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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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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ꎬ主要从事疾病预防控制及公共卫生监测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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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左市 ２００９ 与 ２０１３ 年中小学生蛔虫感染情况

陆作雄１ꎬ廖立瑶２ꎬ陈兰芬３

１.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ꎬ５３２２００ꎻ２. 崇左市中医壮医医院ꎻ３. 崇左市人民医院

　 　 摘要　 目的　 了解崇左市中小学生肠道寄生虫感染现状ꎬ为进一步制定防治对策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整群随机抽

取崇左市中小学校的在校学生ꎬ其中 ２００９ 年抽取 ２２ 所学校的 ８ ２７４ 名学生ꎬ２０１３ 年抽取 ２１ 所学校的 ７ ９９２ 名学生ꎮ 采取

改良加藤法检验粪便中的蛔虫卵ꎮ 结果　 ２００９ 年崇左市中小学生蛔虫感染率为 ８.７４％ꎬ２０１３ 年感染率为 ４.１４％ꎬ２００９ 年

感染率高于 ２０１３ 年(χ２ ＝ １４１.７４ꎬＰ<０.０５)ꎻ２００９ 和 ２０１３ 年沿边境学生与非沿边境学生之间感染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２.８０ꎬ０.２２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２０１３ 年沿边境中学生感染率(４.１８％)高于非沿边境中学生(２.９６％)ꎬ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２ ＝ ４.２４ꎬＰ<０.０５)ꎮ 结论　 学生蛔虫感染率总体受地域影响不明显ꎬ但呈现在某一时期以地方式作业的农村学生和区

域性中学生偏高ꎬ其他学生人群感染并存的态势ꎮ 应继续加强对学生进行蛔虫感染预防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ꎮ
【关键词】 　 蛔虫病ꎻ感染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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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肠道寄生虫病是儿童时期易患的常见病ꎬ其中蛔

虫感染最为常见ꎮ 被肠道寄生虫感染的儿童会消耗

大量营养素ꎬ造成营养不良ꎬ甚至出现生长发育迟滞、
智力发育较差等[１] ꎬ严重危害儿童青少年的身体健

康ꎮ 广西省崇左市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ꎬ与越南接

壤ꎬ边境线长 ５３３ ｋｍꎬ是广西边境线陆路最长的地级

市ꎮ 为了解崇左市中小学生肠道寄生虫感染现状ꎬ比
较沿边境地区一带学校学生(以下简称“沿边学生”)
与非沿边境地区一带学校学生(以下简称“非沿边学

生”) 肠道寄生虫感染概况和流行态势ꎮ 现将 ２００９ 年

和 ２０１３ 年崇左市中小学生蛔虫感染率情况以及在校

沿边学生与非沿边学生(以下简称“两边学生”)蛔虫

感染情况进行统计ꎬ为进一步制定具有科学性、实用

性和可操作性的防治对策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来源于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崇左市所

属在校中小学生调查资料ꎮ 根据地貌、结合方位采用

分片整群随机抽取ꎮ ２００９ 年抽取沿边学校小学 ７ 所、
中学 ５ 所ꎬ非沿边学校小学、中学各 ５ 所ꎬ共检查学生

８ ２７４ 名ꎮ 其中小学生 ３ ９９８ 名ꎬ中学生 ４ ２７６ 名ꎻ城镇

学生 ４ ０７４ 名ꎬ农村学生 ４ ２００ 名ꎻ男生 ４ ８９３ 名ꎬ女生

０８７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第 ３７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ｙ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５



３ ３８１ 名ꎮ 沿边学生 ４ ０３４ 名ꎬ其中城镇学生 １ ８３９ 名ꎬ
农村学生 ２ １９５ 名ꎻ小学生 ２ ０３７ 名ꎬ中学生 １ ９９７ 名ꎮ
非沿边学生 ４ ２４０ 名ꎬ其中城镇学生 ２ ２３５ 名ꎬ农村学

生 ２ ００５ 名ꎻ小学生 ２ ２２８ 名ꎬ中学生 ２ ０１２ 名ꎮ ２０１３
年抽取沿边学校小学 ６ 所、中学 ５ 所ꎬ非沿边学校小学

６ 所、中学 ４ 所ꎬ共检查学生 ７ ９９２ 名ꎮ 其中小学生

３ ９８４名ꎬ中学生 ４ ００８ 名ꎻ城镇学生 ３ ６７３ 名ꎬ农村学

生 ４ ３１９ 名ꎻ男生 ４ ０７８ 名ꎬ女生 ３ ９１４ 名ꎮ 沿边学生

３ ９７９名ꎬ其中城镇学生 １ ８５３ 名ꎬ农村学生 ２ １２６ 名ꎻ
小学生 ２ ０９０ 名ꎬ中学生 １ ８８９ 名ꎮ 非沿边学生 ４ ０１３
名ꎬ其中城镇学生 ２ ０１０ 名ꎬ农村学生 ２ ００３ 名ꎻ小学生

