北京和香港的猩红热发病
呈现负相关#吴昊澄等 +#+,用广义可加模型对浙江数
据研究发现#当地猩红热发病与气温是呈非线性关
系#在 #. M$" Z之间是猩红热传播的最适应温度%

各地造成差异的原因可能是气候差异及研究模型差
异所致% 本研究还发现#猩红热发病数与发病前 ) 天
的降雨呈正相关#但相关系数较少#这与浙江开展的
研究结果一致 +#+, #而周末效应与假期效应均与猩红
热发病呈显著正相关#工作日!上幼儿园或上课时间"
更容易引起发病#该结果符合传染病传播特点% 在单
因素研究中发现#风速与滞后 ) 天的猩红热发病存在

正相关#Gc$%"与滞后 " 天的猩红热发病呈正相关#而
相对湿度与发病未发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通过负
二项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拟合后发现风速与 Gc$%"对
猩红热发病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与其他研究结果
有所不同#!Pc(L(等 +#@,发现 Gc$%"与呼吸道传染病
呈正相关#其研究以成年人为主#而本研究以儿童和
学生为主#同时也与不同地域城市 Gc$%"水平差异有

关% 吴昊澄等 +#+, 发现风速对发病存在轻微的正相
关#阮朝良等 +#",认为风速是影响猩红热发病的主要
因素且呈正相关#而王炳翔等 +##,发现猩红热发病与
气压(相对湿度及温度呈负相关#这可能是不同地域
气象因素差异所致% 因此#不同地区(城市需要结合
当地的气象和空气污染特点开展针对性研究% 本研
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未考虑经济(医疗诊断水平差
异等因素影响#这将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完善%

综上所述#本研究阐述了 $.#+ ,$.#) 年广州市
猩红热流行分布特征#分析了广州市气象因素中气
温(降雨对猩红热发病的影响关系#为今后猩红热预
警及防控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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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怀柔区成年居民吸烟状况调查
孙娅娟’高建梅’胡海燕

"摘要#’目的’分析北京市怀柔区成年居民的吸烟状况#为制定北京市怀柔区控烟措施提供基础资料% 方法’采

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怀柔区 #) 个乡镇!街道"(@- 个行政村!居委会"的 #) *$) 名常住成年居民进行

吸烟情况问卷调查% 结果’共调查成年居民 #) *$) 名#吸烟率为 $@%+" ?)吸烟者平均年龄为为!"#%)& r#@%@$"岁)其

中吸烟率最高的年龄段为 ". M"& 岁 ! $*%&. ?"(平均每天吸烟支数为 $. 支以上 ! $-%*" ?"(烟龄为 #. 年以上
!*-%$* ?")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吸烟率最低!#)%#. ?"#有戒烟打算的仅占 #+%.) ?% 结论’怀柔区成年居民吸

烟率仍然较高#烟草控制仍然面临着巨大挑战#应加强健康教育工作和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控制烟草消费%

"关键词#’吸烟)吸烟率)成年人)居民

作者单位*#.#@..#北京市怀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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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世界卫生报告’指出#影响健康前十大
危险因素中#吸烟排在第 @ 位 +#, % 大量研究证明吸烟
是肺癌(冠心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生的危险因
素 +$ ,+, #吸烟危害健康已是经过科学论证的定论#但
仍有相当数量的人在吸烟 +@, % 为了解北京市怀柔区
成年居民吸烟状况#为制定控烟措施提供基础资料#
于 $.#@ 年 & ,#$ 月对怀柔区成年居民吸烟情况进行
调查#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对象与方法
!$!#对象’北京市怀柔区 #- 岁及以上的常住居民%
!$"#方法’
!$"$!’抽样方法!’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
对怀柔区 #) 个乡镇和街道抽样#每个乡镇/街道抽取
+ 个行政村/居委会#共 @- 个行政村/居委会)对抽到
的行政村/居委会 #- 岁及以上的常住居民进行吸烟
状况调查#实际调查居民 #) *$) 人%
!$"$"’问卷调查!’采用自行编制的调查问卷#内容
包括人口学资料(吸烟情况!含吸烟年龄(每天吸烟支
数(戒烟情况等"等% 由培训合格的社区医生采取面
对面(一对一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区疾控中心
!AXA"工作人员按照 "?的比例#随机抽取样本进行
质量复核%
!$"$%’吸烟定义! 吸烟是指截至 $.#@ 年调查时#累

计吸烟!#.. 支#且目前仍在吸烟者 +", %
!$%#统计学方法’分别采用 0B4a3C3和 ](] &%# 软
件进行数据录入和分析%

"#结果
"$!#调查对象的一般特征’此次共调查 #- 岁以上
常住居民 #) *$) 人#其中男性 * &+@ 人#女性 - *&$
人#平均年龄!"#%@) r#"%)#"岁%
"$"#吸烟情况’调查对象中有 @ .*+ 人吸烟#吸烟率
为 $@%+" ?!标化率为 $@%)# ?")其中男性有 + )+#
人吸烟#吸烟率为 @"%** ?!标化率为 @@%.$ ?"#女
性有 @@$ 人吸烟# 吸烟率为 "%.+ ? !标化率为
@%@. ?")吸烟者的平均年龄 !"#%)& r#@%@$"岁#吸
烟率最高的年龄段为 ". M"& 岁#其次为 @. M@& 岁)
男性吸烟率高于女性!表 #"% 不同文化程度#吸烟率
有所不同#以初中文化者吸烟率最高#为 $-%+. ?#其次
是高中/中专文化程度者吸烟率为 $)%$& ?#文盲和大
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吸烟率较低#分别为 #*%#- ?和
#)%#. ?!表 $"% 在吸烟的 @ .*+ 人中#烟龄在 #. 年以
上的有 + #-- 人!*-%$* ?")平均每天吸烟支数为 ) M
#. 支(## M$. 支和 $. 支以上的比例较高#分别为 # "#*
人 ! +*%$"?"( # #*# 人 !$-%*" ?" 和 -". 人 ! $.%-*
?")有 + "@# 人!-)%&@ ?"没有戒烟的打算% 在烟龄
和是否打算戒烟的问题上男女比例接近!表 +"%

表 !’不同年龄(性别居民吸烟情况

年龄/岁
男性 女性 合计

调查人数 吸烟人数 吸烟率/? 调查人数 吸烟人数 吸烟率/? 调查人数 吸烟人数 吸烟率/?
#- M &+- ++" +"%*# # .$$ @. +%&# # &). +*" #&%#+
+. M *&. +") @"%.) &.$ $- +%#. # )&$ +-@ $$%*.
@. M # ).$ -+* "$%$" # -*@ && "%$- + @*) &+) $)%&+
". M $ ##" # #+. "+%@+ $ +)& #$# "%## @ @-@ #$"# $*%&.
). M # +*@ ")" @#%#$ # "-. -$ "%#& $ &"@ )@* $#%&.
*. M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 *$) @ .*+ $@%+"

表 "’不同文化程度居民吸烟情况

文化程度
从来不吸烟 现在吸烟 已戒烟
人数 构成比/? 人数 构成比/? 人数 构成比/?

合计

文盲 # +&) **%). +.& #*%#- &@ "%$$ # *&&

小学 $ $-- *.%&& **+ $+%&- #)$ "%.+ + $$+

初中 @ .** )*%&- # )&* $-%+. $$+ +%*$ " &&*

高中/中专 $ )+- *#%)" &)- $)%$& *) $%.) + )-$

大专及以上 # )*# -$%"$ +$) #)%#. $- #%+- $ .$"

%#讨论
%$!’吸烟已成为当今世界对健康危害最为严重的但
可以控制的公共卫生问题#不同文化程度(职业(经济

收入的人群吸烟率不同 +), % 吸烟与健康密切相关#控
制和降低吸烟率能有效减少一些慢性病的发生% 降
低与吸烟有关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是当今世界各国公
共卫生领域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 +$, %
%$"’此次调查显示#怀柔区成年居民标化吸烟率为
$@%)#?#其中男性标化吸烟率为 @@%.$?#低于 $.#.
年中国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的吸烟率!$-%+?和
"+%+?")而怀柔区女性标化吸烟率为 @%@.?#高于
$.#. 年 中 国 慢 性 病 及 其 危 险 因 素 监 测 吸 烟 率
!$%"?" +*, % 研究结果表明#怀柔区男性居民吸烟率
仍处于较高水平#所以仍然应把男性作为控烟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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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吸烟者烟龄(平均每天吸烟支数及戒烟情况

分类
男 女 合计

人数 百分率/? 人数 百分率/? 人数 百分率/?
烟龄/年
’ Y" $+$ )%+& +* -%+* $)& )%).
’" M ".- #+%&& ") #$%)* ")@ #+%-"
’!#. $ -** *&%$+ +## *.%+) + #-- *-%$*
’不清楚 #@ .%+& +- -%). "$ #%$-
’已戒烟 "#. #$%+$ *+ #@%#* "-+ #$%"$
平均每天吸烟支数/支
’ Y" +-+ #.%"" -. #-%#. @)+ ##%+*
’) M#. *@- $.%). #.$ $+%.- -". $.%-*
’## M$. # +&@ +-%+& #$+ $*%-+ # "#* +*%$"
’ l$. # .-+ $&%-+ -- #&%&# # #*# $-%*"
’不清楚 $+ .%)+ @& ##%.& *$ #%**
是否有戒烟打算
’是 @*# #$%&* )# #+%-. "+$ #+%.)
’否 + #). -*%.+ +-# -)%$. + "@# -)%&@
合计 + )+# -&%#" @@$ #.%-" @ .*+ #..%..

