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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毕节市中学结核病疫情处置措施实施情况ꎬ为提升学校结核病疫情处置质量提出建议ꎮ 方法　 采用

统一调查问卷ꎬ对毕节市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７ 日—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６ 日结核病信息管理系统上报的中学肺结核疫情处置情况进行

调查ꎮ 结果　 密切接触者筛查开展率为 ６９.７２％(９９ / １４２)ꎬ不同县(区)间开展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ꎮ 患者确诊

之日至属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密切接触者筛查工作的时间为 ３(１ ~ １０.５) ｄꎮ 年龄≥１５ 岁密切接触者的流程规范率

(０)小于<１５ 岁密切接触者(２３.０８％)(Ｐ<０.０１)ꎮ ３ ４６２ 名密切接触者开展了症状筛查ꎬ发现可疑症状者进行胸片筛查(流

程 １)ꎻ２ ４３９ 名密切接触者同时进行症状筛查与结核菌素(ＰＰＤ)试验ꎬ对可疑症状者以及 ＰＰＤ 强阳性者进行胸片筛查(流

程 ２)ꎮ Ⅰ级密切接触者筛查肺结核检出率流程 １(２８.８９ / １０ 万)小于流程 ２(３２８.００ / １０ 万) ( χ２ ＝ ６.５６ꎬＰ ＝ ０.０１)ꎬⅠ级密切

接触者潜伏感染率(６.３９％)大于Ⅱ级密切接触者(１.９３％)(χ２ ＝ ５４.８６ꎬＰ<０.０１)ꎮ 结论　 毕节市 ２０１８ 年中学结核病疫情处

置开展度较高、较及时ꎬ但规范性有待提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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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核病是由结核分枝杆菌感染引起的慢性传染

病[１] ꎮ 青少年是活动性结核病的易感人群[２－３] ꎮ 学校

是青少年活动的重要场所ꎬ人群密集、接触频繁ꎬ易于

传染病的传播流行[４－５] ꎮ 我国是全球结核病高负担、
高危险性国家[６－７] ꎮ 各地时有学校肺结核聚集性疫情

发生[８－９] ꎮ 为做好学校结核病的防控工作ꎬ２０１７ 年国

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下发«学校结

核病防控工作规范(２０１７ 版)» [１０] ꎮ
贵州省是结核病疫情高风险省份[１１] ꎮ 毕节市是

贵州省结核病高发地区ꎬ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的报告学生肺

结核发病数位列全省第一[１２] ꎮ 为了解毕节市中学结

核病疫情处置措施实施情况ꎬ掌握学校结核病防治工

作中的薄弱环节ꎬ推进学校结核病防治措施的落实ꎮ
本研究对毕节市中学肺结核疫情处置情况开展调查ꎬ
现报道如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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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ꎬ通过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信息系统结核病信息管理系统获取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７ 日—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６ 日毕节市中学肺结核患者名单ꎻ
同时ꎬ采用统一问卷对毕节市 ８ 个县(区)中学结核疫
情处置情况进行现场调查和访谈ꎬ包括初级中学、高
级中学、职业中学、完全中学、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初中
部、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初中部和高中部ꎬ共 ４６４ 所学
校ꎮ 本研究经过贵州医科大学伦理学会批准[批准
号:２０１８ 伦审第(１２１)号]ꎮ
１.２　 方法　 问卷内容包括密切接触者的一般信息、筛
查项目及结果ꎮ 以«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规范(２０１７
版)»(以下简称«规范»)对该市学校疫情处置的规范
性进行判断ꎮ «规范»要求密切接触者筛查流程为:１５
岁及以上密切接触者ꎬ必须同时进行症状筛查、结核
菌素皮肤试验和胸部 Ｘ 线检查ꎻ１５ 岁以下的密切接触
者应先进行肺结核症状筛查以及结核菌素皮肤试验ꎬ
对肺结核可疑症状者和结核菌素皮肤试验强阳性者
开展胸部 Ｘ 线检查ꎮ

因各地经济、疫情水平差异ꎬ毕节市各县(区)疾
控机构根据当地情况分别采用:流程 １ꎬ对密切接触者
开展症状筛查ꎬ发现可疑症状者进行胸片筛查ꎻ流程
２ꎬ对密切接触者同时开展症状筛查与结核菌素
(ＰＰＤ)试验ꎬ对可疑症状者以及 ＰＰＤ 强阳性者开展胸
片筛查ꎬ２ 种流程开展密切接触者筛查ꎮ
１.３　 诊断标准　 病例的诊断标准:结核病定点医院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肺结核诊断» ( ＷＳ
２８８—２０１７) [１３]进行诊断ꎮ １ 级密切接触者为确诊病
例的同班同学和同寝同学ꎬ２ 级密切接触者为确诊病
例除同班同寝同学以外的同一栋宿舍楼、教学楼的学
生[１０ꎬ１４] ꎮ 结核分枝杆菌潜伏感染者:体内感染了结核
分枝杆菌ꎬ但没有发生临床结核病ꎬ没有临床细菌学
或者影像学方面活动结核的证据[１３] ꎮ
１.４　 统计分析　 将数据录入 Ｅｘｃｅｌ 表格ꎬ整理后的数
据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ꎮ 统计指标采用
中位数(四份位间距)、百分率、构成比描述ꎬ采用 χ２

