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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将肺结核定为乙类传染病ꎬ
２０１３ 年我国肺结核发病人数高达 ９０. ４４ 万[１] ꎬ许多

省、自治区学生发病人数高居第二位ꎬ仅次于农牧民ꎬ
其中 １５ ~ ２４ 岁年龄段的学生占学生发病人数的

８３.４％[２] ꎬ而大学生正处于该年龄段ꎮ 活动性肺结核

患者是结核病的传染源ꎬ排菌量、咳嗽症状以及密切

接触程度均与传染程度密切相关[３] ꎮ 高校作为人群

密度高的场所ꎬ学生之间相互接触极其密切ꎬ并且大

学生学习压力大ꎬ常缺乏锻炼ꎬ非常容易感染、传播肺

结核[４] ꎮ 因此ꎬ高校中一旦有学生确诊为肺结核ꎬ应
及时对密切接触者进行筛查、处理[５] ꎮ 为进一步做好

高校肺结核防控相关工作ꎬ笔者对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２０１８
年 ２ 月南宁市西乡塘区 ９９５ 名高校大学生中结核病密

切接触者的筛查结果进行分析ꎬ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２０１８ 年 ２ 月发现的

２１ 例南宁市西乡塘区高校大学生肺结核患者密切接

触者 ９９５ 名为研究对象ꎮ 病例分别来自广西大学、广
西民族大学、广西财经学院、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ꎬ
其中男性 １３ 例ꎬ女性 ８ 例ꎮ 密切接触者均为与患者同

班或同宿舍的同学ꎬ其中与病例性别相同者 ５７２ 名ꎬ不
同者 ４２３ 名ꎻ与病例同班异宿舍者 ８５８ 名ꎬ同班同宿舍

者 １１４ 名ꎬ异班同宿舍者 ２３ 名ꎮ 筛查经所有密切接触

者知情同意ꎬ且符合伦理学要求ꎮ
１.２　 方法　 南宁市西乡塘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现

肺结核病例后 １ 周内组织医疗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对所

有密切接触者进行结核菌素试验和胸部 Ｘ 线筛查ꎮ
结核菌素试验使用北京瑞祥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生产

的结核菌素纯蛋白衍生物ꎬ于受试者一侧前臂掌侧处

消毒后皮下注射 ０.１ ｍＬꎬ并嘱其 ７２ ｈ 内禁烟酒、勿熬

夜及过度运动、勿按压挠抓受试部位ꎮ ７２ ｈ 后检查注

射部位反应情况并记录ꎮ 按照卫健委发布的结核菌

素试验结果解读[６]进行判断和分类:将皮丘直径≥０.５
ｃｍ 作为阳性、≥２ ｃｍ( ＋＋＋)和 / 或局部出现水疱及坏

死( ＋＋＋＋)作为强阳性进行判断统计ꎮ 为保证筛查质

量ꎬ所有参与结核菌素试验的人员均为公立医疗机构

的执业医师和执业护士ꎬ且经过西乡塘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的专业培训ꎬ熟练掌握结核菌素试验结果判定

标准ꎻ胸部 Ｘ 线检查均由二甲以上公立医院实施并出

具检查结果ꎮ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

统计分析ꎮ 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率表示ꎬ百分率的

比较使用 χ２ 检验ꎬ以 Ｐ<０.０５ 作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结核菌素试验结果　 结核菌素试验结果呈阳性

的 ６６ 例ꎬ强阳性反应的 ５２ 例ꎬ总阳性共 １１８ 例ꎬ总阳

性率为 １１.８６％ꎮ 与病例同性别者总阳性率高于异性

者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与病例不同关系者

总阳性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进一步两

两比较发现ꎬ同班同宿舍者总阳性率高于异班同宿舍

者ꎬ异班同宿舍者高于同班异宿舍者ꎬ但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０ꎬ０.４３ꎬＰ 值均>０.０１７)ꎻ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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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宿舍者总阳性率高于同班异宿舍者ꎬ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χ２ ＝ ５.５９ꎬＰ<０.０５)ꎬ但在校正后统计学差异消失

(Ｐ>０.０１７)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胸部 Ｘ 线检查结果　 胸部 Ｘ 线检查发现肺结核

