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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北京市朝阳区中小学生血尿酸状况及其与血脂的关系ꎬ为改善学生血尿酸及血脂水平提供参

考ꎮ 方法　 选取“２０１５ 年北京市学生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中朝阳区 ５５４ 名 ６ ~ １４ 岁中小学生ꎬ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采集静脉血

并采用全自动生化仪测定血清中尿酸、总胆固醇( ｔｏｔａｌ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ꎬＴＣ)、三酰甘油( 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ꎬＴ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ꎬＨＤＬ－Ｃ)、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ｏｗ￣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ꎬＬＤＬ－Ｃ)ꎬ分析血尿酸

水平与血脂水平的相关性ꎮ 结果　 研究对象血尿酸的平均浓度为(２９０.８±７１.３)μｍｏｌ / Ｌꎬ高尿酸血症检出率为 ８.８％ꎮ 男生

血尿酸的平均浓度为(３００.４±７６.５)μｍｏｌ / Ｌꎬ高于女生的(２８０.７±６４.０) μｍｏｌ / Ｌ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３.２９ꎬＰ ＝ ０.００１)ꎮ 血

尿酸水平与年龄、ＴＧ 呈正相关ꎬ与 ＨＤＬ－Ｃ 呈负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２９ꎬ０.２７ꎬ－０.２４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调整年龄和性别后ꎬ血
尿酸水平与 ＴＧꎬＬＤＬ－Ｃ 呈正相关ꎬ与 ＨＤＬ－Ｃ 呈负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２４ꎬ０.１１ꎬ－０.２３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调整前ꎬ高尿酸血症

组学生的血脂水平与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 ４.０９ꎬＰ＝ ０.０２８)ꎻ调整性别、年龄后ꎬ差异仍有统计学意义(Ｆ＝ ３.１４ꎬＰ＝
０.０１５)ꎮ 结论　 北京市朝阳区中小学生的血尿酸水平与血脂水平相关ꎬ调整性别和年龄后ꎬ血尿酸和血脂仍有密切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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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酸是人体内嘌呤类化合物代谢的最终产物ꎬ主
要由肾脏排出体外ꎬ任何原因引起尿酸生成增多或排

泄减少均可导致高尿酸血症( ｈｙｐｅｒｕｒｉｃｅｍｉａꎬ ＨＵＡ)ꎮ
ＨＵＡ 不仅是痛风最重要的生化基础ꎬ而且与高血压、
高脂血症、肥胖、糖代谢异常、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密切

相关[１－２] ꎬ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严重代谢性疾病ꎮ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的不断变化ꎬＨＵＡ

患病率日益升高[３－４] ꎮ 在我国ꎬＨＵＡ 患病率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的男性 １.４％ꎬ女性 １.３％[５] ꎬ激增至 ２００９ 年

的男性 ３５.９％ꎬ女性 １６.３％[６] ꎮ 在儿童青少年中ꎬ血尿

酸水平也呈上升趋势[７] ꎮ 儿童青少年的 ＨＵＡ 不仅可

以逐步发展为痛风、尿酸性肾病ꎬ而且与代谢综合征

及其组分密切相关[８] ꎮ ＨＵＡ 在代谢综合征的发病机

制中起着重要作用ꎬ通常始于儿童青少年时期[９] ꎮ 为

此ꎬ本文对北京市朝阳区中小学生血尿酸水平进行分

析ꎬ并探讨其与血脂的关系ꎬ为改善学生血尿酸及血

脂水平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研究对象来源于“２０１５ 年北京市学生营

养与健康状况监测”ꎬ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的方

法ꎬ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选取北京市朝阳区 ４ 所小学和 ４
所中学ꎬ以小学一、三、五年级和初中一年级的学生(６
~１４ 岁)作为研究对象ꎮ 所有研究对象均经过详细询

问病史和体格检查ꎬ排除既往有心脏、肝脏、肾脏等重

要器官以及内分泌系统疾病者ꎮ 本研究经北京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伦理评审委员会审核ꎬ并由家长签署

知情同意书ꎮ 共调查 ５５４ 名学生ꎬ其中男生 ２８３ 名ꎬ女
生 ２７１ 名ꎬ年龄 ６ ~ １４ 岁ꎬ平均年龄(９.６±２.３)岁ꎮ
１.２　 方法 　 取晨起 ５ ｍＬ 空腹静脉血离心(３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ꎬ１０ ｍｉｎ)后留血清ꎮ 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日立