人群)但同时女性吸烟也同样应引起高度重视#加大
对女性居民控烟健康教育力度#降低其吸烟率%
%$%’本研究表明#吸烟情况与教育水平有关#这也与
DH(等 +-,的研究结果相似% 本研究中文化程度最低
和最高者吸烟率较低#可能的原因是#文化程度较低
者家庭经济状况较差#尽量降低吸烟产生的经济负
担#因而吸烟率低)而文化程度较高者掌握较多的卫
生防病和健康素养知识#能够有意识主动控制烟草消
费#也使吸烟率较低% 调查人群中有 -)%&@?的烟民
没有戒烟的打算#$-%*"?的吸烟者每天吸烟支数在
$. 支以上#控烟形势不容乐观#还应加大控烟宣传力
度#建议提高烟草税#以降低人群吸烟率和慢性疾病
的发生率% 加强控烟法规的执行#推动各类公共场所
禁烟立法 +&, #有效地控制烟草的消费和降低居民吸

烟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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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 ,.#"$ ,.+ "论著#

",!( 年北京市五种性病流行特征分析
王玉琴’徐敏’卢红艳’陈强

"摘要#’目的’分析北京市 $.#) 年五种性病的流行病学特征#为制定防治策略提供依据% 方法’收集北京市通

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管理系统’上报的五种性病数据#应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对 $.#) 性病发病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 年北京市累计报告 " 种性病 & $+* 例#男女性分别为 " +*& 和 + -"- 例)总报告发病率为 @$%")/#. 万)报告

发病率最高的病种为梅毒 !$+%"*/#. 万"#其次为淋病 !)%)#/#. 万")报告发病率最高年龄组为!-" 岁组 !#+)%.#/

#. 万"和 +. 岁 M组!*+%##/#. 万")职业分布以家务及待业和离退人员为主)报告病例数最多的地区为朝阳区和通州

区#分别占 $"%+&?和 #.%+-?)报告发病率最高为通州区!)&%"& /#. 万"% 结论’$.#) 年北京市五种性病报告发病率

与 $.#" 年相比#淋病和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分别上升了 $*%.+?和 ##%)&?#而生殖器疱疹(尖锐湿疣和梅毒分别下

降了 +)%#+?($.%.$?和 *%-+?% 分析北京市性病防治工作重点仍为梅毒和淋病%

"关键词#’性传播疾病)流行特征)预防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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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预防医学研究中心

通信作者*徐敏#012345* 2̂4;#&&@9#)+<=>2

’’性传播疾病! ]\X"在全世界广泛流行#为重要的
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 +#, #对社会和人类健康造成极大
危害% 近年来我国艾滋病通过性途径传播的比例呈
逐年上升趋势!由 $..) 年的 ++%#?上升到 $.#) 年的
&@%*?"#性病流行是其重要的促进因素之一 +$, % 为
了解北京市 $.#) 年五种性病的发病趋势和流行特
征#为今后制定性病艾滋病防治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现将北京市 $.#) 年性病流行病学分析如下%

!#材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资料来源于北京市通过-中国疾病

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报告的五种性病 !梅毒(淋
病(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尖锐湿疣和生殖器疱
疹"#按报告地区(终审日期(已审核三个条件查询并
下载 $.#) 年所有五种性病报告病例数据)人口学资
料来自于北京市统计局%
!$"#统计学方法’采用 0̂=I5$..* 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

"#结果
"<!#流行趋势’北京市 #) 个区 $.#) 年共报告 " 种
性病 & $+* 例#年报告发病率为 @$%")/#. 万#与 $.#"
年相比#报告病例数与报告发病率分别下降 +%+*?和
@%$#?% 报告病例数最多的病种为梅毒!" ##) 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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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分别为淋病!# @+@ 例"(尖锐湿疣!# +&# 例"(生殖道
沙眼衣原体感染!# $.. 例"和生殖器疱疹!&) 例"% 五
种性病报告发病率与 $.#" 年相比#淋病和生殖道沙眼
衣原体感染分别上升了 $*%.+?和 ##%)&?#而生殖器

疱疹(尖锐湿疣和梅毒分别下降了 +)%#+?($.%.$?和
*%-+?% 梅毒各期各类报告发病率以胎传和%期下降幅
度最大#分别为 @+%@-?和 $@%*-?)隐性梅毒报告发病
率!#*%../#. 万"仍居梅毒各期各类的首位!表 #"%

表 !’$.#) 年北京市五种性病发病情况

病种
$.#) 年 $.#" 年

病例数 构成比/? 发病率/#. 万 ,# 病例数 构成比/? 发病率/#. 万 ,#

病例增减率
/?

发病率增减率
/?

梅毒 " ##) ""%+& $+%"* " ".$ "*%") $"%"* ,*%.$ ,*%-+
’!期 "$. "%)+ $%@. "*) )%.+ $%)- ,&%*$ ,#.%"#
’%期 -)$ &%++ +%&* # #@) ##%&& "%++ ,$@%*- ,$"%@@
’&期 +# .%+@ .%#@ +# .%+$ .%#@ .%.. ,.%-*
’胎传 #+ .%#@ .%.) $+ .%$@ .%## ,@+%@- ,@+%&*
’隐性 + )&. +&%&" #*%.. + *$) +-%&- #*%+$ ,.%&* ,#%-+
淋病 # @+@ #"%"$ )%)# # ##& ##%*# "%$. $-%#" $*%.+
尖锐湿疣 # +&# #"%.) )%@# #*$@ #-%.@ -%.# ,#&%+$ ,$.%.$
生殖器疱疹 &) #%.@ .%@@ #@& #%") .%)& ,+"%"* ,+)%#+
生殖道沙眼
衣原体感染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

"$"#流行特征’
"$"$!’人群分布
"$"$!$!’性别分布!’$.#) 年北京市五种性病男性
报告病例 " +*& 例#女性 + -"- 例)男性报告发病率为
@-%+#/#. 万#女性报告发病率为 +)%"./#. 万)男女报
告发病率之比为 #%+$V#% 男性和女性均以梅毒报告
病例数为最多#分别占 "+%"$?和 "*%&-?#)男性其次
分别是淋病!$+%&@?"和尖锐湿疣!#@%+.?")女性其
次分别是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和尖锐湿
疣!#)%#$?#表 $"%

表 "’$.#) 年北京市五种性病按性别分布情况

病种
男性 女性

病例数
构成比
/?

发病率
/#. 万 ,# 病例数

构成比
/?

发病率
/#. 万 ,#

梅毒 $ -*& "+%"$ $"%-) $ $+* "*%&- $#%#)
淋病 # $-- $+%&@ ##%"* #@) +%*- #%+-
尖锐湿疣 *)& #@%+. )%&# )$$ #)%#$ "%--
生殖器疱疹 @@ .%-$ .%@. "$ #%+" .%@&
生殖道沙眼
衣原体感染

+&& *%@$ +%"- -.# $.%*) *%"-

合计 " +*& #..%.. @-%+# + -"- #..%.. +)%".

"$"$!$"’年龄分布!’$.#) 年北京市五种性病报告
病例数最多年龄组依次为 $" 岁 M组(+. 岁 M组和 $.
岁 M组#分别占 #&%"*?(#"%*"?和 ##%") ?)梅毒报
告发病率前三位依次是 -" 岁 M组!#+@%"+/#. 万"(-.
岁 M组!)*%.-/#. 万"和 )" 岁 M组!@@%@@/#. 万#图
#"% ). 岁 M老人共报告梅毒 # +*& 例#以隐性梅毒为
最多!# $@$ 例"#占 &.%.*?!表 +"%

表 %’). 岁以上人群各期各类梅毒报告情况

各期各类 病例数 比例/?

!期 "* @%#+

%期 )* @%-)

&期 #$ .%-*

隐性 # $@$ &.%.*

胎传 # .%.*

梅毒总数 # +*& #..%..

