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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广西高中生乙肝高发的原因ꎬ为有关部门制定乙肝防控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采用

自行设计的流行病学调查问卷ꎬ分层随机整群抽取广西 ２ ６３２ 名高一至高三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ꎮ 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

学资料、生活习惯、病毒性肝炎患病史、病毒性肝炎防治知识知晓情况和乙肝疫苗接种史等ꎮ 结果　 ２ ６３２ 名学生中ꎬ乙肝

表面抗原(ＨＢｓＡｇ)阳性 １９２ 名ꎬ阳性率为 ７.２９％ꎮ 单因素 χ２ 检验结果发现ꎬ学生 ＨＢｓＡｇ 阳性率的高低与家庭成员有无肝

炎史、学生有无美容美发外伤史、本人是否接种过乙肝疫苗、对乙肝知识的知晓情况(传播途径、传染源以及乙肝治疗结

局)有关ꎮ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ꎬ家庭成员具有肝病病史和学生美容美发外伤史与乙肝感染呈正性相关(ＯＲ ＝ ３.６２ꎬ９５％ＣＩ
＝ ２.２８~ ５.７３ꎻＯＲ＝ ３.０６ꎬ９５％ＣＩ＝ １.９４~ ４.８３)ꎬ乙肝疫苗接种史与乙肝感染呈负性相关(ＯＲ＝ ０.０８ꎬ９５％ ＣＩ ＝ ０.０５ ~ ０.１１)ꎮ 结

论　 广西高中生乙肝病毒感染可能与乙肝疫苗接种缺失、美容创伤及家庭接触有关ꎮ
【关键词】 　 肝炎病毒ꎬ乙型ꎻ感染ꎻ因素分析ꎬ统计学ꎻ学生

【中图分类号】 　 Ｒ ５１２.６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９)０１￣０１１０￣０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ｏｆ ＨＢＶ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 ＭＥＮＧ Ｍｉｎｇｌｖ ＸＩＯＮＧ Ｇｕｏｌｉｎ ＨＵＡＮＧ Ｓｉｍｅｉ ＨＵＡＮＧ
Ｈｕｉｓｈｅｎ ＪＩＡＮＧ Ｊｉｎｔａｉ ＣＥＮ Ｚｕｏｊｉｅ ＭＥＮＧ Ｘｉｎｇｘｉｎｇ ＸＩＥ Ｚｈｉｃｈｕ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Ｇｕａｎ￣
ｇｘｉ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ｎｎｉｎｇ  ５３００２１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ｖｉｒｕｓ ＨＢＶ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 ｓｅｌｆ￣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ａｍｏｎｇ ２ ６３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ｈａｂｉｔｓ ＨＢＶ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ｖｉｒａｌ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ｖａｃｃｉｎ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ｒｅｇｒｅｓ￣
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１９２ ｏｕｔ ｏｆ ２ ６３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ｆｏｕｎｄ ＨＢｓＡｇ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２ ４４０ ｗｅｒｅ ＨＢｓＡｇ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ｆａｍｉｌｙ ｌｉｖｅ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ｈａｉｒｄｒｅｓｓ￣
ｉｎｇ ｉｎｊｕｒ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ｖｉｒｕｓ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  ＯＲ ＝ ３.６２ ９５％ ＣＩ ＝ ２.２８－５.７３ ＯＲ ＝ ３.０６ ９５％ＣＩ ＝ １.９４－
４.８３  ａｎｄ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ｖａｃｃ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ｖｉｒｕｓ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  ＯＲ＝ ０.０８ ９５％ＣＩ＝ ０.０５－０.１１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ｉｖｅ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ｈａｉｒ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ｉｎｊｕｒｙ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ｌｏｗ ｒａｔｅ ｏｆ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ｖａｃｃ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ａｙ 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ｈｉｇｈ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ｖｉｒｕｓ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ｖｉｒｕｓ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８１４６０５１２ )ꎮ

【作者简介】 　 蒙明虑(１９８８－　 )ꎬ女ꎬ广西河池人ꎬ硕士ꎬ助教ꎬ主要研

究方向为传染病流行病学ꎮ

【通讯作者】 　 谢志春ꎬＥ￣ｍａｉｌ:３５７１５４８８７＠ ｑｑ.ｃｏｍ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９.０１.０３０