７ ６００)检测血尿酸、总胆固醇(ｔｏｔａｌ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ꎬＴＣ)、三
酰甘油( 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ꎬＴ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ｈｉｇ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ꎬＨＤＬ－Ｃ)、低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 ( ｌｏｗ￣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ꎬ ＬＤＬ － Ｃ)ꎮ
因目前尚没有关于儿童青少年 ＨＵＡ 的诊断标准[８] ꎬ
故本研究参考«无症状高尿酸血症合并心血管疾病诊

治建议中国专家共识» [１０] 高尿酸诊断标准ꎬ即男性>
４２０ μｍｏｌ / Ｌꎬ女性>３５７ μｍｏｌ / Ｌ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２ 软件进行数据

双录入ꎬＳＡＳ ８.２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ꎮ 采用(均数±标

准差)和率描述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ꎻ不同性别间血

尿酸水平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ꎻ不同性别和年级组间高尿

酸检出率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和秩和检验ꎻ不同年级组间

血尿酸水平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ꎬＳＮＫ 法比较两

两组间差异ꎻ血尿酸水平与血脂水平的相关性用 Ｐｅａｒ￣
ｓｏｎ 相关及偏相关进行分析ꎻ在分析不同血尿酸水平

下的血脂状况时ꎬ采用多元方差分析和协方差分析ꎬ
调整年龄、性别等混杂因素ꎮ 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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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１　 不同性别学生血脂水平比较　 男生的 ＴＧ 和 ＬＤＬ
－Ｃ 低于女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北京市朝阳区不同性别中小学生血脂水平比较(ｘ±ｓꎬｍｍｏｌ / Ｌ)

组别 人数 ＴＣ ＴＧ ＨＤＬ－Ｃ ＬＤＬ－Ｃ
男生 ２８３ ４.１３±０.６７ ０.７０±０.４３ １.４５±０.３２ ２.４６±０.６２
女生 ２７１ ４.２１±０.６８ ０.７９±０.４６ １.４１±０.２９ ２.５７±０.６４
合计 ５５４ ４.１７±０.６７ ０.７４±０.４４ １.４３±０.３１ ２.５２±０.６３
ｔ 值 －１.４５ －２.４０ １.６７ －２.１１
Ｐ 值 ０.１４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９５ ０.０３５

２.２　 中小学生血尿酸水平及 ＨＵＡ 检出率　 研究对象

的血尿酸平均浓度为(２９０.８±７１.３) μｍｏｌ / Ｌꎬ男生的血

尿酸平均浓度高于女生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３.２９ꎬ
Ｐ＝ ０.００１)ꎮ 初中一年级男生的血尿酸平均浓度高于

女生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４.１２ꎬＰ<０.０１)ꎮ 小学一、
三、五年级男女生间血尿酸平均浓度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１.１９ꎬ１.０４ꎬ０.２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按

年级分析ꎬ不同年级学生的血尿酸平均浓度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Ｆ＝ ２０.６４ꎬＰ<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年级男女中小学生血尿酸水平比较(μｍｏｌ / Ｌ)

年级
男生

人数 ｘ±ｓ
女生

人数 ｘ±ｓ
合计

人数 ｘ±ｓ
小一 ７３ ２８０.７±６４.８ ６７ ２６８.０±６２.４ １４０ ２７４.６±６３.８
小三 ６９ ２７４.０±７１.０ ７２ ２６２.７±５７.８ １４１ ２６８.２±６４.６
小五 ７０ ２９６.４±６９.７ ６５ ２９３.９±６５.８ １３５ ２９４.９±６７.６
初一 ７１ ３５０.３±７７.２ ６７ ３００.７±６０.１ １３８ ３２６.２±７４.７
合计 ２８３ ３００.４±７６.５ ２７１ ２８０.７±６４.０ ５５４ ２９０.８±７１.３
Ｆ 值 １６.９５ ６.１５ ２０.６４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研究对象的 ＨＵＡ 检出率为 ８. ８％ꎬ其中男生为