"$"$!$%’职业分布!’$.#) 年北京市报告病例数最
多依次为家务及待业(离退人员和商业服务#分别占
@&%@#?(##%#+?和 &%*"?%

图 !#$.#) 年北京市梅毒报告发病率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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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分布!’$.#) 年北京市报告病例数居前
三位地区为朝阳(通州和海淀区#分别占 $"%+&?(
#.%+-?和 &%+@?)报告发病率居前三位是通州区
!)&%"& /#. 万"(门头沟区 !)"%&#/#. 万"和朝阳区
!"&%$&/#. 万"%

%#讨论
%$!’$.#) 年北京市淋病报告发病数及发病率较上一
年度有较大幅度增加#与全国淋病疫情变化相似% 淋
病疫情上升原因可能与医疗机构提高了淋病实验室
检测能力有关#不排除淋球菌耐药菌株广泛流行的因
素% 男性淋病报告发病率远高于女性#发病率之比为
-%+-V##这可能与男性患者症状明显#就医意愿高于
女性#亦可能是女性感染淋病多数无症状#其诊断需
要依赖淋球菌培养或核酸检测方法 ++, #而医疗机构开
展上述方法明显不足% 调查结果显示#我国 #." 个性
病监 测 点 医 疗 机 构 开 展 淋 球 菌 培 养 的 比 例 为
+"%"&?#GA!检测方法的比例仅为 &%+"? +@, %
%$"’北京市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报告病例数近三
年持续上升#且各年女性病例均高于男性#这与全国
性病监测点的数据一致 +", % $.#) 年女性报告发病数
比上一年度上升了 $.%)+?#其中 $. M@& 岁年龄段报
告病例数!*@# 例"占女性总数 &$%"#?#可能是育龄
女性患者因婚检(孕期常规检查等原因到医院就诊#

而使女性沙眼衣原体检测概率高于男性% 国外研究
结果表明*-"?的女性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者无症
状 +), #如果不治疗可导致严重并发症#+.?以上将发
展为盆腔炎)盆腔炎患者如不治疗#$.?将导致不孕(
#-?发展为慢性盆腔疼痛(&?发生异位妊娠 +*, % 波
兰的一项研究认为*慢性的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是
导致女性不孕的重要因素 +-, % 所以应高度重视生殖
道沙眼衣原体感染的防治%
%$%’北京市!期和%期梅毒!反映当年流行现状"报
告发病率近五年呈小幅下降趋势#这可能与北京市落
实梅毒规划(加强梅毒报告病例准确性核查力度和开
展梅毒血清学质量控制有关% $.#) 年北京市报告隐
性梅毒 + )&. 例#占梅毒总数的 *$%#+?#可能由于近
年来在性病门诊(KA\及美沙酮门诊加强了梅毒主动
检测所致)还有医疗机构对术前患者(内窥镜检查者
及孕产妇广泛开展梅毒血清筛查#从而发现了许多梅
毒血清阳性者而报告为隐性梅毒#不排除过度报告因
素#应加强医疗机构培训#进一步提高隐性梅毒报告
准确性%
%$&’结果显示#近年来老年人梅毒发病率出现了上
升趋势#老年人离婚#分居或丧偶增加#而且不能坚持

使用安全套#使性病感染的风险增加#应引起医务人
员重视)也可能因为北京市三甲医院吸引了大量外地
老年人进京手术#筛查出阳性即报告#但外地人口数
并未统计在内#造成梅毒发病率居前三位的均为老年
群体% 另外发现 ). 岁以上老年人群报告的梅毒病例
中#&.%.*?是隐性梅毒#提示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在报
病前应仔细询问性接触史(既往梅毒诊断与治疗史#
不能仅依据血清检测阳性就报告为隐性梅毒%
%$’’$.#) 年北京市性病职业分布显示#家务及待业
发病例数占总数的 @&%@#?#这可能与其文化程度较
低(接受性病防治知识普及教育较少(预防性病传播
意识淡薄等因素相关#也可能与个人信息的敏感性#
不愿意透露职业与单位有关%
%$(’地区分布显示#通州区性病报告发病数由 $.#"
年的第四位上升至第二位#报告发病率跃居第一位#
可能与城市副中心建设#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导致性病
疫情上升#提示市区两级政府和相关部门提早防范%
%$)’梅毒在 $.#) 年北京市甲乙类传染病发病排序
中居第三位#淋病居第六位 +&, % 可见梅毒和淋病仍然
是北京市性病防治工作重点#应继续落实性病防治措
施#加强高危人群及流动人口的干预和知识普及#重
视青少年尤其是女性性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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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年北京市密云区猩红热病原学监测

郑兰紫’蒋会婷’朱风雷

"摘要#’目的’分析北京市密云区猩红热病原学检测结果#为临床诊断猩红热提供实验室依据% 方法’分析密云

区 $.#+ ,$.#) 年监测医院临床诊断为猩红热/链球菌感染/扁桃体炎/咽峡炎的病例咽拭子标本进行病原体分离培养

和生化鉴定结果% 结果’从 )*+ 份患者的咽拭子标本中分离出 (群乙型溶血性链球菌 $& 份#阳性率为 @%+#?)猩红热

病例复核诊断阳性率为 #-%*"?)猩红热发病主要集中在每年 " ,* 月并于第 $@($" 周阳性率出现高峰)发病人群以学

生和幼托儿童为主% 结论’医疗机构应开展猩红热病原学检测#为科学防控猩红热提供实验室依据)学生和幼托儿童

是重点防控人群#发病高峰前应做好防控准备%

"关键词#’猩红热)溶血性链球菌)病原学监测

V9>F?A4526:<@142DD9564?C:69@D4>C414@C@?;",!% >? ",!( 25N2B<5
32:>@26># R42M25A

bH0LOU3;1g4# DN(LOH641C4;R# bHP[I;R15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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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市密云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猩红热!:=3E5ICFI_IE"是由 (组 (型溶血性链
球菌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其临床特征为
发热(咽峡炎(全身弥漫性鲜红色皮疹和疹后脱屑#
病人和带菌者是重要的传染源#主要经空气飞沫传
播#人群普遍易感#" M#" 岁为好发年龄 + # , #属于我
国法定传染病中乙类传染病% 截至到 $.#" 年 * 月
全国共报告猩红热病例 @+ "$@ 例#报告发病率为
+%$ /#. 万#较 $.#@ 年同期上升 @@?#最高峰发生
在春夏季!+ ,) 月" % 北京市猩红热报告发病率为
##%- /#. 万#居全国第二位 + $ , %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AXA"从 $.## 年开始在全市 #- 个区 +) 家
哨点医院于每年 " ,* 月份开展猩红热病原学监测
工作#针对临床诊断病例及部分诊断为咽喉炎/扁
桃体炎/链球菌感染病例进行病原学检测% 现将
$.#+ ,$.#) 年密云区猩红热病原学监测情况报道
如下%

!#材料与方法
!$!#材料
!$!$!’仪器与试剂!’病原菌分离所用的哥伦比亚
血平板和乳胶凝集实验分群血清由北京市 AXA提
供% 用 KN\0f全自动生化鉴定仪进行细菌鉴定(OGN
细菌鉴定卡由北京市 AXA提供% 实验过程中所需的
仪器设备均在检定或校准有效期内使用%
!$!$"’标本来源!’以密云区医院为监测哨点% 医
院儿科门诊每周采集本院报告的猩红热!疑似/临床
诊断"病例和 #. 例诊断为-链球菌感染/扁桃体炎/咽
峡炎.的咽拭子标本% $.#+ ,$.#) 年共采集咽拭子标
本 )*+ 份%
!$"#方法
!$"$!’乙型溶血性链球菌分离培养!’依据 S]$-$
,$..-&猩红热诊断标准’的要求对标本进行处理#取
# M$ 个接种环采样液划线接种于哥伦比亚血平板后#
+* Z培养过夜#$@ J 仍为阴性继续培养过夜并再次查
看有无可疑菌落% 观察菌落形态和溶血情况#挑取可
疑菌落进行分纯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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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鉴定与血清分群!’分纯后的可疑菌落
用 KN\0f全自动生化鉴定仪进行鉴定同时用抗 ((‘(
A(X([(O的兔免疫球蛋白分别致敏的乳胶颗粒#能与
具有相应群特异性多糖抗原的链球菌发生间接凝集#
对链球菌进行血清群别鉴定% 结果一致方可判定为
(群 (溶血性链球菌!O(]"%
!$%#统计学方法’用 0̂=I5$..+ 对监测数据进行图
表绘制#使用统计软 ]G]] $$%. 对数据资料进行统计
学分析#率的比较用!$ 检验% 以1Y.%."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结果
"$!#乙型溶血性链球菌检测一般情况#$.#+ ,$.#)
年密云区 AXA呼吸道细菌实验室共检测哨点医院送
检的临床咽拭子标本 )*+ 份#共检出乙型溶血性链球
菌 $& 份#阳性率为 @%+#?!$&/)*+"% 其中 $.#+ 年阳
性率最高#为 "%*#?!表 #"% 乙型溶血性链球菌阳性
的疾病诊断依次为链球菌感染 ! $@%)"?"(猩红热
!#-%*""(咽峡炎 !#%)#?"(扁桃体炎 !#%$"?"% 诊
断为扁桃体炎和咽峡炎的感染患者中乙型溶血性链
球菌阳性率显著低于诊断为猩红热和链球菌感染患
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1Y.%.#"% 而诊断为猩
红热患者与链球菌感染的患者之间(扁桃体患者与咽
峡炎患者之间乙型溶血性链球菌阳性率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均 1l.%."#表 $"%

表 !#$.#+ ,$.#) 年密云区乙型溶血性链球菌病原学

监测总体情况

年份 监测人数 阳性数 阳性检出率/?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表 "#$.#+ ,$.#) 年密云区乙型溶血性链球菌

临床诊断病例总体情况

临床诊断病例类型 监测人数 阳性数 阳性检出率/?

猩红热 #) + #-%*"

链球菌感染 *+ #- $@%)"

扁桃体炎 +&- " #%$"

咽峡炎 #-) + #%)#

合计 )*+ $& @%+#

"$"#年龄分布’密云区 $.#+ ,$.#) 年猩红热发病
年龄段主要集中在 + M#" 岁% " 岁 M组共有 & 例#阳
性检出率最高#占 ##%+&?)其次 ) 岁 M组共有 * 例#
阳性检出率为 -%-)?). 岁 M和 #" 岁 M年龄组阳性
检出率为 .!表 +"%

表 %#$.#+ ,$.#) 年密云区不同年龄组乙型

溶血性链球菌监测总体情况

年龄/岁 监测人数 阳性数 阳性检出率/?
. M #$" . .
+ M -" # #%#-
@ M &* $ $%.)
" M *& & ##%+&
) M *& * -%-)
* M @" + +%)*
- M @# $ @%--
& M @@ @ &%.&
#. M *) # #%+$
#" M $ . .

