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疾病控制

【基金项目】 　 西藏民族大学一般项目(１８ＭＤＹ０２)ꎮ

【作者简介】 　 梁贵年(１９７０－　 )ꎬ男ꎬ甘肃武威人ꎬ大学本科ꎬ副主任医

师ꎬ主要从事传染病防控工作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８.１０.０４４

西藏民族大学藏族学生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肺结核发病情况分析

梁贵年ꎬ李学敏ꎬ马丽霞ꎬ袁东亚

西藏民族大学附属医院ꎬ陕西 咸阳 ７１２０８２

　 　 【摘要】 　 目的　 分析藏族大学生的肺结核发病率ꎬ为学校和西藏地区防控肺结核提供依据ꎮ 方法　 收集西藏民族大

学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因症就诊和通过体检筛查发现的患病学生病例ꎬ对总发病率、各地市和各年级学生发病率、男女生发病率

进行分析对比ꎮ 结果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全校总发病率为 ５３２ / １０ 万ꎬ藏族学生发病率为 ９９３ / １０ 万ꎬ其他学生发病率为 １１４ / １０
万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７３.１０ꎬＰ<０.０１)ꎮ 各地市发病率前 ３ 位为昌都(２ ５３２ / １０ 万)、那曲( １ ０４９ / １０ 万)、林芝(７８１ / １０
万)ꎻ年级分布以大二(１ ３４８ / １０ 万)最高ꎻ男、女生发病率分别为 １ ３８２ / １０ 万、９１３ / １０ 万ꎮ 结论　 西藏藏族大学生肺结核的

流行非常严重ꎬ需要地方政府重视肺结核的防控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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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ꎬ在全球范围内结核病仍是一个重大的公共

卫生问题ꎬ给人类健康带来巨大威胁ꎮ 结核病控制措

施主要通过发现和治愈结核病传染源ꎬ减少人群受感

染机会ꎬ以控制结核病危害[１] ꎮ 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

视结核病防治工作ꎬ坚持把结核病作为事关人民群众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大传染病加以控制[２] ꎮ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 日在北京召开“全国结核病防治工作会

议”ꎬ要求各地启动并实施国家 ２０３５ 年终止结核病的

行动计划ꎬ会议特别提出严格防范学校结核病疫情ꎬ
加强对重点地区和贫困人口的防治工作ꎬ因地制宜提

供技术和保障支持ꎮ
因西藏自治区的结核发病率在全国位居前

列[３－４] ꎬ而高校是大学生学习、生活高度集中的地方ꎬ
也是大学生因病退学、休学的主要原因之一ꎬ直接影

响学校生活和教学秩序ꎮ 本研究通过分析西藏民族

大学藏族学生结核病的发病情况ꎬ为进一步做好西藏

自治区的结核病防控工作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西藏民族大学是西藏自治区在陕西

省咸阳市创办的 １ 所高校ꎬ藏族大学生约占 ５０％ꎮ 从

大学学工处提供的信息中筛选出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在校

生中来自西藏自治区内藏族学生信息(除去少数来自

其他藏区的藏族学生)ꎮ

１.２　 方法　 本研究收集因症就诊后确诊为肺结核的

病例和按照«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规范» [５] 要求进行

的每年新生体检、在校生肺结核筛查(均通过胸透和

ＰＰＤ 皮肤试验)确诊的肺结核学生病例ꎮ 以上学生均

经其知情同意后在咸阳市结核病定点医院确诊ꎬ诊断

标准符合肺结核诊断( ＷＳ ２８８－ ２０１７) 标准[６] ꎮ 分别

统计和计算出藏族学生总发病率和各地市、各年级及

男、女生发病率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统计软件ꎬ对信息

进行录入、汇总ꎬ借助 ＳＰＳＳ ２４.０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ꎬ包括一般统计描述和 χ２ 检验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藏族学生肺结核发病率　 ２０１６ 年