７.４％ꎬ女生为 １０.３％ꎬ不同性别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各年级中ꎬ初一学生的 ＨＵＡ 检出率最高(１６.７％)ꎬ不
同年级组间 ＨＵＡ 检测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０１)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不同年级男女中小学生高尿酸血症检出率比较

年级
男生

人数 检出人数

女生

人数 检出人数

合计

人数 检出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小一 ７３ １(１.４) ６７ ６(９.０) １４０ ７(５.０) ２.７９ ０.１０
小三 ６９ １(１.４) ７２ ５(６.９) １４１ ６(４.３) １.５２ ０.２２
小五 ７０ ５(７.１) ６５ ８(１２.３) １３５ １３(９.６) ０.９２ ０.３４
初一 ７１ １４(１９.７) ６７ ９(１３.４) １３８ ２３(１６.７) ０.９８ ０.３２
合计 ２８３ ２１(７.４) ２７１ ２８(１０.３) ５５４ ４９(８.８) １.４５ ０.２３
χ２ 值 ２３.１８ １.８９ １６.８３
Ｐ 值 <０.０１ ０.２６３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２.３　 中小学生血尿酸水平与血脂的相关性　 调整前ꎬ
研究对象的血尿酸水平与年龄、ＴＧ 呈正相关ꎬ与 ＨＤＬ
－Ｃ 呈负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２９ꎬ０.２７ꎬ－０.２４ꎬＰ 值均<
０.０１)ꎮ 调整年龄和性别后ꎬ研究对象的血尿酸水平与

ＴＧꎬＬＤＬ－Ｃ 呈正相关ꎬ与 ＨＤＬ－Ｃ 呈负相关( ｒ 值分别

为 ０.２４ꎬ０.１１ꎬ－０.２３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４　 不同血尿酸水平中小学生血脂比较 　 调整前ꎬ
ＨＵＡ 组血脂水平与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 ＝
４.０９ꎬＰ＝ ０.０２８)ꎻ调整性别、年龄后ꎬ两组间差异仍有

统计学意义(Ｆ ＝ ３.１４ꎬＰ ＝ ０.０１５)ꎮ 调整前ꎬＨＵＡ 组学

生的 ＴＧ 和 ＬＤＬ－Ｃ 高于正常组ꎬＨＤＬ－Ｃ 低于正常组ꎬ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调整后ꎬ两组

ＴＧ 和 ＬＤＬ－Ｃ 的差异仍有统计学意义ꎬ而 ＨＤＬ－Ｃ 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４ꎮ

表 ４　 调整性别年龄前后不同血尿酸水平中小学生血脂水平比较(ｘ±ｓꎬｍｍｏｌ / Ｌ)

调整前后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ＴＣ ＴＧ ＨＤＬ－Ｃ ＬＤＬ－Ｃ
调整前 正常组 ５０５ ４.１６±０.６７ ０.７２±０.４２ １.４４±０.３０ ２.５０±０.６３

ＨＵＡ 组 ４９ ４.２６±０.７４ ０.９６±０.６２ １.３４±０.３３ ２.７０±０.６３
ｔ 值 －０.９８ －２.６３ ２.３７ －２.１６
Ｐ 值 ０.３２６ <０.０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１

调整后 正常组 ５０５ ４.１６±０.６７ ０.７３±０.４３ １.４４±０.３１ ２.５０±０.６２
ＨＵＡ 组 ４９ ４.２９±０.６８ ０.９１±０.４３ １.３６±０.３１ ２.７２±０.６３

Ｆ 值 ０.９８ ７.６６ ３.３４ ５.７７
Ｐ 值 ０.３２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７１ ０.０１７