　 　 在我国法定报告的传染病中ꎬ病毒性肝炎的发病

率和死亡率占首位[１] ꎬ我国慢性肝病患者多数属于乙

型肝炎病毒( ＨＢＶ)感染ꎬ占 ５０％ ~ ６０％[２－３] ꎮ 乙肝多

呈慢性感染ꎬ传播途径复杂ꎬ发病率高ꎬ已成为我国重

要公共卫生问题ꎮ 我国从 １９９２ 年将乙肝疫苗纳入计

划免疫管理ꎬ２００２ 年将乙肝疫苗纳入计划免疫ꎬ２００５
年将乙肝疫苗纳入新生儿免疫规划实行全部免费接

种[４－５] ꎮ ２００６ 年全国乙肝血清流行病学调查表明ꎬ我
国 １ ~ ５９ 岁一般人群乙肝表面抗原(ＨＢｓＡｇ)携带率从

１９９２ 年的 ９.７５％下降到 ７.１８％[６－１０] ꎬ表明接种乙肝疫

苗是预防乙肝感染最经济有效的措施ꎮ
本课题组在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对广西的

高中生进行了乙肝病毒感染的抽样调查ꎬ发现在 ２ ６３２
名学生中ꎬ ＨＢｓＡｇ 阳性者高达 １９２ 名ꎬ 阳性率为

７.２９％ꎬ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４.３８％) [７－１０] ꎬ并未达

到国家«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全国乙型病毒性肝炎防治规

划» [１０]小于 ７％的目标ꎮ 为了解广西高中生乙肝病毒

感染率高的原因ꎬ笔者对这 １９２ 名 ＨＢｓＡｇ 阳性学生及

２ ４４０ 名 ＨＢｓＡｇ 阴性学生进行相关影响因素调查分

析ꎬ现将结果报道如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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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２０１６ 年 ５ 月ꎬ采用分层随

机整群抽样方法ꎬ从广西现有的 １４ 个地级市ꎬ按地理

分布分为东、南、西、北、中共 ５ 个片区ꎬ选取 ５ 个片区

的代表城市分别为玉林(东)、南宁(南)、百色(西)、
桂林(北)和柳州(中)ꎮ 根据 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次全国人口

普查资料ꎬ这 ５ 个城市的常住人口数占到全广西常住

人口总数的 ５２.４％ꎮ 参照计算出来的样本含量ꎬ具体

实施时ꎬ从每个城市随机抽取 ３ 所高中ꎬ抽中的高中每

所随机抽取 ３ 个班级(高一、高二、高三各 １ 个班)ꎬ抽
中的每个班级全部学生采集静脉血检测抗－ＨＣＶ 和乙

肝血清标志物ꎮ 按上述方法抽样ꎬ预计可收集静脉血

样数量为 ５(片区) × ３(学校) × ３(班级) × ６０ (份) ＝
２ ７００份ꎮ 在抽血的同时ꎬ现场发放调查表ꎮ 共发放并

收回 ２ ７００ 份问卷ꎬ经过对信息核对ꎬ有 ３６８ 份问卷因

填写不完整被剔除ꎬ有效问卷为 ２ ６３２ 份ꎬ问卷有效率

９７.４８％ꎮ 其中男生 ８３２ 名ꎬ女生 １ ８００ 名ꎻ汉族学生

１ ４９７名ꎬ壮族 １ ０１９ 名ꎬ其他少数民族 １１６ 名ꎻ１６ 岁学

生 ９５７ 名ꎬ１７ 岁 ８６３ 名ꎬ１８ ~ ２０ 岁 ８１２ 名ꎻ城镇学生

１ ７０９名ꎬ农村 ９２３ 名ꎮ 本次调查已经获得广西医科大

学伦理委员会审批同意ꎬ且所有调查者签署知情同

意书ꎮ
１.２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ꎬ在广泛查阅文献的基础

上[９－１０] ꎬ针对乙肝的可能传播方式与途径ꎬ自行设计

调查表ꎬ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姓名、性别、年龄、
年级、民族、居住地等 １２ 个条目)ꎻ生活习惯(生活接

