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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对 ２０１８ 年重庆市高中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检测结果进行分析ꎬ为做好高中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工

作提供依据ꎮ 方法　 利用重庆市学校结核病信息管理系统收集 ２０１８ 年高中新生入学结核病体检资料ꎬ运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建

立数据库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５.０ 进行描述性分析和 χ２ 检验ꎮ 结果　 ２０１８ 年重庆市共有 １４６ 所普通教育高中 １１８ ３７０ 名新生、３０
所中等职业学校 ３０ ８４２ 名新生进行结核病新生入学体检ꎬ学校参检比例为 ４０.０９％ꎬ新生参检比例为 ４４.２８％ꎬ普通教育高

中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的学校参检比例及新生参检比例(５７.０３％ꎬ５８.８１％)均高于中等职业教育学校(１６.３９％ꎬ２２.７３％)ꎬ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７３.３８ꎬ４２ ７４４.６４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高中新生入学体检检出活动性肺结核患者 ８４ 例ꎬ以涂

阴患者为主ꎬ占 ９２.８６％ꎬ且不同教育性质、学校性质在高中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的患病情况构成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高中新生入学结核病检出率分别为 ４９.００ / １０ 万ꎬ５４.６２ / １０ 万ꎻ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的高中新生入

学结核病检出率分别为 ５０.２９ / １０ 万ꎬ１２４.８８ / １０ 万(χ２ 值分别为 ５.４２ꎬ１０.９２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筛查方法为直接做胸片检查与

筛查方法为先做结核菌素皮肤试验ꎬ强阳性者再进行胸部 Ｘ 线检查的检出率分别为 ６２.９０ / １０ 万ꎬ８４.３０ / １０ 万ꎬ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χ２ ＝ ０.２９ꎬＰ>０.０５)ꎮ 结论　 高中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项目对于结核病防控工作具有重要意义ꎮ 应采取有效的筛

查方法ꎬ加大对中等职业学校的筛查力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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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核病是由结核分枝杆菌感染引起的以呼吸道

传播为主要渠道的慢性传染病ꎬ 是全球第十大死

因[１－３] ꎬ也是威胁我国人群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ꎮ
重庆市是我国结核病的高负担直辖市ꎬ学校结核病聚

集性疫情也时有发生[４－６] ꎮ “十三五”全国结核病防治

规划中明确要求ꎬ到 ２０２０ 年学生体检结核病筛查比例

明显提高ꎬ为此重庆市开展了学校重点人群主动筛

６４８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第 ４０ 卷第 １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２



查ꎬ特别是将结核病检查项目纳入新生入学体检ꎮ 本

研究对 ２０１８ 年重庆市高中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情况

进行分析ꎬ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根据«重庆市统计年鉴» [７] ( ２０１８
年)ꎬ重庆市共有 ４３９ 所高中 ３３６ ９４２ 名新生ꎬ其中普

通教育学校 ２５６ 所ꎬ新生 ２０１ ２７９ 名ꎻ职业教育学校

１８３ 所ꎬ新生 １３５ ６６３ 名ꎮ ２０１８ 年全市共有 １４６ 所普

通教育高中共 １１８ ３７０ 名新生ꎬ３０ 所中等职业学校

３０ ８４２名新生进行了结核病新生入学体检ꎮ 利用重庆

市学校结核病信息管理系统ꎬ收集 ２０１８ 年全市高中结

核病新生入学体检资料ꎮ
１.２　 方法 　 使用«重庆市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规范

(２０１７ 版)» [８] 下发的学校肺结核患者新生入学筛查

表ꎬ由经过培训的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防控

人员对辖区内高中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情况进行资

料收集ꎬ内容包括辖区内参检高中学校数及学生人

数、筛查方式、筛查结果等ꎮ 在开展结核病健康体检

之前ꎬ对参与体检的工作人员由辖区内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进行统一培训ꎬ明确操作规范ꎬ在学生及其家长

的知情同意下开展入学体检筛查结核病项目ꎮ 肺结

核的诊断依照«肺结核诊断» [９] ( ＷＳ ２８８—２０１７) 执

行ꎮ 检查结束后ꎬ各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体检资

料进行审核并将数据录入重庆市学校结核病信息管

理系统ꎮ
１.３　 统计分析 　 利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建立数据库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５.０ 进行分析ꎮ 统计指标采用百分率、构成比进

行描述ꎬ采用 χ２ 检验或 Ｆｉｓｈｅｒ 精确检验进行组间比

较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高中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参检基本情况　 学校

参检比例为 ４０. ０９％ ( １７６ / ４３９)ꎬ 新生参检比例为

４４.２８％(１４９ ２１２ / ３３６ ９４２)ꎮ 普通教育高中新生入学

体检结核病的学校参检比例(５７.０３％ꎬ１４６ / ２５６)高于

中等职业教育学校(１６.３９％ꎬ３０ / １８３)ꎬ普通教育高中

新生参检比例(５８.８１％ꎬ１１８ ３７０ / ２０１ ２７９)高于中等职

业教育学校(２２.７３％ꎬ３０ ８４２ / １３５ ６６３)ꎬ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７３.３８ꎬ４２ ７４４.６４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２　 高中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患病情况　 ２０１８ 年重