３　 讨论

本研究中ꎬ研究对象的血尿酸平均浓度为(２９０.８±
７１.３) μｍｏｌ / ＬꎬＨＵＡ 检出率为 ８.８％ꎬ其中初一学生的

检出率达 １６.７％ꎮ 南方和沿海城市学生(５ ~ １５ 岁)的

ＨＵＡ 检出率在 １０％左右[１１－１２] ꎬ与本研究结果基本一

致ꎮ 王子楠[７]对东北地区 １１ ~ １６ 岁中学生的调查显

示ꎬ男生血尿酸浓度>４６０ μｍｏｌ / Ｌ 及女生>３４０ μｍｏｌ / Ｌ
的检出率为 １５.１％ꎬ与本研究中初一学生的 ＨＵＡ 检出

率相近ꎮ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年对 ９５８ 名 １２ ~ １５ 岁日本中学

生的研究显示ꎬＨＵＡ(血尿酸浓度>４１６ μｍｏｌ / Ｌ)的检

出率为 ６. ８％[１３] ꎮ 表明我国学生的血尿酸状况不容

乐观ꎮ
本研究中男生血尿酸水平高于女生ꎬ小学生的血

尿酸水平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而初一年级男生的

血尿酸浓度高于女生ꎮ 小学一、三年级学生的血尿酸

水平相近ꎬ从三年级开始ꎬ学生的血尿酸水平随年级

升高而升高ꎮ 有研究显示ꎬ性别对血尿酸水平有影

响[１４－１５] ꎬ这种影响可能是由激素导致的ꎮ 雌激素可以

促进尿酸排除ꎬ使血尿酸下降[１６] ꎮ 男女两性在青春期

以前血清尿酸水平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ꎬ 男性在青春

０２４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第 ３８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９



期以后血清尿酸水平上升并维持终生ꎬ 而女性在绝经

后才升至同龄男性的水平[１７] ꎮ
成人 ＨＵＡ 与血脂异常有密切的关系ꎬ已在许多

研究中得到证实[１８－１９] ꎮ 而关于儿童血尿酸和血脂代

谢的关系尚有争论ꎮ 有研究表明儿童血尿酸与脂代

谢相关无统计学意义[１１ꎬ２０] ꎮ 本研究中调整年龄和性

别后ꎬ研究对象的血尿酸水平与 ＴＧꎬＬＤＬ －Ｃ 呈正相

关ꎬ与 ＨＤＬ－Ｃ 呈负相关ꎮ 国外关于学生的调查结果

显示ꎬ 血尿酸与 ＴＧ 呈正相关[８ꎬ１３ꎬ２１] ꎮ 同时 Ｗａｎｇ
等[２２]在对 ６１３ 名研究对象随访 ２.７ 年后发现ꎬ血尿酸

水平大于上四分位数者较小于下四分位数者发生高

三酰甘油血症的危险提高 ２.４ 倍ꎬ发生低高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血症的危险提高 ２.８９ 倍ꎮ 目前关于血尿酸

和 ＴＧ 相关机制解释有:(１) ＨＵＡ 可以通过抑制 ３－磷
酸甘油醛脱氢酶的活性ꎬ减少 ＴＧ 的分解ꎬ从而提高血

清 ＴＧ 水平[７] ꎮ (２)ＴＧ 分解生成的部分游离脂肪酸在

再酯化或进入其他组织的过程中会加速 ＡＴＰ 的利用

率ꎬ引起尿酸生成的增加[２３] ꎮ (３) ＴＧ 的合成可以通

过加速嘌呤核苷酸的从头合成中起始物核糖－５－磷酸

反应生成 ５－磷酸核糖－焦磷酸的过程ꎬ从而增加尿酸

的合成[２４] ꎮ (４) 还有研究表明ꎬ高三酰甘油血症与

ＨＵＡ 之间的联系可能与基因有关[２５] ꎮ 而血尿酸水平

与 ＨＤＬ－Ｃ 呈负相关[１８ꎬ２６－２７] ꎬ机制可能与胰岛素抵抗

相关[１８ꎬ２８] ꎬ但具体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综上ꎬ本研究显示北京市中小学生的血尿酸水平

与血脂水平相关ꎬ调整性别和年龄后ꎬ血尿酸和血脂

仍有密切关系ꎮ ＨＵＡ 和高血脂低龄化问题日益突出ꎬ
建议加强中小学生血尿酸和血脂水平的监测ꎬ进一步

探讨其影响因素ꎬ为综合改善学生血尿酸及血脂水平

提供策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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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Ａ
【中图分类号】 　 Ｒ １９５　 Ｒ ５２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７)０９￣１４２２￣０２
【关键词】 　 结核菌素实验ꎻ患病率ꎻ结核ꎻ学生