触史、牙科手术史、就诊史、血液接触史、用餐习惯史

等 １９ 个条目)ꎻ病毒性肝炎患病史(肝炎患病史、肝炎

接触史、家族肝病史等 ５ 个条目)ꎻ病毒性肝炎防治知

识知晓情况(乙肝的传染源、传播途径、乙肝是否能治

愈等 ８ 个条目)和乙肝疫苗接种史ꎮ 问卷由 ３ 位流行

病学老师指导设计ꎬ并评价合理性和适用性ꎮ 正式调

查前做了 １００ 份问卷的预调查ꎬ在预调查的基础上对

内容进行调整完善ꎬ并在问卷中设计逻辑性问题进行

检验ꎮ 调查前统一培训调查员ꎬ培训合格后参与调

查ꎬ现场采用面对面问卷调查ꎮ 调查中随机抽查 ５％
的问卷对调查对象进行重复调查以控制质量ꎬ重复调

查结果总一致率是 ９７％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问卷内容按照双录入的要求统一录

入ꎬ并随机抽查ꎬ若双录入结果不一致ꎬ则找出原始调

查表进行核对信息ꎬ确保录入的信息准确完整ꎮ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ｅ ３.１ 软件建立调查问卷数据库ꎬ并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ꎮ 采用 χ２ 检验比较不

同组别之间各种率的差异ꎬ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筛选乙肝感染的可能危险因素ꎬ检验水

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乙肝病毒感染的单因素分析 　 结果发现ꎬ学生

ＨＢｓＡｇ 阳性率的高低与家庭成员有无肝炎史、学生有

无美容美发外伤史、本人是否接种过乙肝疫苗、对乙

肝知识的知晓情况(传播途径、传染源以及乙肝治疗

结局)有关(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广西高中生乙肝病毒感染相关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因素
有效

应答数
阳性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家人有肝炎史 有 ２８９ ３４(１１.７６) １ ３７８.００ <０.０１
无 ２ ３４３ １５８(６.７４)

年龄 / 岁 １６~ ９５６ ６５(６.７９) ２.０３ ０.３６
１７~ ８６３ ５９(６.８４)
１８~ ２０ ８１２ ６８(８.３７)

性别 男 ８３２ ７２(８.６５) ３.３２ ０.０７
女 １ ８００ １２０(６.６７)

传染源 知晓 １ ７８９ ６２(３.４７) １２１.１１ <０.０１
未知晓 ８４３ １３０(１５.４２)

传播途径 知晓 １ ３９５ ５３(３.８０) ５３.６３ <０.０１
未知晓 １ ２３７ １３９(１１.２４)

乙肝治愈情况 知晓 ２ ０５３ ８７(４.２４) １２８.９７ <０.０１
未知晓 ５７９ １０５(１８.１３)

民族 汉族 １ ４９７ １１１(７.４１) １.６０ ０.４５
壮族 １ ０１９ ７６(７.４６)
其他民族 １１６ ５(４.３１)

城乡 农村 １ ７０９ １２４(７.２６) ０.０１ ０.９２
城镇 ９２３ ６８(７.３８)

公用牙刷 有 ２７３ １７(６.２３) ０.５１ ０.４７
无 ２３５９ １７５(７.４２)

口腔诊疗 有 １ ２１０ ９１(７.５２) ０.１７ ０.６８
无 １ ４２２ １０１(７.１０)

内窥镜检查史 有 １１９ １０(８.４０) ０.２３ ０.６３
无 ２ ５１３ １８２(７.２４)

手术史 有 ２８９ ２０(６.９２) ０.０７ ０.８０
无 ２ ３４３ １７２(７.３４)

输血史 有 １２６ ５(３.９７) ２.１７ ０.８０
无 ２ ５０６ １８７(７.４６)

共用注射器 有 ８０ ３(３.７５) ２.１７ ０.１４
无 ２ ５５２ １８９(７.４１)

美容美发外伤 有 ２６０ ３３(１２.６９) １２.４３ <０.０１
无 ２ ３７２ １５９(６.７０)

乙肝疫苗免疫 有 １ ７８９ １０３(５.７６) １９.５２ <０.０１
无 ８４３ ８９(１０.５６)

　 注:()内数字为阳性率 / ％ꎮ

２.２　 乙肝病毒感染的多因素分析　 以 ＨＢｓＡｇ 是否阳

性为因变量ꎬ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因素为自变

量ꎬ自变量的赋值以阳性或有相关创伤史为 １ꎬ阴性或

者无相关创伤史为 ０ꎬ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
结果发现家庭成员有肝炎史和有美容美发外伤史与

乙肝感染呈正性相关(ＯＲ 值分别为 ３.６２ꎬ３.０６)ꎬ有疫

苗接种史、知晓乙肝传播途径、知晓传染源、知晓乙肝

治愈情况与乙肝感染呈负性相关(ＯＲ 值分别为 ０.２３ꎬ
０.２０ꎬ０.１６)ꎮ 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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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广西高中生乙肝病毒感染

