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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杭州市余杭区儿童猩红热现状及其影响因素ꎬ为开展有效防控提供参考ꎮ 方法　 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 日—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间ꎬ杭州市各级医疗机构报告的本辖区儿童猩红热病例作为病例组ꎬ按同班级、同性别选择对照开

展猩红热调查ꎬ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探讨猩红热病例发病的危险因素ꎮ 结果　 猩红热病例接触者感染率为 １１.４８％ꎬ感染

率最高的为一起玩的同学ꎬ感染率为 １９.００％ꎬ其次为邻桌(１６.９０％)、同桌(１１.６４％)ꎬ家人和老师感染率均为 ０ꎮ 患过出疹

性疾病、与病例在校外经常一起玩耍、与病例床铺相邻或邻桌、与病例同桌均与猩红热发病呈正相关(ＯＲ 值分别为 ６.１８ꎬ
６ ４３ꎬ４.６９ꎬ６.４０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猩红热病例的同桌、邻桌、邻床及经常一起玩的同学应作为密切接触者进行医学观

察和预防性服药ꎮ
【关键词】 　 猩红热ꎻ病例对照研究ꎻ因素分析ꎬ统计学ꎻ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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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猩红热是由 Ａ 组 β 型溶血性链球菌引起的急性

呼吸道传染病ꎬ属于我国法定报告的乙类传染病ꎬ主
要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ꎬ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咽峡

炎、全身弥漫性鲜红色皮疹和疹退后明显脱屑ꎬ以 ５ ~
１５ 岁儿童多发[１] ꎮ 自 ２００５ 年以来ꎬ全国猩红热发病

率维持在较低的水平ꎬ２０１０ 年后猩红热发病率急剧上

升ꎬ２０１１ 年中国猩红热发病率较往年大幅升高ꎬ南方

部分地区的发病率较既往增幅明显[２] 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全国发病率连续 ２ 年下降ꎬ２０１４ 年再次上升ꎬ２０１５
年发病率超过 ２０１１ 年水平ꎮ 本研究选择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 日—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间ꎬ对杭州市各级医疗机

构报告的本辖区儿童猩红热病例开展调查ꎬ目的是了

解猩红热病例的接触者感染情况ꎬ探讨猩红热发病的

影响因素ꎬ为指导猩红热疫情的防控提供依据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病例信息来源于杭州市各医疗机构

通过“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网络报告的本辖

区病例相关数据ꎻ接触者感染信息来源于余杭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检测数据ꎻ危险因素相关信息来

源于现场流行病学调查ꎮ
１.２　 方法　 对病例及接触者进行问卷调查ꎬ同时采集

被调查对象的咽拭子等标本进行细菌培养ꎬ获得不同

接触人群的感染率ꎮ
　 　 将医疗机构网络报告的猩红热病例和实验室培

养出 β－溶血链球菌的接触者作为病例(共 ６０ 名ꎬ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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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名ꎬ女生 ２３ 名)ꎬ同班级、同性别的未感染者作为对

照(共 ８３ 名ꎬ男生 ５３ 名ꎬ女生 ３０ 名)ꎬ进行病例对照

研究ꎬ获得与感染相关的主要影响因素ꎮ
　 　 应用乳胶凝集的方法快速对 ＡꎬＢꎬＣꎬＤꎬＦ 和 Ｇ 群

β－溶血链球菌进行 Ｌａｎｃｅｆｉｅｌｄ 分群鉴定ꎮ 方法为取在

血平板上的单个 β－溶血链球菌菌落ꎬ放入加入提取酶

的试管中ꎬ群特异性抗原以快速简便的方式从链球菌

细胞壁被酶促提取出来ꎮ 在提取物中的抗原被用群

特异性抗链球菌兔抗血清敏化的乳胶颗粒鉴定出来ꎬ
特异性乳胶颗粒混悬液与提取抗原反应形成可见的

凝集颗粒ꎮ 链球菌分群乳胶凝集试剂为英国 Ｏｘｏｉｄ 公

司产品ꎮ
１.３　 相关定义 　 临床诊断病例:根据猩红热诊断标

准[３] ꎬ起病急骤ꎬ出现发热、咽峡炎、全身弥漫性鲜红

色皮疹和疹退后明显的脱屑ꎬ实验室检测白细胞总数

和中性粒细胞增多ꎬ有与猩红热患者或链球菌感染者

接触史ꎬ或 Ａ 群链球菌快速检测实验阳性ꎬ或生化鉴

定为化脓性链球菌ꎮ 确诊病例:符合临床诊断病例的

标准ꎬ咽拭子经血清学分群ꎬ鉴定为 Ａ 群 β 型溶血性

链球菌ꎮ
１.４　 统计分析 　 对调查结果建立数据库ꎬ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和 ＥｐｉＩｎｆｏ ２００２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ꎬ率的比较采