　 　 结核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慢性呼吸道

传染病ꎬ世界卫生组织在 ２０１６ 年的报告数据显示ꎬ我
国目前有近 １.３ 亿结核感染者ꎬ是结核病负担大国[１] ꎮ
学生结核病是我国结核病防治工作的重点ꎬ在我国学

生结核病患病率明显高于其他人群[２] ꎮ 辽宁省大连

市是东北地区的重要海滨城市ꎬ高校数量多ꎬ学生基

数大ꎮ 有资料显示ꎬ大连市学生结核发病率占城市整

体结核发病率的 ２５％左右[３] ꎮ 为了解大连市近年来

高校新生的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情况和活动性结核病

患病情况ꎬ为开展学校结核病防治工作提供可靠的科

学依据ꎬ研究组在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分析了大连市 ２３ 所高

校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新生入学结核病体检筛查数据ꎬ现将

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大连市 ２３ 所高校参

加入学结核病体检筛查的学生共 ２０３ ３４７ 名为研究对

象ꎬ其中男生 ８０ ６４９ 名ꎬ女生 １２２ ６９８ 名ꎮ 年龄 １７ ~ ２３
岁ꎬ平均(１９.４±２.１)岁ꎮ
１.２　 方法　 每名学生均进行结核菌素纯蛋白衍生物

(ＴＢ－ＰＰＤ)试验和 Ｘ 线胸透检查ꎮ 依据年份、学校、班
级、学生一般情况、ＰＰＤ 试验结果等信息编排成册ꎬ由
大连市结核病医院对所得数据进行收集整理ꎮ

将北京瑞祥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１ 型 ＰＰＤ
试剂(５０ ＩＵ / ｍＬ)０.１ ｍＬ 注射至新生左前臂掌侧中心

处ꎬ７２ ｈ 后对硬结反应进行测量并进行记录ꎮ 测量人

员为大连市结核病医院疫情监测室的专业人员ꎮ ＰＰＤ
试验判断标准:硬结直径≤５ ｍｍ 为阴性ꎬ１０ ~ １４ ｍｍ
为一般阳性ꎬ１５ ｍｍ 以上及水泡为强阳性[４] ꎮ 同时ꎬ
对所有新生进行 Ｘ 线胸透检查ꎬ并对肺部异常者进行

至少连续 ３ 次检查和 ２ 次痰涂片培养ꎮ 若确诊学生患

结核病ꎬ则立即给予抗结核治疗ꎮ 对 ＰＰＤ 试验结果强

阳性的新生采取预防性治疗ꎬ是否接受预防性用药完

全由学生自愿决定ꎮ
１.３　 统计方法 　 利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建立数据库ꎬ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ꎮ 主要应用描述性

分析计算高校新生结核菌感染率及患病率ꎬ不同年份

和人口学特征学生的 ＰＰＤ 强阳性率与患病率比较采

用 χ２ 检验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ＰＰＤ 试验结果　 ２０３ ３４７ 名高校新生总强阳性率

为 ５.５４％ꎬ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学生强阳性率分别为 ６.０４％ꎬ
６.０９％ꎬ５. ４１％ 和 ４. ７１％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１２４.８１ꎬＰ< ０. ０５)ꎬ整体呈下降趋势( χ２ ＝ １０９. １１ꎬＰ <
０.０５)ꎮ 男生 ４ 年间 ＰＰＤ 试验强阳性率为 ６.１８％ꎬ女
生为 ５. １２％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１０５. ５９ꎬ Ｐ <
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结核病检出情况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体检的 ２０３ ３４７
名高校新生中ꎬ共检出活动性结核病患者 １４３ 例ꎬ其中

男生 ８７ 例ꎬ女生 ５６ 例ꎬ男生患病率为 １０７.８７ / １０ 万ꎬ
女生为 ４５.６４ / １０ 万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２６.８２ꎬＰ
<０.０５)ꎮ ４ 年间总患病率为 ７０. ３２ / １０ 万 ( １４３ / ２０３
３４７)ꎬ各年份患病率分别为 ８３.０８ / １０ 万ꎬ７０.４９ / １０ 万ꎬ
７１.６７ / １０ 万和 ５６.８５ / １０ 万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２.６１９ꎬＰ>０.０５)ꎮ 生源地非大连市的有 １３０ 例ꎬ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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