２ ０１９ 名ꎬ中学生 １ ９９４ 名ꎮ
１.２　 检测方法　 蛔虫卵的检测方法为采集学生新鲜

粪便足量装入小玻璃瓶内于当日送检ꎮ 采用改良加

藤法[２]检测检查粪便中的蛔虫卵ꎮ
１.３　 统计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１.５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

析ꎮ 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示ꎬ感染率的比较用 χ２ 检

验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学生蛔虫总体感染率变化情况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学生蛔虫总体感染率分别为 ８. ７４％ (７２３ / ８ ２７４)ꎬ
４.１４％(３３１ / ７ ９９２)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４１.７４ꎬＰ
<０. ０５)ꎻ２００９ 年与 ２０１３ 年沿边学生感染率分别为

９.２７％(３７４ / ４ ０３４)ꎬ４.２５％ (１６９ / ３ ９７９)ꎬ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２ ＝ ８０.０３ꎬＰ<０.０５)ꎻ非沿边学生感染率分别

为 ８.２３％(３４９ / ４ ２４０)ꎬ４.０４％(１６２ / ４ ０１３)ꎬ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２ ＝ ６２.４４ꎬＰ<０.０５)ꎮ ２００９ 与 ２０１３ 年沿边

学生与非沿边学生之间感染率比较ꎬ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２.８０ꎬ０.２２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２　 不同学段、城乡及男女生蛔虫感染情况 　 ２００９
年小学生感染率(１０.２３％)高于中学生(７.３４％)ꎬ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农村学生感染率(９.９８％)高

于城镇学生(７.４６％)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
男、女生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２０１３ 年

小学生感染率(３.９４％)和中学生(４.３４％)比较ꎬ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农村学生感染率(４.４５％)和

城镇学生 ( ３. ７８％) 比较ꎬ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０５)ꎻ男生感染率(４.２２％)和女生(４.０６％) 比较ꎬ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３　 ２００９ 年沿边小学生与中学生情况　 ２００９ 年沿边

小学生蛔虫感染率高于中学生ꎬ非沿边农村学生高于

城填学生(Ｐ 值均<０.０５)ꎻ非沿边小学生与中学生、沿
边城乡学生感染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０.９３ꎬ３.２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０１３ 年沿边小学生与中学

生、沿边城乡学生、非沿边地区城乡学生感染率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ꎻ而非沿边地区感染率小学生高于中

学生(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００９ 年沿边与非沿边小学生之间、中学生之间、

城填学生间和农村学生间感染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０１３ 年沿边与非沿边小学生间、
城填学生间、农村学生间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而中学生间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４.２４ꎬＰ<０.０５)ꎬ沿边中学生感染率高于非沿边中学

生ꎮ 见表 ２ꎮ

表 １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学生蛔虫感染率比较

人口统计学指标
２００９ 年

检查人数 感染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２０１３ 年

检查人数 感染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学段 小学 ３ ９９８ ４０９(１０.２３) ２１.５９ <０.０５ ３ ９８４ １５７(３.９４) ０.８１ >０.０５
中学 ４ ２７６ ３１４(７.３４) ４ ００８ １７４(４.３４)

城乡 城镇 ４ ０７４ ３０４(７.４６) １０.６２ <０.０５ ３ ６７３ １３９(３.７８) ２.１９ >０.０５
农村 ４ ２００ ４１９(９.９８) ４ ３１９ １９２(４.４５)

性别 男生 ４ ８９３ ４３２(８.８３) ０.１２ >０.０５ ４ ０７８ １７２(４.２２) ０.１２ >０.０５
女生 ３ ３８１ ２９１(８.６１) ３ ９１４ １５９(４.０６)

　 注:()内数字为感染率 / ％ꎮ

表 ２　 沿边与非沿边地区不同学段城乡中小学生蛔虫感染率比较

地区　 组别
２００９ 年

检查人数 感染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２０１３ 年

检查人数 感染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沿边　 学段 小学 ２ ０３７ ２０９(１０.２６) ４.７８ <０.０５ ２ ０９０ ９０(４.３１) ０.０４ >０.０５
中学 １ ９９７ １６５(８.２６) １ ８８９ ７９(４.１８)

地区 城镇 １ ８３９ １５４(８.３７) ３.２３ >０.０５ １ ８５３ ７２(３.８９) １.１２ >０.０５
农村 ２ １９５ ２２０(１０.０２) ２ １２６ ９７(４.５６)

非沿边 学段 小学 ２ ２２８ １９２(８.６２) ０.９３ >０.０５ ２ ０１９ １０３(５.１０) ４８.４６ <０.０５
中学 ２ ０１２ １５７(７.８０) １ ９９４ ５９(２.９６)

地区 城镇 ２ ２３５ １５９(７.１１) ７.８１ <０.０５ ２ ０１０ ７６(３.７８) ０.６８ >０.０５
农村 ２ ００５ １９０(９.４８) ２ ００３ ８６(４.２９)