用 χ２ 检验ꎬ对调查因素与猩红热的相关性进行 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ꎬ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纳入标准为 ０.１０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接触人群猩红热感染率

２.１.１　 不同人群猩红热病例的接触者感染情况 　 共

调查网络报告的猩红热病例 ５０ 例ꎬ其中医疗机构诊断

为临床诊断病例 ４６ 例ꎬ确诊病例 ４ 例ꎮ 采集 ６２７ 名接

触者咽拭子样品ꎬ其中 ７２ 名接触者样品培养出溶血性

链球菌ꎬ阳性率为 １１.４８％ (７２ / ６２７)ꎮ 小学生病例的

接触者阳性率为 １７.０５％ (３７ / ２１７)ꎬ幼托儿童病例的

接触者阳性率为 ８.７１％(３５ / ４０２)ꎬ散居儿童病例的接

触者阳性率为 ０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０. ７ꎬＰ ＝
０.００５)ꎮ
２.１.２　 病例的不同接触者感染情况 　 所有病例的接

触者中感染率最高的为一起玩的同学 ( １９ / １００ꎬ
１９ ００％)ꎬ其次为邻桌 ( １２ / ７１ꎬ １６ ９０％)、同桌 ( １７ /
１４６ꎬ１１ ６４％)、其他( １６ / １６５ꎬ９ ７０％) 和邻床( ８ / ８６ꎬ
９ ３０％)ꎬ家人和老师感染率均为 ０ꎮ 病例的不同接触

者感染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１６ １９ꎬ Ｐ ＝
０ ０１３)ꎮ
２.２　 危险因素分析

２.２.１　 病例组与对照组可比性分析　 按性别和年龄 ２
个指标对两组进行可比性分析ꎬχ２ 检验结果显示ꎬ病
例组与对照组性别和年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

均>０.０５)ꎮ
２.２.２　 单因素分析

２.２.２.１　 个人习惯　 病例组和对照组在个人习惯诸因

素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猩红热病例组与对照组个人习惯分布比较

个人习惯
病例组

(ｎ ＝ ６０)

对照组

(ｎ ＝ ８３)
χ２ 值 Ｐ 值

吸吮手指
　 经常 １３(２１.７) ９(１０.８) ３.２４８ ０.１９７
　 偶尔 １２(２０.０) ２１(２５.３)
　 几乎不 ３５(５８.３) ５３(６３.９)
吃饭前洗手
　 每次 ３６(６０.０) ６２(７４.７) － ０.１５５
　 偶尔 ２２(３６.７) ２０(２４.１)
　 几乎不 ２(３.３) １(１.２)
上厕所后洗手
　 每次 ４５(７５.０) ５６(６７.５) － ０.１４１
　 偶尔 １５(２５.０) ２２(２６.５)
　 几乎不 ０ ５(６.０)
洗手用洗手液
　 每次 １６(２６.６) ２２(２６.５) ０.０３１ ０.９８４
　 有时 ３１(５１.７) ４２(５０.６)
　 几乎不 １３(２１.７) １９(２２.９)
经常弄脏手
　 经常 ２４(４０.０) ３２(３８.６) ３.６８２ ０.１５９
　 偶尔 ２７(４５.０) ２８(３３.７)
　 几乎不 ９(１５.０) ２３(２７.７)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２.２.２　 既往史　 病例组和对照组在“是否患过出疹

性疾病”和“近 １ 年扁桃体发炎次数”上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在其余因素上未发现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猩红热病例组与对照组既往病史分布比较

既往史 病例组(ｎ ＝ ６０) 对照组(ｎ ＝ ８３) χ２ 值 Ｐ 值
患过出疹性疾病
　 是 １４(２３.３) ５(６.０) ９.０５６ ０.００３
　 否 ４６(７６.７) ７８(９４.０)
近 １ 年扁桃体发炎次数
　 ０ １２(２０.０) ３３(３９.８) ９.８６２ ０.０４３
　 １~ ４ ４１(６８.３) ４４(５３.０)
　 ≥５ ７(１１.７) ６(７.２)
近 １ 年来ꎬ因气管、支气管炎、肺炎就诊
　 是 ３(５.０) １０(１２.０) ２.０９３ ０.１４８
　 否 ５７(９５.０) ７３(８８.０)
近 １ 年来ꎬ因感冒输液次数
　 ０ ２６(４３.３) ３２(３８.６) － ０.４８１
　 １~ ３ ３１(５１.７) ４７(５６.６)
　 ≥４ ３(５.０) ４(４.８)
近 １ 个月内ꎬ因咽炎、扁桃体炎而输液或口服药物
　 是 ２７(４５.０) ２７(３２.５) ２.３０４ ０.１２９
　 否 ３３(５５.０) ５６(６７.５)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２.２.３　 接触情况　 病例组和对照组在“与病例在校

