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疾病控制

【基金项目】 　 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２０１８ 年第一批科学和青年基

金项目(２０１８－Ｅ１－２ 青)ꎮ
【作者简介】 　 黄爱菊(１９８８－　 )ꎬ女ꎬ海南省人ꎬ硕士ꎬ主管医师ꎬ主要

从事结核病疫情监测工作ꎮ
【通讯作者】 　 周华ꎬＥ￣ｍａｉｌ:ｓｕｎｒｕｉｄａｎｏｋ＠ １６３.ｃｏｍ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９.０２.０３４

贵州省 ２０１７ 年学校结核病筛查结果

黄爱菊ꎬ陈慧娟ꎬ李进岚ꎬ陈再平ꎬ周华

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防治研究所ꎬ贵阳 ５５０００４

　 　 【摘要】 　 目的　 了解贵州省学校结核病主动筛查情况ꎬ为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提供参考依据ꎮ 方法　 对 ２０１７ 年贵

州省学生群体开展主动筛查和入学体检情况ꎬ采用“全省学校结核病筛查调查表” 逐级收集信息ꎮ 共筛查 ２９０ 所学校

(４１.３１％)的 ３７３ ６７９ 名学生(１８.３１％)ꎮ 结果　 ＰＰＤ 试验筛查强阳性率ꎬ以办学性质分类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６７９.６２ꎬ
Ｐ＝ ０ ００)ꎻ以学校类别分类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９.５８ꎬＰ ＝ ０.００)ꎮ Ｘ 线胸片筛查异常率ꎬ以办学性质分类ꎬ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χ２ ＝ ０.２８ꎬＰ＝ ０.５９)ꎻ以学校类别分类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４.０７ꎬＰ ＝ ０.００)ꎮ 症状筛查可疑率ꎬ以办学性质分

类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４.７９ꎬＰ ＝ ０.０３)ꎻ以学校类别分类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２３.４７ꎬＰ ＝ ０.００)ꎮ ＰＰＤ 试验筛查

１６６ ６９１人ꎬ强阳性 ４ ６６７ 人ꎬ发现肺结核 １９１ 例ꎬ检出率为 ４.０９％ꎻＸ 线胸片筛查 １０４ ０２４ 人ꎬ胸片异常 ２９８ 人ꎬ发现肺结核

人数 ２００ 例ꎬ检出率为 ６７.１１％ꎻ症状筛查 １０２ ９６４ 人ꎬ可疑症状者 ２ ２７２ 人ꎬ发现肺结核患者 ２２９ 例ꎬ检出率为 １０.０８％ꎮ ３ 种

筛查方法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２６２.４４ꎬＰ ＝ ０.００)ꎮ 结论　 贵州省学校结核病筛查工作还需进一步完善ꎬ应加强大

学、寄宿制高中学生结核病的筛查力度ꎬ控制学校结核病疫情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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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核病一直是全球公共卫生的一个重大问题ꎬ与
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水平联系密切ꎬ从发病率、患
病率来看ꎬ中国的结核病负担很重[１] ꎮ 贵州省在校学
生有 ９１３.４ 万余名ꎬ约占全省总人口的 ２５.７％ꎬ全省每
年报告肺结核发病数约 ４ 万ꎬ学生肺结核发病数在人
群分布中位居第 ２ 位[２] ꎮ 学生已成为肺结核发病的

高危人群ꎬ学校结核病聚集性疫情时有发生[３－６] ꎮ 本
研究通过对 ２０１７ 年贵州省在校学生结核病筛查资料
进行分析ꎬ了解学校结核病主动筛查情况ꎬ为学校结
核病防控工作提供参考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研究对象为贵州省高中及以上学段学生ꎬ
包括主动筛查和新生入学体检的人数ꎮ 完成本次筛
查工作的是全省 ９ 个市州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 ８８ 个
县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ꎬ全省共筛查 １４ 所大学、２２８
所寄宿制高中、２２ 所非寄宿高中、２６ 所技工类学校
(包括 ４ 所普通中专、１３ 所职业高中、９ 所技工学校)ꎮ

９７２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第 ４０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２



１.２　 方法　 采用经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统一制定
的“全省学校结核病筛查调查表”进行报送重点人群
早期发现情况ꎬ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逐级下发到全省市州
级、县区级疾控机构ꎬ并由县区级疾控机构根据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９ 日国家卫计委发布的新版«中华人民共和
国卫生行业标准肺结核诊断»进行定诊ꎮ 由体检机构
向学生或家长发放“新生入学体检告知书”ꎮ 报送内
容主要包括结核菌素皮肤试验 (以下简称 ＰＰＤ 试
验)、胸部 Ｘ 线检查(以下简称 Ｘ 线胸片)、肺结核可
疑症状筛查(以下简称症状筛查)３ 种筛查方法ꎬ筛查
不同性质的学校发现肺结核患者情况ꎮ 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统一由市州级疾控机构收集所辖区域内各县区级
疾控机构的调查表上报省级疾控机构ꎮ
１.３　 统计分析　 由省级疾控机构采用 ＷＰＳ 对数据进
行汇总、审核ꎬ建立数据库ꎬ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统计软件
进行统计分析ꎬ百分率比较的假设检验采用 χ２ 检验ꎬ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基本情况 　 ２０１７ 年贵州年鉴[２] 数据显示ꎬ全省
同本研究学校性质一致的共 ７０２ 所ꎬ２ ０４０ ７７０ 人ꎮ 本
研究 共 筛 查 学 校 ２９０ 所 ( ４１.３１％)ꎬ ３７３ ６７９ 人

