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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我国的学校传染病暴发事件占全国传染

病事件的 ６０％[１] ꎬ其中呼吸道传染病发病占各类传染

病之首[２] ꎬ且具有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危险性大等

特点[３] ꎬ不仅影响学校教学工作ꎬ给学生健康带来危

害ꎬ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和负面影

响ꎬ如果不及时发现和有效控制ꎬ容易演变为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ꎮ 在做到尽早发现并控制学校呼吸道传

染病疫情的同时ꎬ如何预测学校呼吸道传染病疫情暴

发的风险因素和不足之处ꎬ进而采取有效的干预措

施ꎬ已成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重要技术问题ꎮ
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导推进的突发

事件公共卫生风险评估工作[２] ꎬ推动了风险管理理念

以及其风险评估方法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快速发展和

广泛应用ꎬ为早期识别和管理控制风险提供了有力工

具[４] ꎮ 然而ꎬ由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复杂性ꎬ故当

前所用的评估方法多以定性评估为主[５] ꎮ ２０１６ 年ꎬ本
研究以学校呼吸道传染病疫情的暴发风险为议题ꎬ在
国家构建的风险评估工作结构基础上ꎬ利用层次分析

法和专家群决策德尔菲法ꎬ构建评估指标体系ꎬ并计

算指标权重ꎬ为下一步结合具体数据的半定量法做铺

垫ꎬ从而科学的评价学校呼吸道传染病的风险ꎬ发现

薄弱环节ꎬ提出有效的管控措施和建议ꎬ为建立公共

卫生风险评估的实践作进一步的探索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构建评估指标体系　 通过文献回顾、实地考察和

个别深入访谈ꎬ按照国家风险评估管理框架将评估总

目标分解为 ４ 项一级指标(可能性、脆弱性、严重性、
应对措施)ꎬ进一步梳理每项一级指标的相应的二级

指标(风险因素)ꎬ从而建立拥有 ２ 个层次的分析结构

模型ꎮ
１.２　 层次分析法和专家群决策德尔菲法　 利用层次

分析法(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ꎬ ＡＨＰ) [６] 确定指标

权重ꎬ利用层次分析法构造判断矩阵ꎬ即根据递阶层

次结构构造一级指标相对总目标、二级指标相对一级

指标的成对比较矩阵[７] ꎮ 针对判断矩阵的准则ꎬ首先

向 ５ 名传染病防治的专家进行预调查ꎬ对指标进行筛

选之后利用专家群决策德尔菲法[８] ꎬ将指标进行两两

比较ꎬ对重要性程度按 １ ~ ９ 赋值ꎬ利用 Ｓａａｔｙ １ ~ ９ 标度

法[９]对指标进行相对重要性评分ꎮ 专家匿名发表意

见ꎬ相互间不发生横向关系ꎬ只与调查人员发生关系ꎬ
填写问卷ꎬ汇总成专家基本一致的看法ꎬ具有匿名性、
定量性、集体性、准确性等特点ꎮ 本次共有 １５ 位来自

浙江省、市、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长期从事传染病防

控、应急以及公共卫生监测等领域的专家参加指标权

重评分ꎬ所有专家均为高级职称ꎮ
进一步计算出指标层相对于准则层的层次单排

序ꎬ以及对于目标层的层次总排序ꎬ得出各风险因素

指标权重值[１０] ꎬ所有指标权重值的总合为 １.０[１１] ꎮ 在

利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权重时ꎬ用一致性指标( ｃｏｎｓｉｓ￣
ｔｅｎｃｙ ｒａｔｉｏꎬ ＣＲ) [１２] 来评价专家判断矩阵的一致性ꎮ
当 ＣＲ<０.１ 时ꎬ认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可以接受ꎻ反
之ꎬ则需要对判断矩阵作合适的调整[１３] ꎮ

２　 结果

２.１　 构建风险评估体系层次结构模型　 将学校呼吸

道传染病风险评估总目标分解为 ４ 项一级指标ꎬ即风

险发生的可能性、脆弱性、严重性以及应对措施ꎮ 二

级指标通过 ２ 轮专家会商ꎬ剔除“分享食物”和“共用

饮水杯具”２ 项ꎬ最终确定了 ２１ 项二级指标ꎮ 其中风

险发生的可能性的 ７ 项二级指标分别为学校生源、学
校卫生状况、周围环境、教室通风、教室学生密度、洗
手设施、大型集体活动频次ꎻ脆弱性的 ７ 项二级指标分

别为学校医疗管理、学生健康水平、学生对传染病的

认知、老师对传染病的认知、家长对传染病的认知、个
人卫生习惯、疫苗接种率和免疫效果评价ꎻ严重性的 ４
项二级指标分别为发病率、病死率、波及人群空间范

７０１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第 ３８ 卷第 ７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ｌｙ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７



围、事件发生后的关注程度ꎻ应对措施的 ３ 项指标分别

为处置效果评价、卫生系统应对能力、 学校应对ꎮ 见

表 １ꎮ

表 １　 学校呼吸道传染病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可能性 学校生源 城市生源与农村生源所占比例