合计 )*+ $& @%+#

"$%#时间分布#密云区 $.#+ ,$.#) 年猩红热发病
主要集中在每年的 #& M+# 周#高峰出现在第 $@($"
周#阳性率分别为 ##%*)?和 #$%.*?#从第 $) 周开始
阳性率逐步下降至 .!表 @"%

表 &#$.#+ ,$.#) 年密云区乙型溶血链球菌监测时间分布

监测时间/周次 监测人数 阳性数 阳性检出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人群分布#人群涉及学生(幼托儿童(散居儿童
和餐饮从业人员#主要以学生和幼托儿童为主% 学
生(幼托儿童(散居儿童的乙型溶血链球菌检测阳性
率分别为 "%.-?(@%$@?和 $%-$?#学生的检测阳性
率最高#散居儿童的检测阳性率最低#幼托儿童居中%
三组群体的乙型溶血链球菌检测阳性率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p#%$..# 1p.%"@&#表 ""% 餐饮从业
人员阳性检出率为 .%

表 ’#$.#+ ,$.#) 年密云区乙型溶血链球菌

监测群体分布总体情况

群体类型 监测人数 阳性数 阳性检出率/?

学生 $&" #" "%.-

幼托儿童 $+) #. @%$@

散居儿童 #+& @ $%-*

其他 + . .

合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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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密云区 $.#+ ,$.#) 年猩红热(链球菌感染(扁
桃体炎(咽峡炎的临床诊断病例均能检出 (群乙型溶
血性链球菌#检出率最高的是链球菌感染病例#其次
是猩红热病例% 低于唐智超等 ++,报道的顺义区临床
病例检出率% 链球菌感染(扁桃体炎和咽峡炎的临床
发病症状同猩红热相似#均以发热(口腔粘膜出血(皮
疹及咽峡部红肿为主要发病特征#很有可能被诊断为
猩红热或其他发热皮疹性疾病% 而草梅舌(口周苍白
圈等猩红热典型症状不明确#容易造成临床漏诊或误
诊现象% 依据黄柳革 +@,报道#其在急诊科诊治的猩红
热患者的漏诊(误诊率达 +*%*?% 建议增加对医务人
员的猩红热诊断(治疗和防控相关知识培训#提高医
疗保健机构的早期诊断能力#从临床上避免漏诊(误
诊 +", % 近年来随着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的广泛使用#耐
药性也成了临床治疗中最棘手的问题#有些患者在家
中自行服用抗菌药物#使得临床症状不典型#也是造
成临床医生漏诊和误诊的原因之一 +), % 为提高临床
诊断的准确性#医疗机构应开展猩红热病原学检测#
为临床诊断猩红热提供实验室依据%
%$"#人群对猩红热普遍易感#各年龄组均有发病#主
要集中在 # M#. 岁学生和托幼儿童及散居儿童群间#
和其他地区文献报告相似#符合猩红热人群分布流行
特征#这个可能与该群体正处在生长发育阶段#自身
免疫屏障不健全#所处的成长环境与年龄群体相呼
应#以及低年龄幼托儿童未养成良好个人卫生习惯等
因素有关 +) ,&, %
%$%#密云区猩红热发病存在两个高峰#分别为春夏
之交和秋冬之交% 由于春夏之交!@ ,) 月"的发病高
峰相对较高#所以实验室的病原学监测集中在这 + 个
月#与一些文献报道相似#符合猩红热流行病学特
点 +#., % 春夏之交正值托幼机构和学校集中开学上课
时期#人群密集导致相互传染的可能性增加)密云区
地处北京市东北部#为典型的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
候#四季分明#" 月底() 月初气温逐渐回升#适宜儿童
户外郊游#也可能导致猩红热发病率上升% 因此每年
的 " ,) 月份为猩红热防控重点月#各地疾控机构和
学校幼托机构应引起高度重视%

%$&#据文献报道#密云区 $.." ,$.#@ 年猩红热年平
均发病率为 +%"-/#. 万#发病人群主要以学生和幼托
儿童为主#今后猩红热防治工作应以小学(幼托机构
等单位为重点#及时向医疗机构反馈疫情动态(沟通
病原和药敏监测情况#以利于早期治疗 +##, % 目前猩
红热尚无特效疫苗#管理传染源是预防猩红热的主要
措施#切断传播途径#对猩红热病例做到-早发现(早
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并做好居家环境通风和指导病
家消毒工作#积极通过媒介宣传猩红热防治知识#提
高预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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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 ,.#"- ,.+ "调查研究#

北京市顺义区冬季室内外活动场所 VN"$’ 暴露水平研究

朱春晓’甄国新’刘晓涛’王瑞霞’聂立刚

"摘要#’目的’了解北京市顺义区人群冬季室内外 Gc$%"暴露水平#为精确评估 Gc$%"暴露水平对人群健康影响提

供依据% 方法’开展室外空气 Gc$%"浓度监测#连续采样 * a% 随机选择 # $@) 人进行问卷调查% 分析不同人群 Gc$%"的

暴露水平% 结果’工作日时#男性的室外暴露水平高于女性% 休息日时#男性在家暴露水平低于女性#室外暴露水平高

于女性% 工作日时#!). 岁组在家暴露水平均高于其他组)) M#* 岁组办公/学校暴露水平高于其他组)@" M"& 岁组室

外暴露水平高于其他组% 休息日时#!). 岁组在家暴露水平高于其他组##- M@@ 岁组与其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

Y.%.""% 结论’北京市顺义区不同人群 Gc$%"暴露水平不同#在进行不同人群空气污染暴露评价时#应考虑到 Gc$%"暴

露参数#来提高评价准确性%

"关键词#’Gc$%" )暴露水平)室内)室外

T><3B ?5VN"$’ 4GE?:<@4D414D?C253??@953?<>3??@96>212>24:25J25>4@
259 :<8<@8?CR42M25A

bHPAJ6;1̂43># bH0LO6>1̂4;# UNPi43>1C3># S(LO!641̂43# LN0U41R3;R
!I7=%<#,#-()#5(’"%(")*+),#-".-"’+%()+/.%0 1)"2"%(#+%# !"#$#%& #.#+..#’7#%."

0H8:>@96>1’ /8M46>214’\>6;aIE:C3;a CJIa>:I>FB>B653C4>; ÎB>:6EIC>Gc$%" 4; ‘I484;R]J6;d4a4:CE4=C# :>3:C>

BE>_4aICJI73:4:F>E3==6E3CI3::I::2I;C>FCJI42B3=C>FGc$%" ÎB>:6EI>; B>B653C4>;<N4>F?3:’\JI>6Ca>>E34EGc$%"

=>;=I;CE3C4>; e3:=>;C4;6>6:2>;4C>EIa 4; CJI24aa5I>FI3=J 2>;CJ F>E:I_I; a3d:<(CCJI:32IC42I3C>C35>F# $@) BI>B5I

eIEIE3;a>25d:I5I=CIa C>=>;a6=C3m6I:C4>;;34EI:6E_Id<cI3;eJ45I# Gc$%" ÎCIE;35ÎB>:6EIe3:3;35dgIa<O4:<D>:’N; CJI

e>EQ4;Ra3d# CJI>6Ca>>EÎB>:6EI5I_I5>F2I; 4:J4RJIECJ3; CJ3C>Fe>2I;<(CEI:Ca3d:# =>2B3EIa C>e>2I;# 2I; 3==IBCIa

5I::ÎB>:6EI3CJ>2I3;a J4RJIEÎB>:6EI3C>6Ca>>E:<X6E4;RCJIe>EQ4;Ra3d:# CJIRE>6B >5aIECJ3; ). 3==IBCIa J4RJIE

ÎB>:6EICJ3; CJI>CJIERE>6B 3CJ>2I) >FF4=I/:=J>>5ÎB>:6EI5I_I54; ) ,#* dI3E:>5a RE>6B e3:J4RJIECJ3; CJ3C4; >CJIE

RE>6B:) >6Ca>>EÎB>:6EI5I_I54; @" ,"& dI3E:>5a RE>6B e3:J4RJIECJ3; CJ3C4; >CJIERE>6B:<(CEI:Ca3d:# ÎB>:6EI5I_I54;

RE>6B >5aIECJ3; ). 4:J4RJIECJ3; CJ3C4; >CJIERE>6B 3CJ>2I<A>2B3EIa C>CJI#- ,@@ RE>6B# CJIa4FFIEI;=Ie3::C3C4:C4=355d

:4R;4F4=3;C!1Y.%.""<P?56D<:2?5’\JIa4FFIEI;C3RIRE>6B:4; ‘I484;R]J6;d4a4:CE4=CC>>Q a4FFIEI;CGc$%" ÎB>:6EI# 3;a CJI

ÎB>:6EIB3E32ICIE:>FGc$%" :J>65a 7IC3QI; 4;C>3==>6;C4; CJI3::I::2I;C>F34EB>556C4>; ÎB>:6EI32>;Ra4FFIEI;CRE>6B:# :>

3:C>42BE>_ICJI3==6E3=d>FI_3563C4>;<

0I4BJ?@3:1’Gc$%" ) 0̂B>:6EI) N;a>>E) T6Ca>>E

基金项目*北京市科技计划!编号*b#$##.....+#$..*"