藏族患病学生 ５１ 名ꎬ发病率为 １ １０４ / １０ 万ꎻ其他学生

２ 名均为区外汉族ꎬ发病率为 ３７ / １０ 万ꎬ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χ２ ＝ ５４.２８ꎬＰ<０.０１)ꎮ ２０１７ 年藏族患病学生 ４４
名ꎬ发病率为 ８８９ / １０ 万ꎻ其他患病学生 １０ 名(包括 １
名门巴族ꎬ其余为区外学生)ꎬ发病率为 １９７ / １０ 万ꎬ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２２.４８ꎬＰ<０.０１)ꎮ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

全校总发病率为 ５３２ / １０ 万ꎬ藏族学生发病率为 ９９３ /
１０ 万ꎬ其他学生发病率为 １１４ / １０ 万ꎬ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２ ＝ ７３.１０ꎬＰ<０.０１)ꎮ
２.２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各地市藏族学生肺结核发病率　
对西藏各地市发病率进行统计学分析ꎬ分布前 ３ 位依

次昌都、阿里、那曲ꎮ ２０１６ꎬ２０１７ 年及总发病率各地区

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值分别为 ４７. ３５ꎬ
１７.００ꎬ４４.８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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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西藏民族大学不同组别藏族学生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肺结核发病率

组别
２０１６ 年

人数 发病人数

２０１７ 年

人数 发病人数

合计

人数 发病人数
地市 昌都 ６８２ ２５(３ ６６６) ８１９ １３(１ ５８７) １ ５０１ ３８(２ ５３２)

日喀则 １ ２８６ ８(６２２) １ ４２９ １０(７００) ２ ７１５ １８(６６３)
拉萨 １ ０６９ ６(５６１) １ １０３ ７(６３５) ２ １７２ １３(５９９)
山南 ７２７ ５(６８８) ６６６ ４(６０１) １ ３９２ ９(６４６)
那曲 ４０２ ４(９５５) ４５６ ５(１ ０９６) ８５８ ９(１ ０４９)
林芝 ３７８ ３(７９４) ３９０ ３(７６９) ７６８ ６(７８１)
阿里 ７５ ０ ８４ ２(２ ３８１) １５９ ２(１ ２５８)

年级 大一 １ ３１７ ２１(１ ５９５) １ ４１３ ９(６３７) ２ ７３０ ３０(１ ０９９)
大二 １ ４０５ １７(１ ２１０) １ ３３９ ２０(１ ４９４) ２ ７４４ ３７(１ ３４８)
大三 １ １３７ １１(９６７) １ ２５０ ８(６４０) ２ ３８７ １９(７９６)
大四 ７３３ ２(２７３) ８９３ ７(７８４) １ ６２６ ９(５５４)
大五 ２７ ０ ５２ ０ ７９ ０

性别 男 １ ８８１ ２６(１ ３８２) ２ ００４ ２３(１ １４８) ３ ８８５ ４９(１ ２６１)
女 ２ ７３８ ２５(９１３) ２ ９４３ ２１(７１４) ５ ６８１ ４６(８１０)

合计 ４ ６１９ ５１(１ １０４) ４ ９４７ ４４(８８９) ９ ５６５ ９５(９９３)

　 注:()内数字为发病率 / １０ 万ꎮ

２.３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各年级藏族学生肺结核发病率　
大一年级学生肺结核发病率为 １ １００ / １０ 万ꎬ大二学生

为 １ ３４８ / １０ 万ꎬ大三学生为 ７９６ / １０ 万ꎬ大四学生为

５５４ / １０ 万ꎬ大五学生为 ０ꎬ２０１６ꎬ２０１７ 年及总发病率各

年级比较差异有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７. ８３ꎬ
７.８６ꎬ７.９０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４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藏族男女学生肺结核发病率　 藏

族男、女生发病率分别为 １ ２６１ / １０ 万、８１０ / １０ 万ꎬ男女

发病率比为 １.５６ ∶ １ꎮ ２０１６ꎬ２０１７ 年及总发病率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４.２５ꎬ３.７８ꎬ４.７８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３　 讨论