学校卫生状况 食堂卫生(食物进货来源ꎬ食物处理、烹饪、保鲜设备ꎬ食堂员工操作习惯ꎬ食堂保洁消毒)ꎻ厕所卫
生(厕所数量、使用频率以及人均蹲位数ꎬ保洁人员打扫厕所的频率ꎬ清洁用具的消毒)ꎻ教室卫生
(卫生打扫频次、地上暴露的垃圾密度)

周围环境 学校所在地周边可能的污染情况、环境卫生状况
教室通风 通风量、开窗频率:教室通风中换气量小学生不宜低于 １１ ｍ３ / (ｈ人)ꎬ初中生不宜低于 １４ ｍ３ /

(ｈ人)ꎬ高中生不宜低于 １７ ｍ３ / (ｈ人)ꎻ换气次数小学不宜低于 ３ 次 / ｈꎬ中学不宜低于 ４ 次 / ｈ
教室学生密度 学生人数 / 教室面积ꎬ中学生大于 １.３９ ｍ２ ꎬ小学生大于 １.３６ ｍ２ ꎬ幼儿园大于 １.５ ｍ２

洗手设施 人均水龙头数、洗涤剂配备:盥洗室水龙头数(个 / 人)
集体活动频次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合计频次

脆弱性 学校医疗管理 专业医务人员配比、医疗设备配备、每日晨检的方式及效果、报告的敏感度
学生健康水平 学生体检指数、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因病缺勤率(发病数量、缺课人次数、缺课天数、病例住院情况、病死

情况等)、运动量(户外活动频次)
学生对传染病的认知 知晓率、传播途径、相关临床症状、预防措施等
老师对传染病的认知 知晓率、传播途径、相关临床症状、预防措施等(含报告意识)
家长对传染病的认知 同学生呼吸道传染病知晓率
个人卫生习惯 学生的洗手频次及方法ꎬ洗澡洗头频次ꎬ指甲长短ꎬ是否随地乱吐痰等
疫苗接种率、免疫效果评价 疫苗的接种率

严重性 发病率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合计发病数
病死率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合计病死数ꎬ病死率极低ꎬ做常量处理
波及人群、空间范围 以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学校的传染病聚集性疫情事件为基础ꎬ疫情种类、持续天数、涉及人数、班级数
事件发生后的关注程度 事件发生后ꎬ新闻媒体的关注力度以及百度搜索指数(日最高关注度)

应对措施 处置效果评价 根据被调查学校历年的疫情资料ꎬ做效果评价
卫生系统应对能力 体系建设、应急队伍、装备储备、培训演练、宣教科研、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和善后评估
学校应对 病例隔离情况、返校证明开具情况、教室及宿舍消毒情况

２.２　 专家群决策层次分析法指标权重结果 　 由表 ２
可见ꎬ２１ 项指标的权重值分布相对均匀ꎬ学校呼吸道

传染病疫情暴发风险因素的指标前 ３ 项为学校应对

(０.１１４)、卫生系统应对能力(０.１０４)、病死率(０.０６９)ꎻ
后 ３ 项为周围环境(０.０２１)、学生生源(０.０１９)、大型集

体活动频次(０.０１９)ꎮ 平均风险为 ０.０４８ 分ꎬ各风险因

素风险值在 ０.０１９ ~ ０.１１４ 之间ꎮ 经分析后ꎬ１５ 位专家

评分矩阵的一致性检验统计量 ＣＲ < ０. １ ( 平均值

０.０４２)ꎬ认为判断矩阵的整体一致性是可以接受的ꎮ
见表 ３ꎮ

表 ２　 专家群决策层次分析法指标权重及其风险分析

指标 备选方案 权重
可能性 学生生源 ０.０１９

洗手设施 ０.０３７
大型集体活动频次 ０.０１９
教室学生密度 ０.０４３
教室通风 ０.０４９
周围环境 ０.０２１
学校卫生状况 ０.０３３

脆弱性 学校医疗管理 ０.０３５
学生健康水平 ０.０２６
学生对传染病的认知 ０.０３４
老师对传染病的认知 ０.０３２
家长对传染病的认知 ０.０３１
个人卫生习惯 ０.０４７
疫苗接种率和免疫效果评价 ０.０５２

严重性 发病率 ０.０５４
病死率 ０.０６９
波及人群空间范围 ０.０５２
事件发生后的关注程度 ０.０６８

应对措施 处置效果评价 ０.０６０
卫生系统应对能力 ０.１０４
学校应对 ０.１１４

表 ３　 判断矩阵一致性

专家

序号

学校呼吸道传染病

疫情暴发风险因素
可能性 脆弱性 严重性

应对

能力
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４３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９ ０.０１７
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５３ ０.０１７
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５３ ０.０１７
５ ０.１００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５ ０.１００ ０.０１７
６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６ ０.０６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７
７ ０.０３０ ０.０５３ ０.０４４ ０.０３８ <０.０１
８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９ ０.１００ <０.０１
９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１ ０.１００ ０.０６９
１０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６９
１１ ０.１０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９ ０.１００ ０.０６９
１２ ０.０６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
１３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６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７
１４ ０.０３０ ０.０５３ ０.０４４ ０.０３８ <０.０１
１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１ ０.１００

