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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深圳市中小学生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学年因病缺课分布特征ꎬ为学校传染病风险防控提供参考ꎮ 方法　
从“深圳市学生健康监测信息系统”收集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学年学生因病缺课数据ꎬ利用 Ｒ 软件 Ｌａｔｔｉｃｅ 包制作发生频数热力图

进行分析ꎮ 结果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学年“深圳市学生健康监测信息系统”共收集因病缺课个案 ９１５ ６５９ 例ꎮ 按天分布热力图显

示ꎬ总体上中小学生因病缺课发生数全年不均衡ꎬ发生热点多集中于上半年ꎬ最密集的月份是 ３ 月ꎮ 因病缺课发生最多的

病因是“感冒或流感”(６１.７９％)ꎮ 不同病因个案按天分布特点可归纳为 ４ 种类型ꎬ即按月集中型(包括感冒或流感、胃肠道

疾病、腮腺炎和手足口病)、全年波动型(包括气管炎或肺炎、水痘、眼病和牙病)、全年平均型(伤害和风疹)和半年差异型

(耳鼻喉疾病和“未诊断”个案)ꎮ 结论　 上半年是因病缺课高发时期ꎬ尤其是 ３ 月ꎮ 根据疾病发生特点采取针对性的控制

措施ꎬ可以有效减少因病缺课人次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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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为学校传染病控制和儿童青少年健康促进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７.０５.０２３

　 　 儿童正处于生长发育时期ꎬ是传染性疾病的易感

人群ꎬ计划免疫相关疾病高发[１] ꎬ且学校是人群高度

集中的场所ꎬ易发生聚集性病例[２] ꎮ 中小学生因病缺

课监测是学校卫生管理的重要内容ꎬ也是获得学生健

康状况的重要途径之一[３] ꎮ 为及时准确地掌握学生

因病缺课情况ꎬ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疫情及其他疾病在

学校的发生ꎬ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 ２０１０ 年开发

了“深圳市学生健康监测信息系统”ꎮ 为了解深圳市

中小学生因病缺课特征ꎬ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ꎬ现对

信息系统内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学年的数据进行分析ꎮ

１　 资料来源和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数据来源“深圳市学生健康监测信息

系统”(以下简称信息系统)ꎮ 信息系统为基于网页的

实时上报系统ꎬ校医登陆系统网址ꎬ通过分配的用户

名和密码进入系统进行上报ꎬ上报内容包括因病缺课

情况、症状和疾病、中小学生伤害、食物中毒等情况ꎮ
信息系统已覆盖深圳市 ９５％的中小学校ꎬ公立学校已

经 １００％覆盖ꎮ 本文选取了因病缺课发生日期在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共 ５ 个学年的数据进

行分析ꎮ
１.２　 统计分析　 从信息系统导出原始数据ꎬ利用 Ｅｘ￣
ｃｅｌ ２０１３ 进行建库ꎬ采用 ＳＡＳ ９.２ 软件统计总因病缺课

个案及不同疾病因病缺课个案按天分布情况ꎬ进而使

用 Ｒ ３.３.２ 软件加载 Ｌａｔｔｉｃｅ 包制作热力图[４]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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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１　 总体情况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学年ꎬ信息系统共上报因

病缺 课 个 案 ９１５ ６５９ 例ꎬ 其 中 男 生 ５２９ ２５８ 例

(５７.８％)ꎬ女生 ３８６ ４０１ 例(４２.２％)ꎮ 因病缺课不同病

因发生人次数中发生最多的是“感冒或流感”ꎬ比例达

６１.７９％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深圳市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学年中小学生

因病缺课病因构成比(ｎ ＝ ９１５ ６５９)

病因 人次数 构成比 / ％
感冒或流感 ５６５ ７９６ ６１.７９
未诊断 １９７ ０４８ ２１.５２
胃肠道疾病 ６８ ４１１ ７.４７
水痘 ２６ ２８７ ２.８７
伤害 １２ ９０６ １.４１
气管炎或肺炎 ９ ４２０ １.０３
耳鼻喉疾病 ９ ２８７ １.０１
眼病 ８ ６２６ ０.９４
腮腺炎 ６ ０１７ ０.６６
牙病 ４ １０１ ０.４５
手足口病 ３ １４１ ０.３４
风疹 １ １７１ ０.１３
其他传染病 ９９２ ０.１１
泌尿系统疾病 ７１６ ０.０８
心脏病 ５０４ ０.０６
麻疹 ４５６ ０.０５
神经衰弱 ２８６ ０.０３
食物中毒 １６４ ０.０２
结核 １４４ ０.０２
精神疾病 １４２ ０.０２
肝炎 ４４ ０.００５