西藏的结核病疫情严峻ꎬ与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

和人民的生活习俗有一定关系[７] ꎮ 西藏属少数民族

聚居区ꎬ地理位置偏远ꎮ 对结核病防治知识知晓率较

低[８－９] ꎬ促使结核病疫情的持续传播ꎬ也给防治带来一

定难度[１０] ꎮ
陈伟等[４]学者报道 ２０１２ 年全国学生结核病发病

率为 １６.６３ / １０ 万ꎬ其中 １５ ~ <２０ 岁年龄组所占比例最

高(５４.１２％)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底ꎬ中国大陆肺结核发病

率为 ６３.４２ / １０ 万[１１] ꎮ 本研究表明ꎬ学校内藏族学生

近 ２ 年平均发病率为 ９９３ / １０ 万ꎬ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学

生ꎬ也高于全国和全国学生发病率ꎮ 可能是因为西藏

地广人稀ꎬ医疗资源缺乏ꎬ传染病管理不规范ꎬ报卡率

低ꎻ另外ꎬ西藏自治区网报患病学生可能多为因症就

诊发现ꎬ而西藏民族大学是进行全校肺结核筛查发

现ꎮ 因此统计的发病率高于西藏各地疾控中心上报

的数据ꎮ
本研究通过对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学校各地市籍大学

生发病率对比分析发现ꎬ昌都籍大学生发病率最高

(２ ５３２ / １０ 万)ꎬ其次为那曲(１ ０４９ / １０ 万)ꎬ阿里地区

发病率较高 ( １ ２５８ / １０ 万)ꎮ 本研究结果与陈红梅

等[１２]报道的西藏自治区结核病发病率分布前 ３ 位地

区依次为林芝、昌都、日喀则不一致ꎮ 可能是研究对

象不一样ꎬ且各地区结核病防治管理水平不一造成研

究结果不一致ꎮ
根据对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学校学生肺结核发病年级

分布分析可见: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统计的大一、大二学生

分别是 １ １００ / １０ 万、１ ３４８ / １０ 万ꎬ与黄玉等[１２－１３] 报道

肺结核发病主要集中在高中和大一、大二学生的研究

结果一致ꎮ 本研究显示大二学生发病率最高ꎬ可能是

学生从高原刚到内地生活ꎬ由于环境、作息时间、生活

习惯的改变ꎬ身体需要调整适应ꎬ这个阶段免疫力会

有所下降ꎬ且藏族学生入学时 ＰＰＤ 强阳性率明显高于

汉族 学 生 ( 藏 族 学 生 为 ７. ２２％ꎬ 汉 族 学 生 为

１.８６％) [１４] ꎬ所以进入大学后发病率仍较高ꎮ
藏族男、女大学生患病率比例为 １.５６ ∶ １ꎬ与文献

报道的男女患病率比 １.５ ~ ２.１ ∶ １ 相一致[１５] ꎮ 分析有

以下原因:(１)全民信教、传统习俗原因使男性家庭地

位高于女性ꎬ男性外出机会大于女性ꎬ不良嗜好多于

女性ꎬ从而导致感染概率增加ꎻ(２)家庭更重视男性健

康ꎬ因此男性患病就诊率高于女性ꎬ从而增加了肺结

核病的发现率ꎻ(３)男生参加剧烈运动的机会较多ꎬ剧
烈运动后的过度疲劳、睡眠不足、吸烟等均可导致免

疫力下降ꎬ引起发病ꎮ
总之ꎬ学校结核病防治是我国结核病防治工作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ꎬ卫生部 、教育部多次下发关于加

强学校结核病防治工作的通知[１６－１７] ꎬ因此对高校来说

做好肺结核的防控工作任务艰巨ꎬ责任重大ꎮ
(下转第 １５８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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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可以说明ꎬ西藏肺结核的流行

非常严重ꎬ需地方政府更加重视肺结核的防控工作ꎮ
我国关于结核病防控的制度基本完善ꎬ需要各地方积

极跟进ꎬ细化、落实防控措施ꎮ 为此ꎬ建议地方政府加

大肺结核防控投入ꎬ充实基层专业人员ꎬ强化督导、考
核ꎬ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的制度、措施实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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