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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某高校学生宿舍尘螨孳生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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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山西省某高校学生宿舍尘螨孳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ꎬ为预防尘螨诱发的过敏性疾病提供理论支

持ꎮ 方法　 ２０１８ 年 ３—５ 月ꎬ分层随机抽取山西省某高校学生宿舍 ２８６ 间ꎬ并对抽取宿舍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用带有尘螨

采集器的真空泵对学生床铺进行尘螨采样ꎮ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４.０ 软件分析尘螨孳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尘螨孳生与过敏性鼻

炎的关系ꎮ 结果　 确诊过敏性鼻炎患者 １１７ 名ꎬ检出率为 ８.１％ꎮ 女生宿舍平均尘螨密度[(７１.０３±３０.５８)只 / ｇ]高于男生

宿舍[(６９.３３±２８.６５)只 / ｇ]ꎻ阴面宿舍平均尘螨密度[(７５.６１±６.３７)只 / ｇ]高于阳面宿舍[(６７.１４±４.８６)只 / ｇ]ꎻ随楼层的升

高ꎬ尘螨平均密度逐渐降低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Ｆ 值分别为 １１.８５ꎬ１２.１５ꎬ２８.５９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高密度尘螨孳生与过

敏性鼻炎发生呈正相关(ＯＲ＝ ３.８２ꎬ９５％ＣＩ＝ ２.３１~ ６.３２)ꎮ 结论　 高校学生过敏性鼻炎患病率处于较高流行水平ꎬ高密度尘

螨孳生是过敏性鼻炎的相关因素ꎮ 应完善高校学生宿舍卫生管理制度ꎬ加强医学科普教育ꎬ提高学生健康素养ꎬ预防尘螨

过敏ꎬ保障高校学生健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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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向为过敏性疾病的基础与临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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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敏性鼻炎是一种常见病ꎬ近几年在世界范围内 发病率呈上升趋势ꎬ已影响全世界 ４０％的人口[１] ꎮ 中

国过敏性鼻炎的上升趋势日渐明显ꎬ在校大学生过敏

性鼻炎流行病学调查显示ꎬ尘螨普遍存在于人类居住

环境中ꎬ是引起过敏性鼻炎的主要致敏原[２] ꎮ 不同地

区研究者对尘螨孳生情况及其与过敏性鼻炎进行研

究ꎬ结果显示ꎬ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下ꎬ居室

环境螨虫孳生情况及种类均有所不同[３－９] ꎮ 本研究旨

在调查山西省某高校学生宿舍尘螨孳生现状ꎬ分析其

影响因素及与过敏性鼻炎的相关性ꎬ为尘螨孳生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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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性鼻炎提供防控措施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８ 年 ３—５ 月ꎬ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

法ꎬ对山西省某高校全部学生宿舍进行抽样ꎬ共抽取

３１６ 间ꎬ因抽取的宿舍中有 ３０ 间空宿舍ꎬ最终共调查

２８６ 间宿舍ꎬ男生 ８８ 间ꎬ女生 １９８ 间ꎮ 对被抽取宿舍

的学生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ꎬ每间宿舍 ６ 人ꎬ共发放问

卷 １ ７１６ 份ꎬ收集有效问卷 １ ４３６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８３.７％ꎮ 宿舍中螨样本 ７９７ 份ꎬ男生宿舍 ３５８ 份ꎬ女生

宿舍 ４３９ 份ꎮ 进行宿舍灰尘采集时ꎬ个别六人间宿舍

未住满 ６ 人ꎬ且在进行尘螨采集前要征得学生同意及

配合ꎬ导致采集样本量数量减少ꎮ 研究经伦理委员会

批准及学生知情同意后开展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研究工具 　 参考国际儿童哮喘和过敏性疾病

的研究(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ｓｔｈｍａ ａｎｄ Ａｌｌｅｒｇ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ꎬＩＳＡＡＣ) [１０] 、欧洲社区呼吸道疾病情况调查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ｕｒｖｅｙ ｓｔｕｄ￣
ｉｅｓꎬＥＣＲＨＳ)问卷表[１１] ꎬ结合山西地区具体情况ꎬ制定

