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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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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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１２１.９３ / １０ 万(１３０ / １０６ ６１５)ꎻ大连市的有 １３ 例ꎬ患
病率为 １３.４４ / １０ 万(１３ / ９６ ７３２)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８４.９５３ꎬＰ<０.０５)ꎮ

表 １　 大连市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高校新生 ＰＰＤ 试验强阳性率

年份
男生

受检人数 强阳性人数

女生

受检人数 强阳性人数

合计

受检人数 强阳性人数
２０１３ ２１ ０４０ １ ２９０(６.１３) ３０ ７１７ １ ８３４(５.９７) ５１ ７５７ ３ １２４(６.０４)
２０１４ １７ ５６１ １ ８２８(１０.４１) ３０ ６７０ １ １０７(３.６１) ４８ ２３１ ２ ９３５(６.０９)
２０１５ １７ ４８６ ９０７(５.１９) ３１ ３４８ １ ７３４(５.５３) ４８ ８３４ ２ ６４１(５.４１)
２０１６ ２４ ５６２ ９６３(３.９２) ２９ ９６３ １ ６０６(５.３６) ５４ ５２５ ２ ５６９(４.７１)
合计 ８０ ６４９ ４ ９８８(６.１８) １２２ ６９８ ６ ２８１(５.１２) ２０３ ３４７ １１ ２６９(５.５４)

　 注:()内数字为强阳性率 / ％ꎮ

３　 讨论

结核菌素皮肤试验是检查结核杆菌感染的传统

方法ꎬ尤其是对于高校学生这一特殊群体ꎬＰＰＤ 试验

由于技术成熟、经济性较好ꎬ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判

断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方法[４] ꎮ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ꎬ
大连市高校新生 ＰＰＤ 强阳性率为 ５.５４％ꎬ与郑州、西
安等地区高校新生 ＰＰＤ 强阳性水平相当[５－６] ꎮ 大连

市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高校新生强阳性率呈下降趋势ꎬ说明

高校新生中结核病潜伏感染者的比例逐年降低ꎬ由于

高校新生来源于全国各地ꎬ因此这种下降趋势侧面反

映了我国对学生结核病防治的成效ꎮ 其中男生强阳

性率高于女生ꎬ与一些研究结果一致[７－８] ꎮ 可能与男

生较女生不重视自我卫生有关ꎮ 且男生在高考结束

后就可能经常出入如网吧、酒吧等空气浑浊的场所ꎬ
增加了感染结核分枝杆菌的暴露风险[９] ꎮ 提示大连

市高校在针对新生进行结核病预防工作时ꎬ应对男生

给予更多关注ꎮ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ꎬ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大连市高校新