(１８.３１％)ꎬ其中公办学校 ２５９ 所ꎬ寄宿制高中学校最
多ꎬ占 ７７. ６１％ ( ２０１ / ２５９)ꎬ 人数也最多ꎬ 占 ７９. ８４％
(２７７ ９２４ / ３４８ １１７)ꎻ民办学校 ３１ 所ꎬ寄宿制高中学校
最多ꎬ占 ８７. １０％ ( ２７ / ３１)ꎬ人数也最多ꎬ 占 ８９. １３％
(２２ ７８３ / ２５ ５６２)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贵州省 ２０１７ 年不同类别学校结核病筛查情况

学校类别
公办学校

学校数 人数

民办学校

学校数 人数
大学 １３(９２.８６) ３６ ２３１(９３.４８) １(７.１４) ２ ５２７(６.５２)
普通高中 ２２２(８８.８０) ２８８ ９６７(９２.６８) ２８(１１.２０) ２２ ８１９(７.３２)
　 寄宿制 ２０１(８８.１６) ２７７ ９２４(９２.４２) ２７(１１.８４) ２２ ７８３(７.５８)
　 非寄宿制 ２１(９５.４５) １１ ０４３(９９.６８) １(４.５５) ３６(０.３２)
技工类学校 ２４(９２.３１) ２２ ９１９(９９.０７) ２(７.６９) ２１６(０.９３)
合计 ２５９(８９.３１) ３４８ １１７(９３.１６) ３１(１０.６９) ２５ ５６２(６.８４)

　 注:()内数字为占全省同性质学校和人数的比例 / ％ꎮ

２.２　 ３ 种方法筛查结果

２.２.１　 ＰＰＤ 试验　 ＰＰＤ 试验筛查方法中公办学校强
阳性率(３.２４％)高于民办学校(０.２２％)ꎬ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ꎻ 学校性质中寄宿制高中的强阳性率最高
(２.９４％)ꎬ技工类学校最低(１.３８％)ꎬ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贵州省不同组别学校学生 ＰＰＤꎬＸ 线胸片及症状筛查阳性检出率比较

组别

ＰＰＤ
筛查

人数

强阳性

人数 / ％
χ２ 值 Ｐ 值

Ｘ 线胸片

筛查

人数

异常

人数 / ％
χ２ 值 Ｐ 值

症状

筛查

人数

可疑

人数 / ％
χ２ 值 Ｐ 值

办学性质 公办 １４２ ２０８ ４ ６１４(３.２４) ６７９.６２ ０.００ １０２ ８０９ ２９６(０.２９) ０.２８ ０.５９ ９８ １００ ２ １８７(２.２４) ４.７９ ０.０３
民办 ２４ ４８３ ５３(０.２２) １ ２１５ ２(０.１６) ４ ８６４ ８５(１.７５)

学校类别 大学 １８ ２３５ ５２５(２.８８) ９.５８ ０.００ ２０ ５２３ ４０(０.１９) １４.０７ ０.００ － －
技工类学校 １３ ９９７ １９０(１.３８) ７ ３６３ ６(０.０８) １ ７７５ ３０(１.６９) ２３.４７ ０.００
寄宿制高中 １３０ ５３５ ３ ８４２(２.９４) ７５ １１９ ２４９(０.３３) ９５ ０５３ ２ １６１(２.２７)
非寄宿制高中 ３ ９２４ １１０(２.８０) １ ０１９ ３(０.２９) ６ １３６ ８１(１.３２)

合计 １６６ ６９１ ４ ６６７(２.８０) １０４ ０２４ ２９８(０.２９) １０２ ９６４ ２ ２７２(２.２１)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症状筛查中大学人数数据缺失ꎮ

２.２.２　 Ｘ 线胸片　 Ｘ 线胸片筛查方法中公办学校胸片
异常比例(０.２９％)高于民办学校(０.１６％)ꎬ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ꎻ学校性质中寄宿制高中的胸片异常比例最
高(０.３３％)ꎬ技工类学校最低(０.０８％)ꎬ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ꎮ 见表 ２ꎮ
２.２.３　 症状 　 症状筛查方法中公办学校可疑症状者
比例(２.２４％)高于民办学校(１.７５％)ꎬ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ꎻ学校性质中寄宿制高中的可疑症状者比例最高
(２.２７％)ꎬ非寄宿制高中最低(１.３２％)ꎬ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ꎮ 见表 ２ꎮ
２.３　 全省学校结核病筛查情况　 全省 ＰＰＤ 试验筛查
１６６ ６９１ 人ꎬ强阳性 ４ ６６７ 人(２.８０％)ꎬ确诊肺结核 １９１
例ꎬ患者诊断符合率为 ４.０９％ꎻＸ 线胸片筛查 １０４ ０２４
人ꎬ胸片异常 ２９８ 人( ０. ２９％)ꎬ确诊肺结核人数 ２００
例ꎬ患者诊断符合率为 ６７.１１％ꎻ症状筛查 １０２ ９６４ 人ꎬ
可疑症状者 ２ ２７２ 人(２.２１％)ꎬ诊断肺结核患者 ２２９
例ꎬ患者诊断符合率为 １０.０８％ꎮ ３ 种筛查方法患者诊
断符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２６２.４４ꎬＰ ＝ ０.００)ꎮ