检验、Ｆｉｓｈｅｒ 确切概率法进行比较ꎬ检验水准 α＝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中学结核病疫情处置概况　 调查期间毕节市“结
核病管理信息系统”登记治疗中学生患者 ４５７ 例ꎬ需
进行疫情处置响应的中学生病例 １５７ 例ꎮ 调查追踪
１５７ 例学生病例显示ꎬ实施疫情响应并开展密切接触
者筛查处置的 ９９ 例(６３.０６％)ꎬ进行了疫情响应但未
开展密切接触者筛查处置的 ４３ 例(２７.３９％)ꎬ１５ 例疫
情响应情况无反馈(９.５５％)ꎮ
２.２　 中学结核病疫情处置开展情况　 进行疫情响应
的 １４２ 例病例密切接触者筛查开展率为 ６９.７２％ (９９
例)ꎬ其中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寄宿制学校与非寄宿

制学校、城区学校与农村学校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ꎻ不同县(区)间开展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黔西最
高ꎬ威宁最低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毕节市不同组别中学肺结核密切接触者筛查开展率

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ｃｌｏｓ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 Ｂｉｊｉｅ Ｃｉｔｙ
组别 选项 疫情响应病例数 筛查病例 χ２ 值 Ｐ 值
学校性质 公办 １２３ ８６(６９.９２) ０.０２ ０.９０

民办 １９ １３(６８.４２)
是否寄宿 寄宿制 １２９ ９１(７０.５４) ０.１３ ０.７２

非寄宿制 １３ ８(６１.５４)
地区 城区 ８１ ５６(６９.１４) ０.０３ ０.８６

农村 ６１ ４３(７０.４９)
区县 大方 １７ １５(８８.２４) <０.０１∗

赫章 １５ １３(８６.６７)
金沙 ９ ６(６６.６７)
纳雍 ２０ １１(５５.００)
七星关 １８ １６(８８.８９)
黔西 １１ １０(９０.９１)
威宁 ４３ ２０(４６.５１)
织金 ９ ８(８８.８９)

　 注:()内数字为开展率 / ％ꎬ∗采用 Ｆｉｓｈｅｒ 确切概率法ꎮ

２.３　 中学结核病疫情处置的及时性　 患者确诊之日
至属地疾病预防控制(以下简称“疾控”)机构开展密
切接触者筛查工作的时间间隔为 ３(１ ~ １０.５) ｄꎮ 不同
学段、学校性质、寄宿制度、地区、患者痰菌状态间处
置及时性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 ０５ )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毕节市不同组别中学肺结核疫情处置及时性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ｏｆ ｔｉｍｅｌ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 Ｂｉｊｉｅ Ｃｉｔｙ