相关因素的多因素分析(ｎ ＝ ２ ６３２)

自变量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家庭肝炎病史 １.２９ ０.２４ ２９.９０ <０.０１ ３.６２(２.２８~ ５.７３)
美容美发外伤史 １.１２ ０.２３ ２２.９７ <０.０１ ３.０６(１.９４~ ４.８３)
乙肝疫苗接种 －２.５８ ０.２０ １７０.８８ <０.０１ ０.０８(０.０５~ ０.１１)
知晓传播途径 －１.４５ ０.１８ ６４.１６ <０.０１ ０.２３(０.１６~ ０.３３)
知晓传染源 －１.５９ ０.１７ ８８.６４ <０.０１ ０.２０(０.１５~ ０.２８)
知晓乙肝治愈情况 －１.８６ ０.１７ １２１.４０ <０.０１ ０.１６(０.１１~ ０.２２)

３　 讨论

ＨＢＶ 的感染途径多样ꎬ可经血液、污染的医疗器

械及日常的密切接触ꎬ同时还与宿主的免疫情况等有

关ꎬ不同个体传染的途径各有差别[１１] ꎮ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ꎬ家庭成员有肝炎病史和美容

美发外伤接触史与乙肝感染呈正性相关ꎬ而乙肝疫苗

免疫史、知晓乙肝传播途径、知晓传染源、知晓乙肝治

愈情况与乙肝感染呈负性相关ꎮ 提示减少危险因素

的暴露ꎬ加强乙肝疫苗接种ꎬ加大乙肝防治知识的宣

传力度是预防乙肝感染的关键措施ꎮ
高中生年龄大部分在 １６ ~ ２０ 岁ꎬ这个时间段正是

乙肝疫苗从计划免疫管理到基础免疫的过渡期ꎬ由于

乙肝疫苗需要付费ꎬ这期间出生的儿童ꎬ因家庭经济

方面或和医学相关知识缺乏等原因ꎬ有些未能及时或

全程接种乙肝疫苗ꎬ即使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国家对 ７ ~
１５ 岁青少年进行乙肝疫苗的查漏补种ꎬ有些学生也未

能够补种ꎮ 同时这个年龄段的中学生ꎬ身边的很多成

年人ꎬ包括父母和其他长辈有相当一部分是乙肝病毒

携带者(本次调查发现ꎬ有 ９.５４％的学生的家人肝炎

病史)ꎬ因此部分学生可能因为生活在乙肝家庭ꎬ周围

有较多传染源而被感染[１２－１３] ꎮ
随着无偿献血制度的不断完善及对血制品的要

求不断提高ꎬ由输血引起的乙肝感染逐渐减少ꎬ公共

服务场所的 ＨＢＶ 传播成为高中生乙肝感染的重要危

险因素ꎮ 结果表明ꎬ美容创伤史、美容美发外伤史与

乙肝感染呈正性相关ꎬ可能原因为许多小的美容院从

业人员素质不高ꎬ乙肝防治知识缺乏ꎬ卫生条件达不

到标准要求ꎬ使用的美容美发工具不消毒或消毒不彻

底ꎬ或达不到灭活肝炎病毒的标准ꎬ或毛巾和美容工

具交叉共用[１４－１６] ꎮ 使用尖锐的美容工具容易致皮肤

受损ꎬ乙肝病毒可以通过破损的皮肤感染人体[１７] ꎮ
调查还发现ꎬ学生如果知晓有关乙肝方面的知识

可以降低乙肝感染率ꎬ因此ꎬ对广西高中生今后的乙

肝防治工作ꎬ应采取综合措施ꎬ加强对美容美发等公

共服务场所的监管力度ꎬ有效切断乙肝传播途径ꎮ 同

时还要加强全人群乙肝防治知识的科普和宣传教育ꎬ
使其改变不良的行为及生活习惯ꎮ 特别提醒与乙肝

感染者长期共同生活的人群ꎬ要加强乙肝疫苗的接

种ꎬ确保体内有乙肝保护性抗体ꎮ 接种乙肝疫苗是预

防乙肝病毒感染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ꎬ政府应加大

宣传力度ꎬ对未接种乙肝疫苗的学生及时免费补种ꎬ
对已经接种但是抗体滴度比较低的学生要定期检查ꎬ
并给予加强接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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