作者单位*#.#+..#北京市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通信作者*甄国新#012345* )-*-**-$9mm<=>2

’’大气细颗粒物污染与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疾病
甚至恶性肿瘤的发病率(死亡率增加具有密切关
系 +# ,@, % 由于粒径$$%" )2可吸入颗粒物中的固体
颗粒或是液滴!Gc$%" "粒径小#可直接被人体吸入到
达肺泡并沉积#进而进入血液循环% Gc$%"可吸附大量
有毒(有害物质#且在大气中停留时间较长#因此其在
呼吸系统的吸收率也较高#对人体健康影响较大 +", %
人群 Gc$%"暴露量在以往的暴露评价研究中#常把环
境监测点某种环境介质中的污染物浓度作为人群实
际暴露水平#而不考虑暴露人群的日常生活方式(性

别差异等因素对实际环境暴露水平的影响% 现选取
北京市顺义区监测点#监测室外 Gc$%"浓度#并对其附
近居民做出行模式调查#以期为 Gc$%"暴露现状和发
展趋势预测分析提供一定依据%

!#材料与方法
!$!#人群时间 S活动模式调查’研究对象抽样遵循
随机化原则#在依据相应的样本量公式计算结果的基
础上#选择系统抽样为本次调查的基本抽样方法% 选
择睡眠时间作为样本量计算指标#参考 $..$ 年我国
居民与营养健康状况调查结果 +), #即我国居民睡眠时
间为!-%+ r#%"" J/a#总体标准差取 #%"% 本次调查
中检验水准 +p.%."#允许误差取 .%##依公式 # 计算
最小样本量结果取整为 -)" 人 +*, %

/-"#/ 首都公共卫生’$.#-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A3B4C35D>6E;35>FG6754=HI35CJ# D6;<$.#- K>5%#$’L>%+



J#G!
#$#%
&

" 公式 #

’’式中*J#,最小样本量)#$,检验水准#$p.%." 时
相应的标准正态差#取 #%&))%,标准差)&,允许误差%

失访率取 $.?#所需调查样本量为 #.-$ 人% 选
择北京市顺义区居民共 +&) 户家庭#随机选取在当地
居住时间!$ 年#年龄在 ) 周岁以上的居民作为调查
对象#被调查对象共 # $@) 人% 采用 &空气污染 !雾
霾"人群出行模式调查问卷’入户调查% 于 $.#+ 年 #$
月 ,$.#@ 年 # 月之间通过询问式问卷作答方式填写
问卷#回收有效问卷共计 # $@) 份% 研究选取&空气污
染!雾霾"人群出行模式调查问卷’中人群工作日与休
息日的时间活动模式#调查内容包括人群基本资料(室
内外环境中以及工作日办公场所/学校等所用时间%
!$"#空气中 Gc"$’浓度监测’ 样品采集 $.#+ 年 #$
月 ,$.#@ 年 $ 月#在顺义区开展室内外及办公/学校
场所空气 Gc$%"浓度监测#在每月中旬连续采样 * a#
分别获得 $# 个有效值% 采样仪器为 $ 台智能中流量
\]G采样器 !fA,#$.H#青岛崂山 "#采样时间为
$@ J#流量 #.. U/24;#按照&HD)#- ,$.## 环境空气中
Gc#.和 Gc$%"的测定重量法’进行样品采集和分析%

!$%#暴露水平研究’

暴露水平计算 9G%A4K\4’ 公式 $

式中*A4代表室内/外 Gc$%"日均浓度#2R/2+)\4
为各环境中暴露时间#J%
!$&#统计学方法’调查问卷采取 0B4a3C3+%. 双录入
方法录入数据# 应用 0̂=I5建立数据库# 并采用
]G]]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工作日和休息
日人群 Gc$%"暴露水平采用多个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
f>52>R>E>_1]24E;>_检验% 检验水准为 +p.%."%

"#结果
"$!#人群时间 S活动模式’人群时间 ,活动模式调
查结果显示调查对象工作日办公时间多于休息日#在
家时间(室外时间少于休息日 !表 #"% 按性别(年龄
分组#工作日男性在家(办公/学校(室外时间均高于
女性#休息日男性在家时间少于女性#室外时间高于
女性% 工作日!). 岁组在家时间和室外时间高于其
他年龄组#) M#* 岁组办公/学校时间高于其他年龄
组% 休息日!). 岁组在家时间和室外时间高于其他
年龄组!表 $"%

表 !’人群工作日/休息日时间 ,活动模式/24;

环境
工作日停留时间 休息日停留时间

中位数 G$" G*" 范围 中位数 G$" G*" 范围
在家时间 *-.%.. *$.%.. -*.%.. . ,# @@.%.. # #@.%.. &).%.. # +$.%.. "@.%.. ,# @@.%..

办公时间/学校 @-.%.. +).%.. "@.%.. . ,# @@.%.. .%.. .%.. .%.. .%.. ,.%..

室外时间 .%.. .%.. #$.%.. . ,&..%.. #$.%.. .%.. #-.%.. .%.. ,*$.%..

表 "’工作日/休息日按性别(年龄分组时间 ,活动模式/24;

因素 分组
工作日人群停留时间 休息日人群停留时间
在家 办公/学校 室外 在家 室外

性别 男 *&) @#* #.* # ##- #@)

女 *-. @#) )" # #"* #$.

年龄/岁 ) M *"" "+@ "$ # #"$ ##*
#- M *-" @*) )$ # #$* #$*
@" M -*) $-- #"$ # #+@ #@*

!). # #@* "# #*. # #*+ #+"

"$"#室内外空气中 Gc"$’浓度监测’Gc$%"日均浓度
采样 $# a#分别获得 $# 个有效值#调查期间室外
Gc$%"浓度中位数为 $#"%$.)R/2+#四分位数范围为
’’

-*%.. ,$@)%).)R/2+% 室内 Gc$%" 浓度中位数为
&@%..)R/2+#四分位数范围为 @&%+. ,#*$%#.)R/2+%
工作场所/学校 Gc$%"浓度中位数为 -+%#.)R/2+#四

分位数范围为 @$%@" ,#&+%".)R/2+%
"$%#Gc"$’暴露水平’
"$%$!’工作日及休息日人群总体 Gc$%"暴露水平!’
经非参数 f>52>R>E>_1]24E;>_检验#工作日期间办公
场所/学校 Gc$%"的暴露水平高于休息日!bp#@%--@#
1Y.%." "% 休息日期间在家 Gc$%" 暴露水平 !bp
#*%*)-# 1Y.%.""和室外暴露水平!bp&%.+@# 1Y
.%.""均高于工作日!表 +"%

表 %’人群工作日/休息日暴露水平/2R#J/2,+

环境
工作日 Gc$%"暴露水平 休息日 Gc$%"暴露水平

中位数 G$" G*" 范围 中位数 G$" G*" 范围
在家时间 #%#+ .%.. #%+$ .%.. ,$%.. #%*& #%". $%.* .%.. ,$%..

办公时间/学校 .%"- .%.. .%*@ .%.. ,#%&& .%.. .%.. .%.. .%.. ,.%..

室外时间 .%.. .%.. .%$$ .%.. ,+%.. .%@+ .%.. .%)" .%.. ,+%..

"$%$"’不同人群间 Gc$%"暴露水平!’工作日时#男 性室外 Gc$%" 暴露水平高于女性 !bp#%&.)#1Y

/&"#/首都公共卫生’$.#-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A3B4C35D>6E;35>FG6754=HI35CJ# D6;<$.#- K>5%#$’L>%+



.%.""% 休息日时#男性在家 Gc$%"暴露水平低于女性
!bp#%*+&#1Y.%.""(室外 Gc$%"暴露水平高于女性
!bp#%+*$# 1Y.%." "% 不 同 年 龄 组 的 人 群 经
f>52>R>E>_1]24E;>_检验#结果显示#工作日期间#!).
岁组在家的 Gc$%" 暴露水平均高于其他组 !!$ p
#*)%*#$#1Y.%."")) M#* 岁组办公/学校 Gc$%"暴露

水平高于其他组!!$ p"#.%.*.#1Y.%."")@" M"& 岁
组室外暴露水平高于其他组!!$ p"-%@+*#1Y.%.""%
休息日期间#!). 岁组在家暴露水平高于其他组##-
M@@ 岁组与其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1
Y.%."#表 @"%

表 &’工作日/休息日按性别(年龄分组暴露水平/2R#J/2,+

因素 分类
工作日人群 Gc$%"暴露水平 休息日人群 Gc$%"暴露水平

在家 办公/学校 室外 在家 室外
性别 男 .%&" .%@@ .%$&3 #%*+3 .%"$3

女 .%&# .%+& .%#) #%-# .%@+

年龄/岁 ) M .%+& 7= .%*@ 7= .%#& 7 #%-# .%@$
#- M .%-" 7= .%)# 7= .%$# 7 #%*@ 7 .%@"
@" M #%#@ 7 .%$" 7 .%+@ 7 #%** .%"$

!). #%#& .%.# .%#+ #%-+ .%@-

’’注*与女性比#31Y.%.")与! ). 组岁比#71Y.%.")与 @" M"& 岁组比#
=1Y.%."%

%#讨论
监测结果显示 $.#+ 年 #$ 月 ,$.#@ 年 $ 月#室外

空气中 Gc$%"浓度超出&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O‘+.&"