庆市高中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的有 １４９ ２１２ 名ꎬ发现

活动性肺结核患者 ８４ 例ꎬ其中涂阴患者 ７８ 例ꎬ占

９２.８６％ꎻ新涂阳患者 ５ 例ꎬ占 ５.９５％ꎻ仅培阳 １ 例ꎬ占
１.１９％ꎮ 不同教育性质、学校性质、筛查方法在高中新

生入学体检结核病的患病构成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重庆市 ２０１８ 年高中新生入学体检肺结核患者构成比较

组别 患病人数 新涂阳人数 涂阴人数 仅培阳人数 Ｐ 值∗

教育性质
　 普通教育 ５８ ４(６.９０) ５４(９３.１０) ０ ０.５３
　 职业教育 ２６ １(３.８５) ２４(９２.３０) １(３.８５)
学校性质
　 公办 ６９ ５(７.２５) ６３(９１.３０) １(１.４５) ０.６５
　 民办 １５ ０ １５(１００.００) ０
筛查方法
　 胸片 １９ １(５.２６) １８(９４.７４) ０ １.００
　 ＰＰＤ＋胸片 ６５ ４(６.１５) ６０(９２.３１) １(１.５４)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为 Ｆｉｓｈｅｒ 检验ꎮ

２.３　 不同组别高中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结果比较　
不同教育性质、学校性质、筛查方法的高中新生入学

体检结核病检出率不同ꎬ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高中

新生入学结核病检出率分别为 ４９. ００ / １０ 万ꎬ８４. ３０ /
１０ 万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公办学校与民办

学校的高中新生入学结核病检出率分别为 ５０.２９ / １０
万ꎬ１２４.８８ / １０ 万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ꎻ筛查

方法为直接做胸片检查与筛查方法为先做结核菌素

皮肤试验ꎬ强阳性者再进行胸部 Ｘ 线检查的检出率分

别为 ６２.９０ / １０ 万ꎬ５４.６２ / １０ 万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重庆市 ２０１８ 年不同组别高中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检出率比较

组别
参检新

生人数

结核病

检出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教学性质 普通教育 １１８ ３７０ ５８(４９.００) ５.４２ ０.０２
职业教育 ３０ ８４２ ２６(８４.３０)

学校性质 公办 １３７ ２００ ６９(５０.２９) １０.９２ ０.０１
民办 １２ ０１２ １５(１２４.８８)

筛查方法 胸片 ３０ ２０５ １９(６２.９０) ０.２９ ０.５９
ＰＰＤ＋胸片 １１９ ００７ ６５(５４.６２)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１０－５ ꎮ

３　 讨论

学校是人群高度集中的场所[１０] ꎮ 高中阶段的学

生学习压力大ꎬ住校学生比例高ꎬ学生在校密切接触

的时间长ꎬ学校一旦发生疫情ꎬ极易在极短的时间内

传播流行ꎬ不仅影响师生的身心健康ꎬ还可能影响学

生升学ꎬ甚至引起学生家庭和社会的强烈反响[１１－１２] ꎮ
近年来重庆市报告的学校结核病聚集性疫情主要集

中在高中ꎬ因此高中阶段历年来都是重庆市学校疫情

高峰和防控工作重点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高中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的参

检学校比例和新生参检比例均不足 ５０％ꎬ特别是职业

教育性质的高中远低于普通教育性质的高中ꎬ可能与

重庆市中等职业学校管理体制多元化、缺乏统筹、资
金不足等因素有关[１３] ꎮ 提示应加大对中等职业教育

学校的结核病健康教育[１４] ꎬ动员其开展结核病新生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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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体检ꎮ
结核病新生入学体检发现的活动性肺结核患者

以涂阴患者为主ꎬ患者往往症状不明显ꎬ如若不及早

发现、及时治疗ꎬ有极大的可能发生学校结核病聚集

性疫情甚至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ꎬ因此开展新生入学

体检结核病项目ꎬ可以将结核病发现关口前移ꎬ有效

防止疫情蔓延[１５] ꎮ
研究显示ꎬ中等职业学校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的

参检率虽低ꎬ但活动性肺结核患者检出比例远高于普

通高中ꎬ说明在中等职业学校开展新生入学体检结核

病项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ꎮ 公办学校活动性肺结核

检出率高于民办学校ꎬ可能与公办学校的新生入学体

检筛查力度大于民办学校有关ꎮ 比较不同新生入学

体检结核病筛查方法发现ꎬ先做结核菌素皮肤试验ꎬ
强阳性者再进行胸部 Ｘ 线检查的检出率与直接用胸

片筛查的方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但有研究表明ꎬ先
做结核菌素皮肤试验还可以发现早期单纯 ＰＰＤ 强阳

性的潜伏感染者ꎬ进而可以早期开展预防性治疗ꎬ有
效降低潜伏感染者的发病风险[１１ꎬ１６－１７] ꎮ

综上所述ꎬ重庆市作为肺结核疫情高负担直辖

市ꎬ学校疫情形势严峻ꎬ特别是高中阶段的学校人群ꎬ
因此在高中开展新生入学体检结核病项目ꎬ可以实现

早发现、早治疗、早预防ꎬ达到有效遏制学校结核病疫

情的目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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