外是否一起玩耍” “与病例是否床铺相邻或邻桌”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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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病例是否同桌”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ꎬ在其余因素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３ꎮ
２.２.３　 多因素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按 α ＝ ０.１０ 水

准ꎬ将单因素分析筛选出的影响猩红热发病的 ５ 个可

疑因素(是否患过出疹性疾病、近 １ 年来扁桃体发炎

次数、与病例在校外是否一起玩耍、与病例是否床铺

相邻或邻桌和与病例是否同桌)纳入多因素条件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应变量设置以病例组为 １ꎬ对照组为

０)ꎬ结果显示ꎬ调整相关因素后ꎬ“患过出疹性疾病”
“与病例在校外经常一起玩耍”“与病例床铺相邻或邻

桌” “ 与 病 例 同 桌 ” 为 猩 红 热 发 病 的 影 响 因 素ꎮ
见表 ４ꎮ

表 ３　 猩红热病例组与对照组接触史分布比较

接触史 病例组(ｎ ＝ ６０) 对照组(ｎ ＝ ８３) χ２ 值 Ｐ 值
与病例在班级一起玩耍
　 经常 ２３(４７.９) ３０(３６.１) ３.８９ ０.２７４
　 偶尔 ５(１０.４) １０(１２.０)
　 极少 １１(２２.９) １５(１８.１)
　 几乎不 ９(１８.８) ２８(３３.７)
与病例在校外一起玩耍
　 经常 ８(１６.７) １(１.２) － ０.００１
　 偶尔 ２(４.２) ０
　 极少 ６(１２.５) ６(７.２)
　 几乎不 ３２(６６.７) ７６(９１.６)
与病例床铺相邻或邻桌
　 是 １９(３９.６) １３(１５.７) ９.４３ ０.００２
　 否 ２９(６０.４) ７０(８４.３)
与病例同桌
　 是 １１(２２.９) ７(８.４) ５.３８２ ０.０２
　 否 ３７(７７.１) ７６(９１.６)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表 ４　 儿童猩红热发病影响因素的多因素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因素分析(ｎ ＝ １４３)

自变量 Ｂ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患过出疹性疾病 １.８２１ ０.６７０ ７.３７９ ０.００７ ６.１８(１.６６１ ~ ２２.９９７)
与病例校外一起玩耍 １.８６０ ０.６９４ ７.１８７ ０.００７ ６.４３(１.６４９ ~ ２５.０４)
与病例床铺相邻或邻桌 １.５４６ ０.５１３ ９.０７２ ０.００３ ４.６９(１.７１６ ~ １２.８２３)
与病例同桌 １.８５７ ０.５９５ ９.７２１ ０.００２ ６.４０(１.９９３ ~ ２０.５６６)
近 １ 年扁桃体发炎次数
　 １ ~ ４ １.２３３ ０.７６２ ２.６１３ ０.１０６ ３.４３(０.７７０ ~ １５.２８４)
　 ≥５ ０.６８１ ０.７０７ ０.９２９ ０.３３５ １.９８(０.４９５ ~ ７.８９４)