生结核病患病率并无显著变化ꎬ且低于全国同年龄段

平均水平(４３３ / １０ 万~ ４８４ / １０ 万) [１０] ꎮ 表明大连市高

校新生结核病患病率已经趋于稳定ꎬ进入平台期ꎮ 检

出的结核病病例主要来自于非大连市生源地ꎬ与沈立

峰等[１１]的研究结论相同ꎮ 在我国结核分枝杆菌高感

染率的背景下ꎬ高校新生入学结核病筛查的主要作用

是控制输入性病例在校园内传播ꎮ 大连市每年流入

的学生数量较多ꎬ且高校学生接触人员广泛ꎬ活动范

围大ꎬ大量输入性病例极易造成聚集性疫情的产生和

结核病暴发流行ꎮ 将新生中的结核病病例筛选出来

并立刻进行隔离治疗ꎬ有利于防止在入学期间产生结

核病疫情ꎮ
ＰＰＤ 强阳性学生作为结核病潜伏感染者ꎬ是感染

结核病的高危人群ꎬ在新生中进行 ＰＰＤ 试验有助于观

测新生中潜伏感染者比例ꎬ 推进预防性治疗的实

施[１２] ꎮ 而 Ｘ 线胸部透视则可以迅速发现已经发病的

结核病病例ꎬ控制结核病在学校的暴发ꎮ 将两者结

合ꎬ能够提升新生入学结核病筛查的效率ꎬ有效控制

高校结核病疫情ꎮ 作为一种前瞻性防控手段ꎬ新生结

核病筛查能够对大连市新生结核病患病率进行监测ꎬ
确定大连市高校结核病防治的重点ꎬ提升对高校学生

结核病的防控效率ꎮ
基于本次研究结果ꎬ对大连市高校防治结核病提

出以下措施:(１)针对新生中的 ＰＰＤ 强阳性潜伏感染

者推进预防性治疗ꎬ降低其成为活动性结核病患者的

风险ꎮ (２)制定严格的结核病患者管理制度ꎬ加强与

教育卫生等部门的沟通协调ꎬ提升对新生中结核病病

例的检出效率ꎬ使结防工作得到切实支持ꎮ (３)强加

对高校新生结核病相关知识的普及ꎬ使学生深入了解

结核病ꎬ提升高校学生对结核病防治策略的依从性ꎬ
从而降低高校结核病的发病率ꎮ

４　 参考文献
[１]　 ＷＨＯ.Ｇｌｏｂａｌ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６[Ｒ].Ｇｅｎｅｖａ:ＷＨＯꎬ２０１６:２－５.
[２] 　 ＺＨＡＮＧ Ｓ Ｒꎬ ＬＩ Ｘ Ｈꎬ ＺＨＡＮＧ Ｔ Ｈ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Ｊ] .ＢＭＣ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ꎬ２０１６ꎬ１６(１):７５８.

[３] 　 王婷ꎬ路希维ꎬ王雪阳ꎬ等.大连市某高校入学新生结核病防治知

识知晓率的调查[Ｊ] .结核病与肺部健康杂志ꎬ２０１５ꎬ４(１):２８－３１.
[４] 　 黄建斌ꎬ杨玲ꎬ周吉坤.卡介菌素和结核菌素纯蛋白衍生物在学校

体检筛查结核病中的应用[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６ꎬ３７(９):１４２９－
１４３１.

[５] 　 王玉红ꎬ兴华ꎬ刘艳雯.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年郑州市两所高校新生结核菌

素试验分析报告[Ｊ] .中华疾病控制杂志ꎬ２０１４ꎬ１８(７):６９２.
[６] 　 柳巍ꎬ曾令城ꎬ张慧ꎬ等.西安市大学新生结核病筛查结果分析

[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６ꎬ３７(２):３１３－３１５.
[７] 　 鲁建民ꎬ鲁滨ꎬ刘晚霞.某高校 ６５３４ 名新生结核菌素试验结果分

析[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０９ꎬ３０(３):２５４－２５５.
[８] 　 蒙俏俊ꎬ韦志臣ꎬ莫华可.环江县高中结核病感染调查分析[ Ｊ] .医

学动物防制ꎬ２０１３ꎬ２９(８):８８０－８８１.
[９] 　 王玉红ꎬ邢华燕ꎬ田野ꎬ等.郑州市部分大中专院校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２ 年

新生结核菌普查分析[Ｊ] .中国卫生统计ꎬ２０１４ꎬ３１(４):６７４－６７５.
[１０] 全国第五次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技术指导组.２０１０ 年全国第

五次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报告[ Ｊ] .中国防痨杂志ꎬ２０１２ꎬ３４
(８):４８５－５０８.

[１１] 沈立峰.内蒙古工业大学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新生体检结果分析[ Ｊ] .保
健医学研究与实践ꎬ２０１３ꎬ１０(１):１７－２０.

[１２] 王士忠.潍坊地区高校新生结核菌素试验结果及肺结核患病状况

[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５ꎬ３６(８):１２５１－１２５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５－１１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７－０６－１０

３２４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第 ３８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