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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学生肺结核患者疫情传播及播散的促发因素ꎬ为提出相应的防治对策提供依据ꎮ 方法　 对首发

病例及疫情前期处理进行回顾调查ꎬ并通过现场流行病学调查进一步探讨疫情扩大的影响因素ꎮ 结果　 共发现肺结核 ４４
例ꎬ２０１４ 年发病 ２８ 例ꎬ其中与 ２０１３ 年首发病例同班的占 ５７.１４％ꎬ同宿舍的占 ２８.５７％ꎻ４４ 例肺结核病例中ꎬ共有 ２５ 例来自

同一班级ꎬ该班级的学生患肺结核风险是来自其他班级学生的 ６０.３１ 倍(χ２ ＝ ６３８.００ꎬＰ<０.０５)ꎻ首发病例延误诊断、密切接

触者缺乏后续监测和随访、年级分班及学生居住环境恶劣是疫情扩散的影响因素ꎮ 结论　 及早发现和控制传染源ꎬ合理确

定开展结核菌素试验的时间和次数ꎬ加强针对密切接触者的后续监测ꎬ改善学生居住环境ꎬ是预防学校结核病疫情聚集性

发生的重要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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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市 ２０１４ 年报告学生肺结核患者 １７０ 例ꎬ占全

市全年报告肺结核患者的 ８.７３％ꎮ 分析校内学生结核

病的发生特点和影响因素ꎬ对制定学校结核病防治策

略、控制学校结核病疫情的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

用[１] ꎮ 本研究对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济南市

某中学发生的一起学生结核病患者疫情进行了分析ꎬ
为进一步探索学校结核病防治的有效举措提供依据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资料来源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济南市某中学发生的

一起学生结核病聚集性疫情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核菌

素(ＰＰＤ)试验、Ｘ 线检查、医疗机构对肺结核患者的

诊断治疗资料、学校日常肺结核感染控制及传染病疫

情网络报告资料ꎮ 按照国家肺结核诊断标准(ＷＳ ２８８
－２００８) [２]判定肺结核确诊病例、临床诊断病例和疑似

病例ꎮ 反应硬结<５ ｍｍＰＰＤ 为试验阴性ꎬ反应硬结 ５ ~
１９ ｍｍ 为阳性ꎬ反应硬结≥２０ ｍｍ 或者有水泡、坏死、
溃疡、双圈及淋巴管发炎为强阳性ꎮ 与结核病患者同

处 １ 个班级或者宿舍的学生及本班级的授课老师确定

为密切接触者ꎮ
采用 Ｅｐｉｉｎｆｏ ７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ꎬ百分率和构成

比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基本情况 　 该校位于济南市某区ꎬ共有 ３ 个年

级ꎬ学生大部分为本地生ꎬ学生宿舍为 １０ ~ ３０ 人 / 间ꎬ
人均面积 １.２ ~ １.５ ｍ２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学年结束后ꎬ该校

对高一学生进行统一分班ꎬ升入高二ꎬ部分学生进行

了班级调整ꎮ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ꎬ该校陆续在学生中

３２２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第 ３７ 卷第 ８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８



发现并诊断肺结核 ４４ 例ꎬ其中因症就诊 ９ 例ꎬ密接筛

查(ＰＰＤ＋胸片)３５ 例ꎮ 疫情从高一下学期持续到高三

上学期ꎮ 经调查发现ꎬ首发病例是高一(１３)班学生ꎬ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被确诊为活动性肺结核患者ꎬ男性ꎬ
涂阳ꎮ 经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及对患病学生所在班级

及其同楼层 ２ 个班级学生、授课教师开展 ＰＰＤ 筛查及

胸片检查ꎬ共确诊活动性肺结核 １５ 例(均为学生)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７ 日ꎬ该中学高二年级(１５)班 １ 名

学生因症就诊ꎬ被确诊为活动性肺结核ꎬ男性ꎬ涂阳ꎮ
从 ３ 月 ２５ 日到 ６ 月 ２３ 日ꎬ通过因症就诊及对全校师

生进行 ＰＰＤ 筛查和胸片检查ꎬ共诊断肺结核患者 ２１
例ꎬ其中涂阳患者 ３ 例ꎬ涂阴患者 １８ 例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至 １１ 月 ２９ 日ꎬ对上半年 ＰＰＤ 强阳性且胸片