山西地区变应性鼻炎问卷调查表ꎬ内容包括一般情

况、过敏性鼻炎认知及相关诊疗、过敏性疾病的相关

影响因素ꎮ 调查表内容及设计经预调查最终修改后

方可使用ꎮ 问卷由班主任发放ꎬ并指导学生填写ꎬ问
卷回收后统计并分析数据ꎮ 过敏性鼻炎问卷调查表

具有较满意的信、效度和反应度ꎬ适合山西省某高校

学生过敏性鼻炎测评ꎮ
１.２.２　 宿舍尘螨采集 　 课题组成员经过规范操作训

练ꎬ用带有尘螨采集器的真空泵在学生床铺中央及枕

头周围吸尘 ３ 次(约 ５ ｍｉｎ) [３] ꎬ每张床铺所吸得到的

床尘作为 １ 个样本ꎬ装于密封袋中并做好相应标记ꎮ
同时吸取宿舍地面尘土 ５ ｍｉｎꎬ每个宿舍 １ 个地面样

本ꎮ 在采集后 １２ ｈ 内放入 － ２０ ℃ 环境内保存待

检[１２－１３] ꎮ
１.２.３　 尘螨分离方法　 用飘浮法[１４] 将尘螨与灰尘进

一步分离ꎬ取上清液ꎬ用蓝黑墨水(鸵鸟牌)染色的滤

纸过滤上清液ꎬ过滤后ꎬ将滤纸放置在目镜 ２５ 倍体视

显微镜(上海勤奋仪器厂)下镜检[１５] ꎬ计数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４.０ 进行统计学分

析ꎮ 连续性变量以(ｘ±ｓ)表示ꎮ 对尘样中检出的尘螨

密度比较应用 ｔ 检验ꎬ组间率和多个独立样本率的比

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根据应用条件的满足应用 Ｆｉｓｈｅｒ 确切

概率法分析ꎬ多个样本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析ꎮ 通过

相关分析尘螨孳生是否为过敏性鼻炎的相关因素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宿舍尘螨孳生现状　 男生宿舍 ８８ 间中ꎬ６４ 间宿

舍检出尘螨孳生ꎬ检出率为 ７２.７％ꎻ女生宿舍 １９８ 间

中ꎬ１６６ 间宿舍检出尘螨孳生ꎬ检出率为 ８３.８％ꎬ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９.５８ꎬＰ<０.０５)ꎮ 男生宿舍平均尘

螨密度为(６９.３３±２８.６５)只 / ｇꎬ低于女生宿舍的(７１.０３
±３０.５８)只 / ｇ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１１.８５ꎬＰ<０.０５)ꎮ
２.２　 楼层与尘螨孳生　 因女生宿舍尘螨密度高于男

生宿舍ꎬ研究女生宿舍更有代表性ꎬ故只选择女生宿

舍进行研究ꎮ 对某一栋女生宿舍不同楼层(共 ６ 层)
１６ 间阳面宿舍取样ꎬ共得 ６６ 份样本ꎬ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Ｆ＝ ２８.５９ꎬＰ<０.０５)ꎮ 第 １ ~ ６ 层宿舍尘螨孳生密度

分别为 １０２.００ꎬ１０１.２２ꎬ７０.３３ꎬ６４.８９ꎬ５３.７８ꎬ３１.４４ 只 /
ｇꎮ 第 ２ 楼层宿舍与第 １ 楼层宿舍比较ꎬ尘螨孳生情况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０.１３ꎬＰ>０.０５)ꎬ第 ３ 楼层和第 ６
楼层尘螨平均密度均低于第 １ 楼层ꎬ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２.９７ꎬ８.４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３　 宿舍朝向及环境与尘螨孳生 　 １９８ 间女生宿舍

中ꎬ阳面宿舍 １１５ 间ꎬ尘螨检出共 ８８ 间ꎬ尘螨检出率为

７６.５％ꎻ阴面宿舍共 ８３ 间ꎬ其中尘螨检出 ７８ 间ꎬ检出

率为 ９３.９％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０.８４ꎬＰ<０.０５)ꎮ
阴面宿舍样本平均尘螨密度[(７５.６１±６.３７)只 / ｇ]高

于阳面宿舍[(６７.１４±４.８６)只 / ｇ]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ｔ＝ １２.１５ꎬＰ<０.０５)ꎮ
按宿舍与水房距离ꎬ将被抽取的 ８３ 间女生阴面宿

舍分为近距离宿舍、中等距离宿舍、远距离宿舍 ３ 类ꎮ
近距离宿舍指距离水房 １ 宿舍之内的宿舍ꎬ中等距离

宿舍指距离水房 ２ 个宿舍ꎬ远距离宿舍指距离水房 ３
个及以上宿舍ꎮ 采样的近距离宿舍共 １５ 间ꎬ尘螨检出

率为 １００％ꎻ 中等距离宿舍 ２９ 间ꎬ 尘螨检出率为

１００％ꎻ远距离宿舍 ３９ 间ꎬ尘螨检出率为 ８７. １％ ( ３４
间)ꎬ３ 类宿舍尘螨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６.００ꎬＰ < ０. ０５ )ꎮ 近距离宿舍样本平均尘螨密度

[(９３.９０±１６. ４６) 只 / ｇ] 大于中等距离宿舍[( ７０. ９０ ±
８.３３)只 / ｇ]和远距离宿舍[(４９.７０±７.８９)只 / ｇ]ꎬ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Ｆ＝ ３２.７６ꎬＰ<０.０５)ꎮ
２.４　 尘螨孳生与过敏性鼻炎患病情况 　 ２８６ 间宿舍