３　 讨论
学生是一个特殊群体ꎬ目前已成为我国结核病防

治工作的重点人群之一ꎬ我国学生结核病患病率明显
高于其他人群[７] ꎮ 本次调查发现ꎬ共筛查了贵州省学
校的 ４１.３１％ꎬ学生的 １８.３１％ꎬ提示学生体检筛查工作
未能全面规范地落实ꎬ未做到全覆盖ꎮ 肺结核可疑症
状筛查、ＰＰＤ 试验和胸部 Ｘ 线检查是目前常用的肺结
核筛查方法[８] ꎮ 建议学生体检应包括 ＰＰＤ 试验、可疑
症状筛查和胸部 Ｘ 线检查ꎬ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的关
键是早发现传染源ꎬ而结核病筛查是传染源早发现的
重要途径ꎮ

３ 种筛查方法中ꎬ公办学校阳性率、胸片异常比
例、可疑症状者比例均高于民办学校ꎬ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ꎻ学校性质分类均以寄宿制高中比例最高ꎬ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ꎮ 提示寄宿制高中学校环境人口高度
集中ꎬ相互接触密切ꎬ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ꎬ一旦校
园内出现传染源ꎬ如没有得到早期的发现和控制ꎬ很
容易在校园内暴发流行[９] ꎮ 同时ꎬ由于高中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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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缺乏锻炼、睡眠严重不足等诸多因素ꎬ易造成学
生身体免疫力下降ꎬ从而导致结核病患者增多ꎮ 因
此ꎬ应加强学生体检工作ꎬ尽可能早发现、早隔离、早
治疗ꎬ杜绝学校结核病的蔓延ꎮ

通过 ＰＰＤ 试验筛查的人数最多ꎬ但 ＰＰＤ 强阳性
检出率最低(４.０９％)ꎬ与西安等地区高校 ＰＰＤ 强阳性
率水平相当[７] ꎻ通过胸片筛查发现肺结核病例数次
之ꎬ但检出率最高(６７.１１％)ꎻ通过症状筛查发现肺结
核病例数最多ꎬ检出率次之(１０.０８％)ꎬ３ 种筛查方法
的患者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提示胸部 Ｘ 线检
查是发现肺结核患者的主要方法ꎬ高中生和大学新生
属于学生结核高发人群ꎬ对该年龄段学生采用拍胸片
筛查肺结核的方法是复核放射实践正当化原则[１０] ꎮ
２０１２ 年出版的«学校结核病防治工作手册» [１１] 中也明
确提出ꎬ高中毕业生体检和大学新生入学体检应包括
胸部 Ｘ 线检查ꎮ

为加强该省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ꎬ提出以下措
施:(１)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下ꎬ加大学校结核病的经费
投入ꎬ贵州省 ２００９ 年出台的«关于义务教育阶段中小
学生健康体检经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１２]规定结核菌素
试验的费用标准为 １０ 元 / 人ꎬ而随着物价的不断上涨ꎬ
规定的标准已不能满足 ＰＰＤ 试验需求ꎬ建议完善卫
生、教育等部门的体检机制ꎬ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
协调ꎬ使结防工作得到切实支持ꎮ (２)在新生入学体
检中没有包含胸片检查ꎬ仅有结核菌素试验ꎬ结核菌
素试验在病人诊断方面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均不高ꎬ主
要用于感染的检测和受累人群的确定[１３] ꎬ对肺结核病
例的检出是有局限性的[１４] ꎮ 据贵州省 ２０１３ 年的调查
显示ꎬ仅 ５０％的学校开展了新生入学体检[１５] ꎮ 建议应
依据«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规范(２０１７)»(国卫办疾控
发[２０１７]２２ 号) [１６]等文件要求ꎬ严格执行学校结核病
的体检制度ꎬ并制定和完善符合该省切实可行的入学
体检制度ꎬ对学校结核病进行统一规范的筛查ꎬ高中
及以上学段学生筛查首先选择胸部 Ｘ 线检查ꎬ同时进
行 ＰＰＤ 试验和可疑症状者筛查ꎬ控制传染源ꎮ (３)高
度重视寄宿制学校的结核病防治ꎬ加强寄宿制学校宿
舍、教室的环境建设ꎬ确保通风良好ꎮ (４)学校定期开

展结核病防治知识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活动ꎬ提高
学生结核病防治知识知晓率ꎬ让学生有防患于未然的
意识ꎬ更大程度上避免造成学生肺结核大范围传播和
活动性肺结核的暴发流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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