,$.#$"’规定的二级标准 +-, #因 Gc$%"对人体多个系

统可造成较为广泛的损害 +&, #对人体健康有潜在危
害#有必要开展该地区 Gc$%"对人群健康影响研究%

根据暴露评价的目的#需要估算各类形式的暴露
与剂量 +#., % 外暴露反映的是暴露浓度与时间的乘积
加和#若仅仅研究空气中有害物质浓度与健康效应的
关系#而缺乏暴露量的考虑#得到的结果是不完整的%
本研究显示#工作日和休息日居民 Gc$%"暴露水平之
间有差异#暴露水平差异可能源于人群不同的活动模
式% 研究发现#居住环境相同的人员之间由活动模式
不同所致的空气污染物暴露差异可达到 +.?以
上 +##, % 有研究表明#人在室内的时间占一日总时间
的 -.? M&.? +#$, #本研究中人群在室内停留时间最
高达 -+%++?!根据问卷人群活动模式得出"#可能与
调查季节处于冬季有关#人们室外活动减少% 本研究
中!). 岁组在家暴露水平均高于其他年龄组#故其居
室内污染物浓度及其影响因素是该人群污染物浓度
个体暴露的重要组成部分% 若要降低!). 岁组 Gc$%"

暴露水平#降低室内浓度是关键% 暴露评价具有地区
特性#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具有不同的行为活动模式#
因此#针对不同人群(不同环境充分结合 Gc$%"外暴露
量作为防护重点#为采取针对性的应对策略和控制措
施提供科学依据#保护人群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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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某社区孕早期妇女母婴健康素养现况研究

孙翠娟’钮文异’刘静

"摘要#’目的’了解孕早期妇女母婴健康素养水平#为提高孕妇健康素养水平提供参考% 方法’采用问卷开展定

量调查#对 $.#" 年 * ,#$ 月在北京市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档的 ".@ 名孕早期妇女母婴健康素养调查资料进行统计

分析% 结果’孕早期妇女母婴健康素养基本知识平均知晓率为 @"%+)?)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知识平均知晓率为
++%@-?)基本技能平均掌握率为 @"%")?% 年龄(文化程度(户籍(高危因素(产次为孕早期妇女母婴健康素养影响因

素% 结论’孕早期妇女母婴健康素养总体水平偏低#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知识知晓率最低% 要加强政府主导#突出健

康教育内容的可读性(连续性#做好孕早期妇女母婴健康素养干预%

"关键词#’健康素养)母婴)孕早期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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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孙翠娟#钮文异" )北京市朝

阳区奥运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孙翠娟#刘静"

通信作者*钮文异#012345*JI35CJ#&")9#)+<=>2

’’母婴健康素养是集孕期营养(体重控制(孕期运
动(分娩方式(母乳喂养(新生儿保健等诸多健康信
息于一体#涵盖了孕产妇人群在特殊生理时期应知
应会的健康知识和行为要点 +#, % 既往研究表明产
前教育是影响母婴健康素养水平的主要因素#健康
教育能够显著提高孕妇的自我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
能力 +$#+, % 为了解孕早期妇女的母婴健康素养水平#
对该人群进行问卷调查#为进一步提高母婴健康素
养提供依据%

!#对象与方法
!$!#对象’’
!$!$!’调查对象!’$.#" 年 * ,#$ 月在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妇科门诊建立&母子健康档案’的孕早期妇女%
!$!$"’纳入标准!’"选择在中心建立&母子健康档
案’的孕早期妇女)#既往无任何心理精神疾病)$知
情同意自愿接受调查者%
!$!$%’排除标准!’"拒绝接受调查的孕早期妇女)
#孕中期和孕晚期妇女%
!$"#调查方法’
!$"$!’资料收集方法!’釆用&母婴健康素养促进’

项目组专家根据&母婴健康素养2基本知识与技能 ""

条’!试行"编写的-母婴健康素养测评.问卷 +#, %
!$"$"’调查内容!’"孕妇基本情况调查表*个人基
本情况(分娩次数(高危因素等) #母婴健康素养测评
问卷*基本知识(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基本技能三个
方面#包括孕期保健(分娩期及产褥期保健(产后母乳
喂养和新生儿保健 @ 类母婴健康问题%
!$%#统计学方法’使用 0B4X3C3+%# 软件进行双录
入#运用 ]G]] #&%. 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卡方检验(

/#)#/首都公共卫生’$.#-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A3B4C35D>6E;35>FG6754=HI35CJ# D6;<$.#- K>5%#$’L>%+



C检验((检验%
!$&#质量控制’尽量降低无应答率#对数据进行逻
辑检错#剔除不合格记录#确保数据资料的真实有
效性%

"#结果
"$!#一般人口学特征’".@ 名孕妇年龄最小 $. 岁#

最大 @@ 岁#平均年龄 +.%+) 岁#其中 $" M+. 岁者占
""%")?% 婚姻状况以已婚者居多#占 &-%$#?% 文化
程度以大学本科所占比例最大 !@#%-*?"#初中及以
下最 低 为 #%"&?% 外 省 市 户 籍 多 于 本 市# 占
"&%*$?% 家庭人均月收入!#. ... 元者比例最大#

占 ).%*#?# " ... M& &&& 元者占 +.%#)?# Y$ ...

元者仅占 .%@.?% 专业以专业技术人员居多#占
+$%*@?%
"$"#孕早期保健管理情况’".@ 名孕妇中#初孕妇
+-$ 人!*"%*&?"#经产孕妇 #$$ 人!$@%$#?"% 无高
危因 素 者 +@+ 人 ! )-%.)?"# 高 危 孕 妇 #)# 人
!+#%&@?"#其中#高龄占 $&%-)?#其次为瘢痕子宫占
$-%@"?#甲状腺功能异常占 #$%+$?#子宫肌瘤占
##%-"?#贫血占 *%"-?#辅助生殖技术占 $%+*?#其
他高危因素占 *%"-?%
"$%#孕早期妇女母婴健康素养基本知识知晓情况分
析’孕早期母婴健康素养基本知识的平均知晓率为
@"%+)?#其 中 初 孕 妇 为 @$%#-?# 经 产 孕 妇 为
""%$&?% 知晓率最高的是 -补充叶酸开始时间.为
&)%)+?#其次为-产后抑郁的主要原因.为 -&%--?和
-孕妇年龄超过多少岁为高龄.为 -+%#+?% 母婴健
康素养基本知识正确率最低的是-足月产的孕周.为
#*%.)?(-前囟闭合正常时间.为 #)%-*?"和 -新生
儿满月增重.为 &%+$?%

经过卡方检验#初孕妇和经产孕妇在-自然分娩
和剖宫产的正确说法 . (-母乳喂养的好处 . (-母乳
代用品的选择. (-孕晚期不需要每次都检查 ‘超. (
-婴儿乳牙萌出时间. (-新生儿生理性黄疸消退时
间. (-巨大儿是指新生儿出生体重达到或超过多少
克. (-新生儿出生后的疫苗接种程序 . (-怀孕期间
出现哪些症状应及时就诊. ( -新生儿脐带脱落时
间. (-新生儿生理性体重下降不超过多少 . (-新生
儿期正常的生理现象. (-足月产的孕周.和-前囟闭
合正常时间.#@ 个问题上的知晓情况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1Y.%."" %
"$&#孕早期妇女母婴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知晓情况
分析’孕早期妇女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知识平均知
晓率为 ++%@-?#其中初孕妇为 +#%*@?#经产孕妇为

+-%&+?% 知晓率最高的是-坐月子期间不适宜的做
法.为 &#%-*?#最低的是 -孕期体重增加数 . 为
#.%"$?!表 #"% 经过卡方检验#初孕妇和经产孕妇
在-母乳喂养持续时间.(-产后开奶的最好时间.和
-# 岁至少接受 @ 次全身检查.+ 个问题的知晓率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1Y.%.""%

表 !#".@ 名孕妇母婴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知识知晓率比较
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正确人数 初孕妇 经产孕妇 正确率/?

坐月子期间不适宜的做法 @)+ +@& ##@ &#%-*

孕期不适宜的运动 @+& ++. #.& -*%#.

母乳喂养持续时间 &- "" @+ #&%@@

产后开奶的最好时间 &$ "" +* #-%$"

每天增加蛋白肉蛋类正确总剂量 -) )* #& #*%.)

# 岁至少接受 @ 次全身检查 )# +@ $* #$%#.

孕中晚期钙的适宜摄入量 "- @+ #" ##%"#

孕期体重增加数 "+ +* #) #.%"$

"$’#孕早期妇女基本技能掌握情况分析’".@ 名孕
妇基本技能平均掌握率为 @"%")?#其中初孕妇为
@+%@.?#经产孕妇为 "$%+.?% 掌握率最高的是-不
能把婴儿单独放在婴儿车里.为 &-%$#?#最低的是
-安静状态下不同月龄的新生儿呼吸次数.为 @%*)?
!表 $"% 经过卡方检验#初孕妇和经产孕妇在-计算
预产期.和-婴幼儿体温超过多少需采用降温措施.技
能掌握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Y.%.""%

表 "’".@ 名孕妇母婴基本技能掌握率情况比较
基本技能 掌握人数 初孕妇 经产孕妇 掌握率/?

不能把婴儿单独放在婴儿
车里

@&" +*@ #$# &-%$#

会计算预产期 @@# +@$ && -*%".