病灶 ３ 人 ( 结核菌素试验均为强阳性)ꎬ检出率为

０.３０％ꎮ 其中与病例同性别者检出率高于异性别者ꎬ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同班同宿舍者检出

率最高ꎬ同班异宿舍者次之ꎬ异班同宿舍者最低ꎬ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组别密切接触者结核

菌素试验阳性率及肺结核病灶检出率比较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阳性人数
肺结核病

灶检出人数
性别 同性别 ５７２ ８０(１３.９９) ３(０.５２)

异性别 ４２３ ３８(８.９８) ０
χ２ 值 ５.８２ ０.８２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关系 同班异宿舍 ８５８ ９３(１０.８４) ２(０.２３)
同班同宿舍 １１４ ２１(１８.４２) １(０.７３)
异班同宿舍 ２３ ４(１７.３９) ０

χ２ 值 ６.２２ ２.９４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合计 ９９５ １１８(１１.８６) ３(０.３０)

　 注:()内数字为阳性率或检出率 / ％ꎮ

３　 讨论

学校肺结核防控工作是结核病防控中非常重要

的一部分ꎬ近年来ꎬ高校时常发生结核病聚集性疫

情[７－８] ꎬ主要原因多是当地教育及卫生部门对学校结

核病防控工作不够重视、对危害性认识不足ꎬ在出现

首发病例后没有及时对密切接触者开展结核菌素试

验进行筛查[９] ꎮ
本次筛查结果显示ꎬ南宁市西乡塘区 ２１ 名在校大

学生肺结核患者的密切接触者的阳性率为 １１.８６％ꎬ肺
结核病灶检出率为 ０.３０％ꎬ与国内其他地区高校肺结

核筛查结果相近[１０－１１] ꎬ说明西乡塘区高校结核病防控

工作值得肯定ꎮ 进一步对筛查结果分析发现ꎬ与病例

同性别的密切接触者结核菌素试验总阳性率高于异

性者ꎬ但两者胸部 Ｘ 线检查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
说明与病例同性别的密切接触者感染肺结核的风险

高于异性别者ꎮ 异班同宿舍者总阳性率分别与同班

同宿舍者、同班异宿舍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同班同

宿舍者总阳性率高于同班异宿舍者ꎬ但三者胸部 Ｘ 线

检查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说明与病例同班级的密

切接触者中ꎬ与病例同宿舍者感染肺结核的风险高于

异宿舍者ꎬ而与病例同宿舍的密切接触者感染肺结核

的风险和是否与病例同班无关ꎮ 筛查从组织到实施

再到结果的解读和判断ꎬ均由专业部门、机构的专业

技术人员参与进行ꎬ因此ꎬ筛查工作的质量能够得到

保证ꎮ 但可能由于筛查样本量较小ꎬ大学生肺结核密

切接触者胸部 Ｘ 线检查肺结核病灶检出率不高ꎬ各变

量间的胸部 Ｘ 线检查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需进一

步加大样本量进行深入的研究ꎮ 尽管如此ꎬ在高校对

所有结核病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进行筛查ꎬ尤其是对与

病例同性别、同宿舍的密切接触者进行重点筛查ꎬ力
争做到早发现早治疗ꎬ防止演变发展为聚集性疫情ꎬ
是非常有必要的ꎮ

综上所述ꎬ高校肺结核防控工作非同小可ꎬ稍有

不慎可能导致疫情暴发ꎬ政府各相关部门、高校以及

大学生本人均应足够重视: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肺

结核防控工作ꎬ明确各级部门的职责ꎬ动态监测传染

病报告信息管理系统及结核病管理信息系统以防治

遗漏[１２] ꎻ高校方面应将结核病筛查项目纳入新生入学

体检中ꎬ校医院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筛查工作ꎬ定期

组织结核病防控知识培训ꎬ在学校加大结核病防控知

识宣传力度ꎬ同时ꎬ辅导员掌握学生缺勤原因ꎬ并及时

上报[１３] ꎻ学生要加强学习结核病防控知识[１４] ꎬ理智面

对肺结核病ꎬ不隐瞒病情ꎬ配合各相关部门做好结核

病防控、治疗、管理等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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