　 注:患过出疹性疾病、与病例校外一起玩耍、与病例床铺相邻或邻桌、与病例床铺相邻或邻桌、与病例同桌均以否为参照ꎬ近 １ 年扁桃体发炎次数以

０ 次为对照ꎮ

３　 讨论

余杭区近年来猩红热的发病主要集中在 １５ 岁以

下儿童[４] ꎬ故本研究选择的调查对象主要为小学生、
幼托儿童和散居儿童病例ꎬ所有病例的接触者感染率

为 １１.４８％ꎬ明显低于程小迎[５]研究的实验室确诊病例

密切接触者感染率２３.５％ꎬ一方面因为本研究中接触

者不仅包括同桌、邻床、经常一起玩的同学等密切接

触者ꎬ还包括普通接触者和成人接触者ꎻ另一方面因

为本研究中猩红热病例不仅有实验室确诊病例ꎬ还有

临床诊断病例ꎮ 本研究小学生病例的接触者感染率

要明显高于幼托儿童病例ꎬ且所有病例的接触者中感

染率最高的为一起玩的同学ꎬ主要是因为小学生较幼

托儿童活动能力强ꎬ同学之间接触更加频繁ꎬ交叉感

染机会更多ꎬ这与殷良等[６] 报道结果相一致ꎮ 虽有成

人猩红热疫情的相关报道[７－８] ꎬ但本研究中散居儿童

病例的接触者均为成人ꎬ采集其咽拭子进行培养ꎬ结
果均为阴性ꎬ另外所有病例的接触者中老师和家人的

感染率也均为 ０ꎬ提示目前成人对猩红热不易感染ꎮ
张建彬[９]报道ꎬ仪征市猩红热的主要危险因素为

与出疹患者接触、室内通风不良和喜爱聚集活动ꎬ这
些因素说明猩红热的发病与病例的接触机会多有关ꎮ
本研究发现ꎬ患过出疹性疾病、与病例在校外经常一

起玩耍、与病例床铺相邻或邻桌、与病例同桌均与猩

红热发病呈正相关ꎬ为余杭区猩红热发病的危险因

素ꎬ也说明发病与病例密切接触的机会多有关ꎮ 传染

病防控中ꎬ养成勤洗手等良好的卫生习惯很重要ꎬ但
本研究发现良好的洗手习惯对猩红热发病影响无统

计学意义ꎬ与张建彬[９] 、徐红梅等[１０] 报道相一致ꎮ 另

外ꎬ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ｐｒａｄａｍ 等[１１] 在某立公学校猩红热暴发

疫情中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确立主要风险因素为

扁桃体炎ꎮ 本研究采用多因素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析显

示ꎬ近 １ 年来扁桃体炎发生次数与发病不存在相关ꎮ
由于目前对猩红热无特异性的预防措施ꎬ人群对

猩红热普遍易感ꎬ发病水平呈自然流行状况[１２] ꎬ需采

取综合性的防制措施才能有效控制其传播和流行ꎮ
对于猩红热患者要做到早发现、早隔离治疗ꎬ防止儿

童间的传播与流行ꎬ患者的同桌、邻桌、邻床、经常一

起玩的同学等应作为密切接触者ꎬ进行医学观察 ７ ｄꎬ
儿童机构出现猩红热患者时ꎬ对咽峡炎和扁桃体炎患

者ꎬ都应给予隔离治疗[１] ꎮ 对患者接触过的玩具等物

品进行预防性消毒ꎬ定期开窗通风ꎬ保持室内空气流

通ꎬ开展健康教育ꎬ患者发病后避免或尽量减少与其

他儿童接触ꎬ减少儿童感染链球菌的机会ꎮ 医生在诊

治猩红热患儿时ꎬ一定在病程早期作咽拭子培养和药

敏试验ꎬ以便指导治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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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保健

高校医疗机构现状调查

宋纪松ꎬ贾晨露ꎬ龙进ꎬ张俊俊ꎬ黄娟娟ꎬ马丽ꎬ郑普生

南方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ꎬ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５１５

　 　 【摘要】 　 目的　 了解我国高校医疗机构卫生服务的基本情况ꎬ为提高高校医疗机构卫生服务质量及大学生健康状况

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分层抽样方法ꎬ抽取全国 ２２ 个省的 １０２ 所高校进行远程问卷和实地走访相结合的调查方法ꎬ调查

其医疗机构卫生服务的基本情况ꎮ 结果　 高校医疗机构的资源配置情况良好ꎬ常规医疗器械如血压计、听诊器、体重秤等

配备比例在 ９０％以上ꎬ近 ５０％的高校医疗机构配备有 Ｘ 光机、Ｂ 型超声仪等医疗器械ꎮ 但其开展健康教育和对在校学生

进行健康检查的频率偏低ꎬ每年有 ３ 次以上健康教育宣传的高校仅有 １８ 所ꎬ占 １７.６％ꎻ对在校学生的健康体检频率为仅入

学时 １ 次的有 ５２ 所ꎬ占 ５１.０％ꎮ 结论　 需采取针对性措施ꎬ提升疾病预防宣教力度ꎬ并探索高校医疗机构管理运行机制新

模式ꎬ更好地为在校学生服务ꎮ
【关键词】 　 学生保健服务ꎻ耐用医疗设备ꎻ公共卫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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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是将大学生培养成为高级人才的重要基地ꎬ
是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生产地ꎮ 保障高校大学生

医疗健康ꎬ在高校范围内进行卫生检查和监督ꎬ是高

校医疗机构的重要职能ꎬ最终目的是稳定教学秩序ꎬ
保障教学科研等工作的正常运转ꎬ全面推进大学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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