３　 讨论

由于学校呼吸道传染病暴发疫情的影响因素具

有多样性和不确定性ꎬ使得风险评估非常复杂ꎬ需要

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进行全面研究ꎮ 目前评估

方法多样ꎬ无统一标准ꎬ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ꎬ风险管

理的理念和方法开始应用于各行各业的决策过程[１４] ꎮ
因此ꎬ运用该理念和方法对学校呼吸道传染病疫情暴

发进行风险评估ꎬ通过风险的识别、分析和评价ꎬ查找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ꎬ确定风险控制措施ꎬ依据有

效性、可行性和经济性等原则ꎬ从减少风险发生的可

能性和弱化风险严重性等方面ꎬ提出预警、风险沟通

及控制措施的建议[１５] ꎮ
本研究通过对学校呼吸道传染病暴发疫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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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的系统梳理ꎬ利用层次分析法原理构建指标体

系ꎬ通过专家群决策得出各项指标权重ꎬ分析并评价

各项风险指标的顺位ꎬ初步确定了风险管理的优先顺

序ꎮ 其中对风险贡献较大的指标为学校应对能力、卫
生系统应对能力、病死率、事件发生后的关注程度、处
置效果评价、发病率、疫苗接种率和免疫效果评价、波
及人群空间范围、教室通风、个人卫生习惯ꎬ以上指标

的风险权重总和达到了总风险权重的 ７０％ꎬ其指标分

布为应对措施的全部 ３ 项ꎬ严重性的全部 ４ 项ꎬ脆弱性

的其中 ２ 项以及可能性的其中 １ 项ꎮ 学校周围环境、
学生生源、大型集体活动频次 ３ 项二级指标的权重值

较低ꎮ
指标体系中“严重性”和“应对措施”所对应 ７ 项

二级指标权重值相对较高ꎬ说明评估专家更看重疫情

发生后学校应对措施和卫生系统的应急处置能力ꎬ以
及通过科学规范处置防止疫情扩散或事态的进一步

恶化ꎬ包括体系建设、应急队伍、装备储备、培训演练、
宣教科研、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和善后评估等方面ꎮ
提高学校应对能力ꎬ包括相关疫情发现、报告、处置的

制度ꎬ病例隔离情况ꎬ返校证明开具情况ꎬ教室及宿舍

消毒情况等ꎮ
多数研究显示ꎬ呼吸道传染病具有传染性强、传

播速度快、涉及范围广、流行集中、季节性、地方性、周
期性和难以控制治疗等特点[１６] ꎮ 而学校作为学生获

取知识的主要场所ꎬ应将学校健康教育放在一个较重

要的位置ꎬ结合学生自身特点ꎬ因地制宜、因材施教ꎬ
广泛开展呼吸道传染病知识的知、信、行教育[１７] ꎮ 开

展有关讲座ꎬ加大学校宣传力度ꎬ加强与学生家庭的

沟通ꎬ采用致家长信等多种教育形式ꎬ使学生全面掌

握呼吸道传染病的基本知识和预防措施ꎬ提高防范能

力ꎬ重点培养学生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和健康的生活

方式ꎬ推广疫苗的预防接种ꎬ从根本上预防呼吸道传

染病的发生[１８] ꎮ 但是在本次研究中ꎬ“脆弱性” 指标

中所涉及传染病认知的 ３ 项二级指标权重值较低ꎬ说
明评估专家认为ꎬ和各项早期干预措施及应对能力相

比ꎬ健康教育的短期效应在学校呼吸道传染病防控中

作用较小ꎮ 更加强调针对呼吸道传染病的季节性和

地方性提前进行风险评估和风险提示ꎬ让学校、卫生

系统以及政府更好的发挥职能作用ꎬ做好预防、隔离、
保护和救治等工作ꎬ对于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具有重大

且显著的作用[１９] ꎮ
指标体系中病死率的权重值比较高ꎬ说明专家对

该项风险指标的重视程度ꎬ但具体应用时还需要结合

实际调查的数据ꎬ与指标权重相结合ꎬ得出风险分值ꎮ
检验还需要通过调查ꎬ以高风险学校为干预组ꎬ同时

选择同区域同类型的学校为对照组ꎬ开展现场干预试

验ꎬ对风险评估结果进行检验ꎮ

本研究虽然运用了专家群决策法对风险发生可

能性、脆弱性、严重性以及应对措施进行了评分ꎬ但因

为参与专家的知识背景限制ꎬ以及由于实际调查的复

杂性限制为定性研究ꎬ缺乏具体数据的佐证ꎬ不排除

结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２０]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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