婴幼儿体温超过多少需采
用降温措施

#+& )+ *) $*%"-

学会胎动计数方法 @& +@ #" &%*$

安静状态下不同月龄的新
生儿呼吸次数

$@ #) - @%*)

"$(#母婴健康素养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将年
龄(文化程度(户籍(收入水平(职业(高危因素(产次 *
个变量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文化程度(户
籍(高危因素(产次为孕早期妇女母婴健康素养的影
响因素!表 +"%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孕早期妇女母婴健康素养基本知
识平均知晓率(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知识平均知晓
率(基本技能平均掌握率较低#低于卫红 +@, 报道的
@&%.?(@)%.?(@*%&?#也明显低于邹晓璇等+", 在
$.## 年对北京市海淀区母婴健康素养的调查结果% 为

/$)#/ 首都公共卫生’$.#-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A3B4C35D>6E;35>FG6754=HI35CJ# D6;<$.#- K>5%#$’L>%+



’ 表 %#母婴健康素养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组别 统计值
基本知识平
均知晓率

健康生活方式与
行为平均知晓率

基本技能平
均掌握率

年龄 C -%@#$ +%)#. )%)"-
1 Y.%..# .%.#+ Y.%..#

文化程度 C #.%@.* @%@.* -%@$@
1 Y.%..# .%.." Y.%..#

户籍 ( @%@+" +%-". +%+*#
1 Y.%..# Y.%..# .%..#

收入水平 C #%-$" #%)*# #%-$-
1 .%#@$ .%#*$ .%#@#

职业 C +%"*+ .%*"- .%*"#
1 .%..* .%""+ .%""-

高危因素 ( +%*"& $%"$& @%$+&
1 Y.%..# .%.#$ Y.%..#

产次 ( ,-%#". ,"%.#" ,"%&**
1 Y.%..# Y.%..# Y.%..#

提高母婴健康素养整体水平#做好优生优育#有必要
广泛开展孕前(产前(产时及产后母婴健康教育和健
康促进工作% 黄红丹等 +),的研究表明通过开展孕妇
学校能够显著提高孕妇对母婴健康素养的认识%
%$"’既往研究表明#孕产妇健康素养影响因素主要
包括* 孕期(年龄(文化程度和职业 !收入 " @ 个方
面 +@#"#*, % 本研究结果显示#年龄(文化程度(户籍(高
危因素(产次为孕早期妇女母婴健康素养的影响因
素% 文化程度高#知识储备量大#越关注孕育相关健
康知识#阅读和理解力就强#对待健康知识的态度也
不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把健康素养调查问卷视
为一次学习新知识(提高自我保健能力的机会 +-, % 文
化程度与健康素养成正相关与报道相符#但并不具有
可逆性 +&, % 相对于外省市孕妇#本市户籍孕妇工作压
力小(收入水平高(生活稳定(经济负担轻(依从性好#
大部分有相应的医疗保障#健康素养水平高% 在本研
究中#经产孕妇在母乳喂养(分娩(孕检(新生儿基本
知识和技能方面的掌握情况要高于初孕妇% 年龄稍
大些的孕妇以经产妇为主#随着年龄和孕育次数的增
加#生活经验及围产教育也会增加#整体健康素养水
平也会升高 +$#+#&, % 这也提示在今后孕产妇围产教育
中更应该有所侧重#加强孕期营养(体重控制(新生儿
护理等方面的健康宣教%
%$%’母婴健康素养作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结果

指标#要提高孕产妇的健康素养水平#首先得加强母
婴孕期健康知识普及宣传% 健康教育能够显著提高
初孕妇的自我健康意识和保健能力#在制定教育计划
中要注重孕产妇的接受能力#突出健康教育内容的可
读性(连续性#同时倡导产前健康教育模式多元化#形
成以技能训练为引导#推动母婴健康教育的发展 +#., %
健康素养水平的高低影响着孕产妇的健康行为和健
康结局#应根据职业(文化程度(健康状况(不同孕期
等因素#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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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级中医院挂号收费窗口服务问题及对策

赵森萍

’’"关键词#’挂号收费窗口)服务问题)中医院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中医院

’’国务院发布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
,$.+. 年"’要求#到 $.$. 年我国将实现人人基本享
有中医药服务#使每千人口公立中医类医院床位数达
到 .%"" 张#到 $.+. 年#中医药服务领域实现全覆盖#
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南京市六合区中医
院是全区唯一的二级甲等中医综合性医疗机构#-十
二五.期间#根据全区发展规划#按照二级甲等中医院
建设标准进行新址建设% 启用新址后#病源明显增
加#挂号收费窗口服务凸显了诸多制约% 现结合&纲
要’发展方向#探讨挂号收费窗口提升服务的对策%

!#挂号收费窗口问题剖析
迁入新址后#该院建立了医院信息管理平台#在

导医台下#设立预约挂号(就诊指南(专科门诊时间和
特色专科及检查须知等界面% 但是#目前就诊仍以现
场挂号缴费为主#挂号和收费窗口为一体化设置#共
$. 位服务人员 !男性 # 名#女性 #& 名"#本科毕业 #
名#大专 - 名#其他 ## 名为中专和高中学历% 由于病
源增加(软硬件条件受限等因素影响#病人在挂号(缴
费或住院费用结算过程中#既存在收费人员不足#服
务意识不强#制度不完善#流程不通畅#信息管理手段
落后等#更表现出窗口设置(信息管理系统应用及专
业人员配备等问题%
!$!’窗口设置未体现门诊量增加的业务需求% 迁入
新址前#该院开放床位 #.. 张#年门!急"诊总量 #+ 余
万人次#年出院 + ".. 余人次% 迁入新址后#开放床位
@.. 张#门!急"诊总量显著增加#挂号收费窗口增加
到 #$ 个#并设立儿童及住院病人窗口% 但是#就诊高
峰时#由于初诊病人信息录入慢等问题#即使 #$ 个挂
号收费窗口全部开放#病人仍排队时间长#降低了病
人及家属的满意度#加之窗口信息提示不明确#时有
误排队现象%
!$"’医院管理信息化设备陈旧老化#仪器运行慢或
故障率高#或者临时出现医保网络系统连接中断等#
而应急措施未跟上#导致某些时间段挂号收费出现排
长队现象等#有待加强信息化技术的应用%

!$%’调查显示#医院挂号收费窗口服务人员素质差
异明显 +#, % 挂号收费窗口服务人员多为财务人员#缺
乏医疗专业知识和必要的培训#当用户咨询医疗方面
问题时难以解疑释惑% 加之电子化处方跟进不足#住
院患者出院前与医生(护士沟通交流不够#在对住院
费用产生质疑时#在收费结算窗口发泄不满情绪%
!$&’大多数区级中医院老年(乡村病人(慢性病人
多#动作迟缓(反应慢#需要解释说明的情况多等#也
会造成挂号收费节奏慢#需要加强导医等服务的前置
管理%

"#对策探讨
"$!’合理设置窗口#提升服务效率% 围绕医院就医
流程及病人性质#统筹挂号收费窗口功能#细分和设
置专门窗口#并根据病人情况#动态调整和分流窗口
人数 +$, % 如设置专家(专科挂号窗口)根据病人身份#
设置自费(医保(公费医疗(新农合病人等挂号窗口)
设置退费窗口#集中办理退费#避免其他病人排长队%
窗口设置中#做到提示信息准确醒目% 就诊高峰时#
充分发挥挂号(收费(医保等专门窗口作用#非就诊高
峰#可将多窗口功能合并#既缓解病人排长队#也减轻
收费压力#节约服务成本% 同时#发挥医院信息系统
!HN]"在挂号收费中的支持和窗口电子显示屏标识系
统支持作用#灵活(实时地显示调整窗口标示状态%
"$"’引进先进的医院挂号收费管理系统#使病人信
息在挂号收费(临床和检查科室之间互联互通#有力
提升挂号(划价(收费(取药(检查(治疗等环节的工作
效率#缩短等候时间#减少就诊病人排队现象#消除挂
号(收费(取药时间长的 -三长.现象#提高医院管理
水平% 将该院信息化建设纳入&江苏省基层中医药服
务能力提升工程-十三五.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建立
和完善以中医电子病历为核心(以医院管理为重点#
功能涵盖诊疗规范(绩效考核等内容的县级中医医院
信息系统 ++, % 同时#加强预约挂号管理#该院虽建立
了网上预约挂号#但运行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进一
步完善服务制度#创建多元化的挂号收费方式#让一
部分病人错开早间高峰期#减轻收费窗口压力% 切实
推进银行(保险(医保(缴费等互联网 W的融合和发

/@)#/ 首都公共卫生’$.#-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A3B4C35D>6E;35>FG6754=HI35CJ# D6;<$.#- K>5%#$’L>%+



展#推进-银医通.建设%
"$%’制定挂号收费窗口人员岗前培训及在职培训计
划#加强专业知识及技能培训#考试成绩与绩效挂钩%
具体为*!#"岗前培训采用师带徒的形式#对工作要
求(服务规范(操作技能等手把手教#面对面培训#考
核合格方可上岗)!$"掌握收费标准及工作流程#为病
人提供准确(及时的挂号(收费服务及出入院结算服
务)!+"熟练电脑及挂号收费信息系统的相关操作#快
速正确录入病人信息和收费信息)!@"收交现金时做
到唱收(唱付#当面点清#杜绝错收(漏收现象)!""掌
握农合医保政策#熟练(准确解答患者的疑问%
"$&’加强制度建设#实行首问负责制% 挂号收费窗
口应执行首问负责制#遇到问题需与相关科室协调
时#应及时安抚病人和家属#积极(主动联系相关科
室#尽量把矛盾消化在医院内部#避免病人和家属来
回奔波 +@ ,", % 各科室门诊医生排班表有变动时应及
时与门诊收费窗口反馈沟通#适时调整% 定期开展挂
号收费窗口故障总结与讨论#对窗口服务质量进行小
结#查摆问题#提出整改措施并限期改进#提高工作
质量%