中ꎬ过敏性鼻炎患者共 １１７ 名ꎬ分布在 ８４ 间宿舍ꎬ过敏

性鼻炎阳性率为 ８.１％(１１７ / １ ４３６)ꎮ 对 ８４ 间宿舍采

集并镜检 １１８ 份样本ꎬ尘螨检出率为 １００％ꎻ无过敏性

鼻炎患者的宿舍共 ２０２ 间ꎬ采集并镜检样本 ６７９ 份ꎬ其
中 ５４０ 份样本检出尘螨ꎬ检出率为 ７９.５％ꎬ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２ ＝ ２５.２６ꎬＰ<０.０５)ꎮ 有过敏性鼻炎患者的宿

舍平均尘螨密度[(７５.１１±３１.１４)只 / ｇ]大于无过敏性

鼻炎宿舍[(６６.９２±２８.４０)只 / ｇ]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２.１５ꎬＰ<０.０５)ꎮ 按照 １９８４ 年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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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ꎬ尘螨密度超过 １００ 只 / ｇ 认为超过正常标准

值[１６] ꎮ 根据此标准ꎬ将样本分为尘螨高密度组(尘螨

密度>１００ 只 / ｇ)和尘螨低密度组(尘螨密度≤１００ 只 /
ｇ)ꎬ结果显示ꎬ 尘螨高密度组过敏性鼻炎患病率

(３８.９９％)高于低密度组(１４.４４％)ꎬ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χ２ ＝ ３９. ８６ꎬＰ < ０. ０５ꎬＯＲ ＝ ３. ７９ꎬ ９５％ ＣＩ ＝ ２. ５１ ~
５.７３)ꎮ

３　 讨论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ꎬ近年

过敏性鼻炎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ꎬ已成为全球关注

的公共健康问题[１７] ꎮ 尘螨是引起过敏性鼻炎最常见

的过敏原ꎮ 本次调查中ꎬ女生宿舍平均尘螨密度稍高

于男生宿舍ꎬ一般认为女生宿舍通风情况及打扫情况

相较于男生宿舍较差ꎮ 建议宿舍应加强通风ꎬ增加打

扫频率ꎬ维持宿舍室内整洁ꎮ 随着楼层层数的升高ꎬ
尘螨平均密度逐渐降低ꎮ 阴面宿舍样本平均尘螨密

度稍高于阳面宿舍ꎬ阳面宿舍采光时间长且紫外线强

度大ꎬ检出尘螨密度小ꎮ 与水房距离不同的宿舍尘螨

孳生情况不同ꎬ距离水房越近尘螨密度越高ꎬ可能是

由于宿舍朝向及与水房距离间接影响了宿舍的温度

与湿度ꎬ结论符合尘螨喜潮湿的生活特性[１８] ꎮ Ｈａｒｖｉｎｇ
等[１９]的研究中ꎬ尘螨最适生活温度为 ２５ ~ ３０ ℃ ꎬ相对

湿度 ７５％ ~ ８０％ꎮ 提示宿舍应尽量保持室内干燥ꎬ勤
通风和晒被ꎬ从而减少尘螨孳生情况ꎮ 对于本次实验

研究所用处理尘样的漂浮法仍需进一步改进ꎬ因实验

过程中只能将较大的尘埃与尘螨分离ꎬ可能分离后的

样本中仍有较小的尘埃ꎮ 采集样本时天气不同导致

温度以及相对湿度的不同也会影响尘螨孳生ꎬ影响实

验结果ꎬ 导致床尘螨密度可能与尘螨实际密度不

一致ꎮ
本研究中关于鼻炎的患病情况仅是通过问卷收

集ꎬ而并非通过临床检查确诊ꎬ因此关于过敏性鼻炎

的诊断只是可疑ꎮ 另外ꎬ引起过敏性鼻炎的过敏原多

样ꎬ尘螨仅是主要过敏原之一ꎮ 本研究表明ꎬ高密度

尘螨孳生是过敏性鼻炎的相关因素有一定局限性ꎬ但
仍能为进一步探讨高密度尘螨孳生是否为过敏性鼻

炎的危险因素奠定基础ꎮ
综上所述ꎬ增加学生对尘螨的认识及了解并加强

相关的健康教育ꎬ预防尘螨疾病ꎬ必须远离和消除尘

螨ꎬ讲究个人卫生ꎬ床上用品如枕头、被褥勤洗、勤换、
勤晒ꎮ 保障宿舍环境的卫生情况ꎬ维持室内的通风、
干燥ꎬ是消除尘螨最实用有效的方法ꎬ从而预防尘螨

引起的过敏性鼻炎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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