检查未见异常学生ꎬ再次进行胸片检查ꎬ又确诊肺结

核患者 ６ 例ꎬ全部为涂阴患者ꎮ ２ 次筛查共发现患者

２７ 例ꎬ均为学生ꎮ
２.２　 流行病学调查

２.２.１　 首发病例　 ２０１３ 年首发病例为男性ꎬ涂阳ꎬ发
病初期有典型的咳嗽、咳痰等肺结核症状ꎬ于发病 ３８
ｄ 后才被确诊为活动性肺结核ꎬ期间仍坚持上课ꎮ
２.２.２　 班级分布　 ２０１３ 年确诊的 １６ 例患者分布在 ３
个班ꎬ其中高一(１３)班 １０ 例ꎬ占 ６２.５％ꎮ ２０１４ 年确诊

的 ２８ 例班级分布较为分散ꎬ但原高一(１３)班 １６ 例ꎬ
占病例总数的 ５９.２６％ꎮ ２ 年来ꎬ原高一(１３)班 ６７ 名

学生中共有 ２６ 例陆续发病ꎬ学校其他班级 ３ ０７１ 人中

共有 １８ 例发病ꎮ 来自高一(１３)班的学生患肺结核的

风险是来自其他班级学生的 ６０.３１ 倍(χ２ ＝ ６３８.００ꎬＰ<
０.０５)ꎮ
２.２.３　 宿舍分布　 ２０１３ 年首发病例所在宿舍共计 ３０
人ꎬ其 中 ２０１３ 年 发 病 ７ 人ꎬ 占 当 年 发 病 总 数 的

４３.７５％ꎮ２０１４ 年又发病 ８ 人ꎬ 占当年发病总数的

２８.５７％ꎮ２ 年来ꎬ该宿舍共发病 １５ 人ꎬ占本宿舍总人数

的 ５０.００％ꎬ占发病总人数的 ３４.０９％ꎮ
２.３　 肺结核疫情扩散的影响因素分析

２.３.１　 首发病例延误诊断 　 首发病例于发病后 ３８ ｄ
才被确诊ꎮ 期间已有严重的咳嗽、咳痰等肺结核症

状ꎬ但仍坚持上学ꎬ造成疫情扩散ꎮ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例病

例曾与 ２０１３ 年首发病例同桌、同宿舍ꎮ ２０１４ 年发病

的病例中与 ２０１３ 年首发病例同班的占 ５７.１４％ꎬ同宿

舍的占 ２８.５７％ꎮ
２.３.２　 密切接触者筛查缺乏后续监测和随访等措施

２０１３ 年首发病例出现后于当年 ５—６ 月进行 １ 次密切

接触者筛查ꎬ但其后未对 ＰＰＤ 强阳性但胸片检查未见

异常的密切接触者进行随访和复筛ꎬ从而引发了 ２０１４
年疫情复燃ꎮ
２.３.３　 分班促成疫情进一步扩散　 高一学年结束时ꎬ
该校对高一学生进行统一分班ꎬ升入高二ꎬ部分学生