医院收费管理是医院经济管理(财务管理的重要
环节#而挂号收费是一个高频率(单调重复(长时间久
坐(高强度超负荷的岗位#在医院管理中又处于比较
边缘(弱化的地位#往往重视程度不够#但却是医患矛
盾及医疗纠纷较集中的地方#其作用和服务质量值得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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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麻疹风疹联合减毒活疫苗引起急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 例

金常俭

’’"关键词#’麻疹风疹联合减毒活疫苗)急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病例报道

作者单位*###...#辽宁省辽阳市文圣区疾病预防控制站

’’$.#) 年 # 月 #& 日#辽阳市文圣区疾病预防控制
站接到辽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电话报告 # 例接种麻疹
风疹联合减毒活疫苗出现过敏病例#接到报告后#区
疾病预防控制站专业人员立即赶赴第三人民医院进
行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为提高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处
理能力#总结经验教训#现将辽阳市文圣区 # 例接种
麻疹风疹联合减毒活疫苗后引起急性免疫性血小板
减少症病例处置情况报道如下%

!#病例基本情况
患儿#男### 月龄!$.#" 年 # 月 #) 日出生"#本区

散居儿童%

"#发病及就诊经过
$.#) 年 # 月 #$ 日#患儿无明确诱因现足背针尖

样出血点#压之不褪色#逐渐向双下肢蔓延)$.#) 年 #
月 #" 日#臀部及双下肢可见瘀斑#压之不褪色)并当
日因不慎头磕碰后出现右侧头皮下瘀斑#到本市第三
人民医院就诊% $.#) 年 # 月 #) 日#被以-皮下出血原
因待查.入院治疗% 入院后查体*体温为 +)%- Z(脉
搏为 #$. 次/分(呼吸为 $) 次/分(体质量为 & QR% 神
志清楚#周身(面部散在针尖样出血点#双下肢为著#
压之不褪色#右侧头皮可见约 - =2q" =2瘀斑#双下
肢及臀部可见瘀斑 $ =2q$ =2#臀部瘀斑可触及约绿
豆大小硬结#无触痛% 血常规*白细胞计数 &%)* q
#.& /U#中性粒细胞比率 #-%#@?# 淋巴细胞比率
*.%)@?#中性粒细胞计数 #%*" q#.& /U#血红蛋白
#.- R/U#血小板计数 + q#.& /U#提示血小板重度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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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血常规提示*非平行性贫血#红细胞计数正常#血
红蛋白轻度减低#且为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 予甲强
龙抑制免疫反应#丙球蛋白封闭抗体#酚磺乙胺预防
出血#喜炎平抗病毒#转化糖保护脏器等治疗% $.#)
年 # 月 $# 日治愈出院% 出院诊断*急性免疫性血小
板减少症!重型"%

%#流行病学调查
%$!#个人既往史’足月剖宫产#出生体重 + -.. R#体
健% 否认药物过敏史#蛋清过敏% 有卡介苗(乙肝疫
苗(脊髓灰质炎疫苗(百白破疫苗((群流脑疫苗(流
感疫苗免疫史#期间未发生异常反应%
%$"#家庭史’母亲青霉素过敏#父亲海鲜过敏%
%$%#接种疫苗与注射器’$.#" 年 #$ 月 +# 日患儿接
种麻疹风疹联合减毒活疫苗!c!"一剂次#留观 .%" J
后无异常% 所用 c!疫苗为北京天坛生物有限公司
生产#批号为 $.#@#..+-#效期至 $.#) 年 @ 月 " 日)注
射器为山东新华安得医疗用品有限公司生产#批号为
.@#$"#效期至 $.#* 年 #$ 月% 该批次疫苗运输(储存
符合冷链要求%

&#调查诊断结论’
$.#) 年 ## 月 $$ 日#辽宁省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

查诊断专家组通过对调查材料(患儿监护人陈述并结
合病史#根据&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办法’(&预防接
种工作规范’#认为*患儿急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与
接种 c!疫苗有关#本病例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参照&医疗事故分级标准’#损害程度为四级%

’#讨论
预防麻疹和风疹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接种相应的

疫苗 +#, #我国目前使用的麻疹和风疹疫苗为减毒活疫
苗#其优势是抗原含量少(免疫原性好(保护期长#但
减毒活疫苗的安全性长期受到诟病#每年我国使用的

几种减毒活疫苗的 (0[N报告发生率均排在前几
位 +$ ,@, % 本病例的发病时间(临床症状与接种含麻疹
类疫苗引起的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吻合 +", #与国内有关
报道相似 +) ,-, #结合多方面因素认为是一例异常反
应% 适龄儿童预防接种疫苗#不可避免会有少数儿童
因各种因素引发异常反应#虽然发生率极低#但给儿
童造成痛苦和损害#对适龄儿童预防接种工作产生不
利影响% 因此#在开展预防接种工作时#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和预防接种资质(预防接种工作人员资格认
证十分重要#预防接种工作人员增强责任心#严格掌
握疫苗禁忌症#按预防接种技术规范操作#尽可能降
低引起反应的各种因素#保证儿童安全预防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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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 a437ICI:2I554C6:#Xc" 是一组以高血糖
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 由于其发病率(死亡率及其带
来经济损失不断增长而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负担 +#, %
为进一步了解北京市昌平区某社区中老年人群糖尿
病的流行特征及趋势#为制订防治规划提供参考#于
$.#" 年对昌平区某农村社区 @. M*& 岁居民开展了糖
尿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现将调查结果报道如下%

!#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北京市昌平区某农村社区% 采用分
阶段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 + 个自然村#以户籍在
本地的 @. M*& 岁常住居民作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
调查(医学体检和血生化检测%
!$"#方法’调查前被调查对象均签署了知情同意
书% 采用面对面一对一问卷调查!包括文化程度(既
往病史(慢性病情况#行为习惯(体力活动状况级糖尿
病认知情况等")医学体检!身高(体重(腰围(臀围(血
压"采用标准方法进行人体测量)血生化检测*取空腹
#$ J 的静脉血进行血糖检测%
!$%#诊断标准’糖尿病采用 SHT!#&&& 年"糖尿病
诊断标准 +$, )超重及肥胖诊断标准参照&中国成人超
重和肥胖预防控制指南’ ++, %
!$&#质量控制’所有调查人员和实验室人员在调查
前均经过统一培训#经考核合格后上岗% 现场调查和
实验室检测结果均进行了质量控制%
!$’#统计学方法’数据录入采用 0B4a3CI+%# 软件进
行双录入核查#经逻辑效能检验#对录入结果进行校
正% 采用 ]G]] #$%. 软件#!$ 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 年昌平区某农村
社区共有 @. M*& 岁居民 @ +.& 人#实际调查 @ #++ 人#
其中男性 # *$@ 人#女性 $ @.& 人%
"$"#糖尿病(Xc)患病情况’$.#" 年昌平某农村社
区 @. M*& 岁常住居民糖尿病患病率为 $.%@$?#其中
男性糖尿病患病率为 $$%*@?(女性为 #-%*)?#经统
计学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1Y
.%."")糖尿病患病率随年龄的增大而升高#经趋势检
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1Y.%.""% 男女
皆为 )" M)& 岁年龄组患病率最高#分别为 +#%+)?和
$-%.&?%
"$%#不同体质指数居民糖尿病患病情况’$.#" 年昌
平区某农村社区 @. M*& 岁常住居民超重率为
@+%&@? ! # -#)/@ #++ "#肥胖率为 ++%&.? ! # @.#/
@ #++"#随着体质指数增长糖尿病患病率呈上升趋势

!!$ p)*%."#1Y.%.#"%

%#讨论
$.#" 年昌平区某社区 @. M*& 岁户籍常住居民糖

尿病患病率为 $.%@$?#高于 $..$ 年北京地区中老年
人糖尿病患病率!##%+)?" +@, % 糖尿病患病率男女性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男性高于女性#与中国慢性病及
其危险因素监测信息中糖尿病患病率男性与女性无
差异 +",不一致% 推测应与该社区男性相关危险因素
!吸烟(饮酒等"暴露率高于女性有关% 糖尿病的患病
率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升高#表现出高龄群体高患病风
险的增龄特点#年龄是糖尿病发生的一独立危险
因素%

此次调查显示#昌平区某农村社区 @. M*& 岁人
群超重率为 @+%&@?#肥胖率为 ++%&.?% 随着体质指
数增长糖尿病患病率呈上升趋势% 有研究显示#超重
肥胖是 $ 型糖尿病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 +) ,*, #如能在
原有体重基础上减掉 " M) QR#或减掉原有体重的
#.?#就足以带来健康益处 +-, % 因此超重(肥胖者控
制体重#可以减少发生糖尿病的危险性% 建议相关部
门在社区内设置健康步道#鼓励居民加强体力活动#
通过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以有效的减少糖尿病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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