　 注:信息系统是基于症状的监测系统ꎬ校医发现学生有症状即可上

报ꎬ所以部分因病缺课个案校医未诊断或原因不明也上报ꎬ同时也因校

医诊断能力有限ꎬ疾病诊断无法准确按照 ＩＣＤ－１０ 定义[５] 上报ꎬ只能按

照常见疾病或者一类疾病进行上报ꎮ

　 　 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学年深圳市中小学生因病缺课个

案数按天分布热力图可以看出ꎬ总体上深圳市中小学

生因病缺课发生数全年不均衡ꎬ热点多集中于上半

年ꎬ热点最密集的月份是 ３ 月ꎮ 见图 １ꎮ

图 １　 深圳市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学年

中小学生按天分布因病缺课个案数

２.２　 不同病因因病缺课按天分布情况　 造成学生因

病缺课的病因很多ꎬ不同病因的发生时间分布也不

同ꎬ现将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学年发生人次数超过 １ ０００ 的病

因ꎬ共 １２ 种ꎬ按天分布情况制作热力图ꎬ见图 ２ ~ １３ꎮ
从图 ２ ~ １３ 可以看出ꎬ１２ 种(类)疾病分布特点大

致可以分为 ４ 种类型:(１)按月集中型ꎬ包括“感冒和

流感”“胃肠道疾病”“腮腺炎” “手足口病”４ 种(类)ꎬ
“感冒和流感”“胃肠道疾病”主要高峰期在 ３ 月ꎬ热点

密集ꎬ此 ２ 类疾病也是学生因病缺课的主要病因ꎬ分布

情况尤其是“感冒和流感”对总体因病缺课的影响比

重大ꎬ造成总体因病缺课按天分布图与此 ２ 类疾病类

似ꎮ “腮腺炎”和“手足口病”也是中小学校常见传染

病ꎬ具体发生按天分布情况也有明显的按月集中趋

势ꎬ最热点主要集中在 ５ꎬ６ 月ꎮ (２)全年波动型ꎬ包括

“气管炎或肺炎”“水痘”“眼病”“牙病”４ 种(类)ꎬ此 ４
类疾病上下半年都有热点分布ꎬ上半年稍多ꎬ但差异

不如按月集中型明显ꎬ说明全年发生都有起伏波动ꎬ
上半年峰值点较下半年更多ꎮ (３)全年平均型ꎬ包括

“伤害”和“风疹”２ 种(类)ꎮ 这 ２ 种(类)疾病全年发

生情况较均匀ꎬ无明显热点集中趋势ꎮ (４)半年差异

型ꎬ严格说半年差异型分布只有耳鼻喉类疾病ꎬ但“未

诊断”个案分布与之类似ꎬ故也将其归入此类ꎮ 此类

分布呈现明显的上下半年差异ꎬ上半年热点密布ꎬ下
半年热点少见ꎮ 此外ꎬ总体因病缺课的分布情况也属

于此类ꎬ也是上下半年差异明显ꎮ

图 ２　 按天分布因病缺课感冒或流感发生人次数

图 ３　 按天分布因病缺课胃肠道疾病发生人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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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按天分布因病缺课腮腺炎发生人次数

图 ５　 按天分布因病缺课手足口病发生人次数

图 ６　 按天分布因病缺课气管炎或肺炎发生人次数

图 ７　 按天分布因病缺课水痘发生人次数

图 ８　 按天分布因病缺课眼病发生人次数

图 ９　 按天分布因病缺课牙病发生人次数

图 １０　 按天分布因病缺课伤害发生人次数

图 １１　 按天分布因病缺课风疹发生人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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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按天分布因病缺课耳鼻喉疾病发生人次数

图 １３　 按天分布因病缺课未诊断或原因不明发生人次数

３　 讨论

研究结果发现ꎬ总体上中小学生因病缺课发生的

高峰在上半年ꎬ特别是 ３ 月ꎮ 不同病因中小学生因病

缺课的发生按天分布存在不同的特点ꎮ 需要说明的

是发生人次数少于 １ ０００ 的疾病ꎬ因频数太少ꎬ做时间

分布分析意义不大ꎬ故本研究未纳入讨论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中小学生因病缺课高峰期与季

节性传染病的发生有密切关系ꎬ与江苏省的研究结果

一致[２] ꎮ “感冒或流感”和“胃肠道疾病”分布也呈现

了典型的季节集中趋势ꎬ高发于冬春交际的 ３ 月ꎬ也是

呼吸道传染病的好发期ꎬ因为学校人群密集ꎬ冬春季

节喜欢关闭门窗ꎬ空气不流通ꎬ易造成疾病的暴发流

行ꎬ与缪国忠等[６]的结论基本相同ꎮ “感冒或流感”是

因病缺课的主要原因ꎬ分布情况对总体因病缺课的影

响也比较大ꎬ造成总体因病缺课按天分布图与之类

似ꎮ “胃肠道疾病” 的也高发于 ３ 月ꎬ可能有以下原

因:一是由于校医诊断能力问题ꎬ部分胃肠型感冒疾

病ꎬ可能会被校医归为“胃肠道疾病”ꎬ“胃肠道疾病”
的分布热力图表现受到“感冒或流感”的影响ꎮ 二是

导致胃肠道疾病的诺如病毒易流行于春季ꎬ这一点与

其他城市不同[７－８] ꎬ可能与温度、湿度、人群免疫力、人
流量、流行病毒株的基因型等因素有关[９] ꎮ 因此ꎬ冬
春交际时节为中小学生疾病的高发期ꎮ 针对这一特