　 注:()内数字为感染率 /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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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崇左市地处北回归线以南ꎬ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区ꎬ气候温和ꎬ雨量充沛ꎬ是全国重要的蔗糖生产基

地ꎬ均利于寄生虫的繁殖生长ꎮ 该地的农村生活来源

主要靠种植甘蔗、水稻、蔬菜等农作物收入为主ꎬ增加

了人群接触土源性寄生虫感染的危险ꎮ ２００９ 和 ２０１３
年对崇左市学生蛔虫感染情况的调查显示ꎬ中小学生

感染率分别为 ８.７４％和 ４.１４％ꎬ沿边学生蛔虫感染率

分别为 ９.２７％ꎬ４. ２５％ꎬ非沿边学生感染率分别为 ８.
２３％ꎬ４.０４％ꎬ低于相关研究[３－４] ꎮ 主要因为近年来崇

左市中小学校加强对学生的健康宣传教育ꎬ经常性开

展大规模传染病防治工作以及政府加大投入改善校

园基础设施所取得的成效ꎮ 由于蛔虫繁殖力与虫卵

抵抗力很强ꎬ易引起重复感染ꎬ为防止在学生中再次

感染和蔓延扩散ꎬ学生肠道寄生虫感染防控工作仍不

应忽视ꎮ
本次调查显示ꎬ２００９ 年小学生蛔虫感染率明显高

于中学生ꎬ乡村学生高于城填学生ꎬ与李莉莎等[５] 报

道一致ꎮ 可能随着年龄增大ꎬ中学生具备了一定的个

人防护能力ꎬ且不良生活习惯得到一定改善有关ꎻ农
村学生感染率高于城填学生ꎬ主要原因为该市 ２００９ 年

以前农村主要以塘水、井水为主ꎬ无厕所ꎬ随地大小

便ꎬ粪便污染环境ꎬ加上生长在农村的学生缺乏良好

的自我保护意识ꎬ从而增加了肠道寄生虫感染机会ꎮ
男、女生蛔虫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与有关报道

一致[６] ꎮ 而 ２０１３ 年学生蛔虫感染率在不同学习阶

段、城乡、男女生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ꎬ与有关研究

结论[７－８]不一致ꎮ 蛔虫感染主要与居住环境、卫生习

惯有关ꎬ居住环境得到改善ꎬ良好的卫生习惯形成ꎬ蛔
虫感染率随之下降ꎮ

２００９ 年沿边城乡学生间、非沿边小学生与中学生

间蛔虫感染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ꎬ与相关研究结论

不一致[９] ꎮ ２００９ 年沿边小学生感染率高于中学生ꎬ非
沿边农村学生感染率高于城镇学生ꎻ２０１３ 年小学生感

染率高于中学生ꎬ与杨燕等[１０]报道一致ꎮ 由于崇左市

边境地区村屯之间居住分散ꎬ所设置的小学教学点分

散ꎬ规模小ꎬ设施设备落后ꎬ水资源缺乏ꎬ不少教学点

受周围环境条件限制ꎬ以打井水为学生生活饮用水ꎮ
非沿边地区农村主要以种植蔬菜为主要经济来源ꎬ菜
农有用粪尿浇菜施肥的习惯ꎮ 由于粪便处理的形式

和环境污染的过程是农村蛔虫流行的重要因素ꎬ加上

小学生的不良卫生行为ꎬ增加了肠道寄生虫感染的机

会ꎬ因而造成非沿边地区农村学生感染率高于城填学

生ꎬ小学生感染率高于中学生ꎮ 由此可以推断ꎬ崇左

市学生蛔虫感染呈现以地方式作业的农村学生偏高、
其他学生人群感染并存的态势ꎮ 农村中小学生仍是

今后防治工作的重点ꎮ
２０１３ 年沿边城乡学生间、沿边小学生与中学生

间、非沿边地区城乡学生间蛔虫感染率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ꎮ 应与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形成及得益于从

２００７ 年起ꎬ广西深入实施“城乡清洁工程”ꎬ改善了城

乡群众生产生活环境有关ꎬ特别是在农村基本完成旱

厕改造所取得的良好效果ꎬ与张文平等报道一致[１１] ꎮ
２００９ 年沿边与非沿边城填学生间、农村学生间、

小学生间和中学生间蛔虫感染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ꎻ２０１３ 年沿边与非沿边城填学生间、乡村学生间、小
学生间感染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２０１３ 年沿边中

学生感染率高于非沿边中学生ꎬ主要与沿边中学生多

来自地处喀斯特岩溶石山区村屯ꎬ水资源较缺乏ꎬ生
活设施各方面相对落后ꎻ而非沿边地区中学生多来自

水源丰富ꎬ居住卫生环境、个人卫生习惯相对好些的

农村ꎮ 说明崇左市学生蛔虫感染还存在某一时期内

区域性间的差异ꎬ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学生卫生知识的

健康教育对控制肠道寄生虫的感染非常重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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