进行了班级调整ꎮ １６ 名来自与首发病例同班的已被

感染学生分到不同班级ꎬ随着他们相继发病ꎬ另外 １２

名学生也相继被感染并发病ꎮ

３　 讨论
济南市各类学校在校生共计约 １４６ 万ꎬ占常住人

口的 ２０.８４％ꎬ传染病防控形势严峻ꎮ 结核病一直是严

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慢性呼吸道传染病[３] ꎬ且肺结核发

病率一直位于济南市学校传染病发病率前 ５ 位[４] ꎮ
学校空间内人员密集ꎬ接触频繁ꎬ一旦有传染性肺结

核发生ꎬ极易造成传播流行[５－８] ꎮ 本研究通过对此次

学生结核病疫情传播情况的调查处理与分析得到以

下启示ꎮ
及早发现和控制传染源ꎬ加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

进是预防结核病的重要手段ꎮ 首发病例所在班级学

生患肺结核的风险是其他班级学生的 ６０.３１ 倍ꎬ２０１４
年疫情与 ２０１３ 年疫情存在紧密的流行病学关联ꎮ 说

明首发病例的延误诊断导致其患病期间与同班、同宿

舍同学密切接触是造成疫情扩散的重要因素ꎬ可能与

学生、教师甚至部分医务人员对结核病的知晓及重视

程度差有关ꎮ 因此ꎬ应加强学校师生、家长及相关医

务人员结核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ꎮ 出现症状及早

就诊ꎬ做到早发现、早管理、早治疗ꎬ才能有效控制疫

情发展ꎮ
合理确定开展 ＰＰＤ 试验的时间和次数ꎬ加强针对

密切接触者的后续监测和随访等措施ꎬ是控制结核病

疫情传播蔓延的一个重要环节ꎮ ２０１３ 年首发病例发

生后ꎬ对密切接触者只开展了 １ 次 ＰＰＤ 试验筛查及胸

片检查ꎬ但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及统计分析发现ꎬ２０１４
年疫情是 ２０１３ 年疫情的延续ꎮ 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

中心推荐的结核感染窗口期为 ８ ~ １０ 周[９] ꎮ 疫情发生

后ꎬ对密切接触者的第 １ 次 ＰＰＤ 试验阴性不能排除该

密切接触者感染结核菌ꎬ应在窗口期结束时再进行 １
次 ＰＰＤ 试验ꎬ以最大限度的发现病人ꎮ 尤其是第 １ 次

ＰＰＤ 试验强阳性者ꎬ更应该加强后续监测和随访力

度ꎮ ２０１４ 年疫情发生后ꎬ当地结防机构开展了 ２ 次密

切接触者筛查ꎬ已有效阻止了疫情蔓延ꎮ
同时ꎬ此次疫情中年级分班也是造成肺结核疫情

进一步扩散的另一个关键因素ꎮ 如果学校出现结核

病疫情ꎬ分班之前ꎬ应根据疫情发展情况重点考虑开

展一次密切接触者的筛查工作ꎮ
改善学生居住环境是学校结核病等呼吸道传染

病防控的基本措施ꎮ 最新版«中小学校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９９－２０１１)规定ꎬ学生宿舍每室居住学生不宜

超过 ６ 人ꎮ 居室每生占用使用面积不宜小于 ３ ｍ２ [１０] ꎮ
该中学宿舍居住环境拥挤ꎬ最多 ３０ 人 １ 个宿舍ꎬ人均

面积仅 １.２ ~ １.５ ｍ２ꎬ极易出现疫情的聚集发生ꎮ 首发

病例所在宿舍就是 ３０ 人共居一室ꎬ２ 年来共发病 １５
例ꎬ占本宿舍总人数的 ５０. ００％ꎬ 占发病总人数的

３３.３３％ꎮ因此ꎬ要改善学生居住环境ꎬ加强通风ꎬ尽可

能消除结核病等呼吸道传染病传播的环境危险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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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监督

深圳市罗湖区托幼机构卫生保健现况

周首俊ꎬ陈艳琳ꎬ龚建华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ꎬ５１８０００

　 　 【摘要】 　 目的　 了解罗湖区托幼机构卫生保健状况ꎬ为提高托幼机构的卫生质量及制定卫生保健措施提供科学依

据ꎮ 方法　 使用“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调查表”对深圳市罗湖辖区 １３９ 家托幼机构卫生保健状况进行问卷调查ꎮ 结果

１３９ 家托幼机构目前在岗卫生保健人员 １７５ 名ꎬ有医学学历的保健员 １４６ 名(８３.４３％)ꎮ 上岗前参加卫生保健知识培训并

合格者 １５６ 名(８９.１４％)ꎮ 所有托幼机构儿童均有专用毛巾ꎬ洗手均使用流动水ꎬ儿童活动室、卧室空气消毒均使用紫外线

杀菌灯ꎻ均没有独立使用的保健室ꎬ平均面积 ２０.１１ ｍ２ ꎮ １２８ 所托幼机构儿童离园 ３ 个月以上返园时需进行体检ꎮ 仅 ２２ 家

托幼机构转出园(所)时需开具转园健康证明ꎮ 结论　 罗湖区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已达到一定水平ꎮ 需进一步加强对卫生

保健人员的培训ꎬ平衡营养膳食ꎬ同时加大对民办园的扶持力度ꎮ
【关键词】 　 卫生保健质量ꎻ组织和管理ꎻ儿童保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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