点ꎬ应及时进行季节性流行性疾病的防治宣传及采取

有效措施控制发病[１０] ꎮ
此外ꎬ校园常见的“腮腺炎”和“水痘”也呈现了明

显的集中分布趋势ꎬ“腮腺炎”集中在 ５—６ 月ꎬ与何懿

等[１１]研究结果一致ꎮ “水痘”在全年波动ꎬ但上半年

居多ꎬ并且水痘的暴发疫情的时间分布与学生在学校

的作息时间密切相关ꎬ３ 月开学后ꎬ 水痘患者陆续增

多ꎬ４—５ 月形成水痘暴发疫情的第 １ 个高峰期ꎬ因为

暑假的缘故ꎬ７ 月开始暴发疫情数迅速下降 ꎬ直到 ９
月新学期开学后暴发疫情逐渐增多ꎬ至 １２ 和 １ 月形成

新的发病高峰ꎬ 与中 国 其 他 城 市 的 研 究 结 果 一

致[１２－１４] ꎮ 有相关研究结果证实ꎬ水痘发病与学校的假

期安排有关[１５] ꎮ
本研究提示ꎬ“手足口病” 的高发期也是在 ５—６

月ꎬ３ 月开始逐渐增多ꎬ冬季发病少见ꎬ与国内有关报

道一致[１６] ꎮ 有关研究表明ꎬ气象因素可以直接影响病

原体的繁殖以及在环境中的生存时间ꎬ提示应关注气

候环境变化对手足口病的影响ꎬ同时加强手足口病季

节性预防工作[１７] ꎮ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ꎬ新学年开学初(９ 月)因病缺

课的发生相对较少ꎬ可能因为开学初流动人口多ꎬ并
且学生基础信息更新不及时ꎬ 致缺课上报出现空

白[１８] ꎮ
伤害的发生未呈现明显集中趋势ꎬ提示校园伤害

的发生与季节关系不大ꎬ与艾东等[１９] 的研究结果不

同ꎬ原因可能是中小学生伤害多发于 ７—９ 月的暑假期

间ꎬ信息系统收集不了暑假期间的数据ꎮ 在学生伤害

的预防中ꎬ首要措施是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ꎬ应针对

不同年龄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点ꎬ采取相适应的教育

措施ꎬ同时营造安全的校园环境[２０] ꎮ 风疹也未呈现明

显集中趋势ꎬ可能是病例发生数相对较少 ( ５ 年仅

１ １７１例)ꎬ在全年范围内考察无明显差异ꎬ同时可能与

实施的疫苗免疫政策也有关ꎮ ２００８ 年ꎬ我国开始将风

疹纳入国家免疫规划ꎬ直到今年形成了较好的免疫屏

障ꎬ降低了风疹的发病率[２１] ꎮ
综上所述ꎬ要根据不同疾病的多发时期ꎬ有针对

性地进行预防ꎮ 在 ３ 月份应特别注意学校学生呼吸道

传染病和胃肠道疾病的预防ꎬ加强教室通风ꎬ增加中

小学生户外锻炼时间以增强抵抗力ꎬ必要时可以进行

群体流感疫苗的接种ꎮ 同时ꎬ教导中小学生养成良好

的个人卫生习惯ꎬ加强食品卫生安全教育ꎬ建议学生

在食物中毒好发季节少吃不洁食物或流动摊贩的小

吃ꎬ以减少胃肠道疾病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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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学治疗对结核分枝杆菌感染者发病的保护率为

７４.８％[１４] ꎮ 尽管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疫情处置时

均对学生进行健康教育ꎬ建议密切接触者进行预防性

服药ꎬ然而无人接受预防性服药治疗ꎬ这无疑是学校

结核病防控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ꎮ 在建议密切

接触者预防性服药时ꎬ大部分密切接触者表现出对药

物不良反应的担忧ꎬ以及对服药疗程的恐惧ꎬ并由此

形成对预防性服药的主观抵制ꎬ因此在疫情处置时ꎬ
疾控机构应进一步加强对密切接触者发病风险和服

药利弊的权衡教育ꎬ消除密切接触者顾虑ꎬ提高服药

依从性ꎮ
杨应周[１５]指出ꎬ学生群体具有环境脆弱性ꎬ所处

的环境致使该群体对结核病的抵御能力较差ꎬ更容易

发病并造成疫情播散ꎬ对区域结核病的控制产生较大

影响ꎮ 因此ꎬ加强学校结核病疫情监测ꎬ建立学校结

核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ꎬ及时规范地开展疫情处置工

作ꎬ是有效防控学校结核病疫情播散的关键ꎮ 结合本

次研究结果ꎬ在常规开展疫情处置的基础上ꎬ应进一

步加强对密切接触者的健康教育工作ꎬ有效落实预防

性服药ꎬ减少感染者的发病风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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