组别 选项
筛查

病例数

处置时间

≤７ ｄ 疫情数

处置时间

>７ ｄ 疫情数
χ２ 值 Ｐ 值

学段 初中 ３４ ２４ １０ ０.０３ ０.８６
高中 ６５ ４７ １８

学校性质 公办 ８６ ６２ ２４ ０.００ １.００
民办 １３ ９ ４

是否寄宿 寄宿制 ９１ ６５ ２６ ０.００ １.００
非寄宿制 ８ ６ ２

地区 城区 ５６ ４２ １４ ０.６９ ０.４１
农村 ４３ ２９ １４

患者痰菌 涂阴 ８８ ６１ ２７ １.３１ ０.２５
　 状态 涂阳 １１ １０ １

２.４　 中学结核病疫情处置的规范性　 根据“规范”要
求ꎬ年龄≥１５ 岁的密切接触者流程规范率为 ０ꎬ<１５ 岁
的规范率为 ２３.０８％ (３ / １３)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１)ꎮ
２.５　 不同筛查流程的肺结核检出率 　 共有 ５ ９０１ 名
Ⅰ级密切接触者ꎬ其中 ３ ４６２ 名Ⅰ级密切接触者采用
流程 １ 筛查ꎬ２ ４３９ 名Ⅰ级密切接触者采用流程 ２ 筛
查ꎮ Ⅰ 级密切接触者筛查肺结核检出率ꎬ 流程 １
(２８.８９ / １０ 万)小于流程 ２(３２８.００ / １０ 万)ꎬ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２ ＝ ６.５６ꎬＰ ＝ ０.０１)ꎮ 毕节市学校肺结核筛
查Ⅱ级密切接触者均使用流程 ２ꎬ未分亚组ꎮ
２.６　 流程 ２ 筛查的肺结核检出率　 流程 ２ 筛查Ⅰ级
密切接触者 ２ ４３９ 名ꎬ肺结核患者 ８ 例ꎬ潜伏结核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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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１５６ 例ꎻ筛查Ⅱ级密切接触者 ２ １２５ 名ꎬ肺结核患者
２ 例ꎬ潜伏结核感染 ４１ 例ꎮ Ⅰ级密切接触者肺结核患
者检出率(３２８.００ / １０ 万)与Ⅱ级密切接触者(９４.１２ /
１０ 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８７ꎬＰ ＝ ０.１７)ꎮ Ⅰ级
密切接触者潜伏感染率(６.３９％)大于Ⅱ级密切接触者
(１.９３％)(χ２ ＝ ５４.８６ꎬＰ<０.０１)ꎮ

３　 讨论

本研究中毕节市中学肺结核密切接触者筛查开
展率为 ６９.７２％ꎬ低于英国伦敦(８６％) [１５] ꎮ 未开展密
切接触者筛查的原因主要为:结核性胸膜炎患者未开
展密切接触者筛查ꎻ学校未接到病人协助筛查函以及
学生放假难以追踪ꎮ 结核性胸膜炎是结核病暴发流
行的特征性表现[１６－１７] ꎬ建议相关部门重视结核性胸膜
炎患者的管理ꎻ推进跨区域流动学生协助筛查制度落
实到位ꎻ针对放假期间报告肺结核学生ꎬ应由学校对
家长和学生进行筛查告知ꎬ由家长带领学生自行前往
结核病定点医院进行密切接触者筛查ꎬ并将筛查结果
反馈给学校和当地疾控机构ꎮ

不同学校性质、寄宿制度、地区间中学肺结核密
切接触者筛查开展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ꎬ说明各县
(区)疾控对各类学校疫情均一视同仁进行处置ꎮ 但
不同县(区)间密切接触者筛查开展率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ꎬ根据现场与疾控中心相关人员的访谈发现ꎬ对
结核病的重视程度是影响学校筛查工作开展的关键ꎬ
同时也跟各县(区)疾控的人员配置、资源配置以及专
业能力有关ꎮ

调查发现ꎬ疾控机构对 ２８.２８％(２８ 例)的疫情处
置时间达 ７ ｄ 以上ꎮ 筛查工作的延迟容易导致肺结核
病例长期在人群中潜伏ꎮ ２０１８ 年学生结核病患者就
诊延迟率高达 ４７.３８％[１８] ꎬ而延误就诊是学校聚集性
疫情发生的主要因素ꎮ 毕节市不同学段、学校性质、
寄宿制度、地区、患者痰菌状态间处置及时性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ꎬ提示疾控机构在开展密切接触者筛查
时都采取一致的措施ꎮ

年龄≥１５ 岁密切接触组流程规范率小于<１５ 岁
密切接触组ꎮ 我国«规范»根据密切接触者年龄采用
不同的筛查流程ꎮ 所以对于年龄≥１５ 岁接触者ꎬ规范
的筛查必然增加筛查成本ꎮ 因毕节市经济欠发达ꎬ所
辖 ５ 个县为国家级贫困县ꎬ２０１８ 年地方财政对当地结
核病防治经费投入 ８５ 万元[１１] ꎬ难以保障学校结核病
筛查工作投入ꎬ在实施结核病筛查时仅能根据现有的
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开展工作ꎬ从而导致了执行规
范筛查流程不高的情况ꎮ

流程 １ 的肺结核患者检出率低于流程 ２ꎮ 因流程
１ 以症状筛查为主要手段ꎬ较流程 ２ 更易受到主观因
素的影响ꎮ 而流程 ２ 是同时进行症状筛查、ＰＰＤ 筛查
为主要的全覆盖方式ꎬ发现可疑者进行胸片排查ꎬ相
关检查方法不易受到主观因素影响ꎮ

流程 ２ 的Ⅰ级密切接触者肺结核患者检出率与Ⅱ
级密切接触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与相关研究结果不
一致[１９] ꎬ原因待继续研究ꎮ 但Ⅰ级密切接触者潜伏感
染率大于Ⅱ级密切接触者ꎬ提示密切接触者与指示病
例的密切接触程度是肺结核传播的影响因素之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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