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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未遂危险因素的配对病例对照研究
贾存显

赵仲堂

【摘要】

胡茂红

目的

高莉洁

汪心婷

了解汉族人群自杀未遂的环境危险因素、儿茶酚胺一氧位一甲基转移酶（ＣｏＭ丁）

１５８／１０８基因多态性与自杀未遂有无关联。方法

采用配对的病例对照研究，对２０５例自杀未遂者

（男性８９例、女性１１６例）与相应对照（与病例同性别、年龄相差３岁以内、同地区）进行ＣＯＭＴ １５８／
１０８基因型测定、环境因素与自杀未遂的关系研究。结果

病例组与对照组在ＣＯＭＴ基因型、基因

频率上差别无统计学意义；多因素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显示，ＣＯＭＴ １５８／１０８％ｚ／％几文化程
度低、吸烟、情感冲突、精神障碍、抑郁皆为自杀未遂的危险因素，０Ｒ值分别为２．４３（９５％ＣＪ：１．１０～

５．４０）、５．７０（９５％ａ：１．８８～１７．２７）、３．５４（９５％Ｃｆ：１．０２～１２．３６）、１０．９６（９５％ＣＪ：４．７４～２５．３４）、
６．３５（９５％ＣＪ：１．６８～２４．０５）、１１．３０（９５％口：４．５８～２７．８９）；且因素间无相乘模型一级交互作用。
结论研究表明，文化程度低、吸烟、情感冲突、精神障碍、抑郁为自杀未遂的危险因素；支持ＣＯＭＴ

１５８／１０８％ｚ／％ｚ为自杀未遂的易感基因型。并提示基因图谱上１１６ ｂｐ片段可能与ＣＯＭＴ高活性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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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自杀问题正受到世界各国的日益关注。

（ＣＯＭＴ）是多巴胺、去甲肾上腺和肾上腺代谢降解

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自杀行为的研究已经

的主要的酶类ｕ。，使含甲基的多巴胺、肾上腺素和去

深入到基因水平。儿茶酚胺一氧位一甲基转移酶

甲肾上腺素向儿茶酚胺转化。人类ＣｏＭＴ常见的
基因多态性使其酶活性有３～４倍改变心１，使之在精

基金项目：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２１３２０００５２００２６２）；山
东大学校青年基金资助项目（２１３２００５３１８７０５９）
作者单位：２５００１２济南，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
统计学研究所
通信作者：赵仲堂

神疾病研究中备受关注。多数研究显示多巴胺和去
甲肾上腺素与攻击性行为相关¨’４Ｉ，而攻击性行为

常与自杀行为相关。５’“。作为儿茶酚胺代谢中的关
键酶，ＣＯＭＴ基因已成为自杀行为候选基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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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汉族人自杀未遂的相关危险因素以及

预变性５ ｍｉｎ，３０个循环，９５℃１ ｍｉｎ，５５℃３０

ＣＯＭＴ １５８／１０８基因多态性与自杀未遂环境因素间

７２℃１ ｍｉｎ，最后７２℃延伸１０ ｍｉｎ。扩增产物经２％

有无相互作用等，我们对收集到的２０５例自杀未遂

琼脂糖凝胶电泳，ＥＢ染色，其扩增片段为２１７

者进行了配对病例对照研究。

ＰＣＲ产物８扯ｌ由限制性内切酶５ Ｕ Ｎ１ａⅢ（Ｎｅｗ

ｓ，

ｂｐ。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Ｂｉ０１ａｂ产品）３７℃恒温箱内消化１２ ｈ，取酶

对象与方法

切产物８肛ｌ加１弘ｌ上样缓冲液在非变性聚丙烯酰胺
１．研究对象与调查内容：在山东省随机选取７

凝胶上进行电泳３ ｈ。银染分析电泳结果，依据图谱

个市、县级综合医院急诊科或内科病房作为调查点，

中ＤＮＡ片段判断基因型。酶切片段为１３６、９６、８１、

以新发生的自杀未遂者作为病例组。自杀未遂的判

４８

定为介于自杀死亡与自杀意念间的各种未导致个体

者为％ｚ／％ｚ型；酶切片段为９６、８１、４８

死亡的有意的自我伤害行为。对照组从相同地区的

Ｍｅｔ｜Ｍｅｔ型ｏ

ｂｐ者为％ｚ／地￡型；酶切片段为１３６、８１、４８

ｂｐ

ｂｐ者为

其他病例或健康者中按与病例年龄相差３岁以内、

３．资料整理与统计学分析：首先整理好调查问

同性别１：１配比选取。对照的选取原则为没有自杀

卷，量化变量。量化方法为文化程度低（１：文盲及小

行为史。调查从２００３年１月到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底，共

学，０：中学及以上），人均月收入低（Ｏ：≥２５０元，

获得２０５对自杀未遂者和相应对照。其中男性８９

１：＜２５０元），吸烟（１：是，０：否），饮酒（１：是，０：否），

对，女性１１６对。调查内容参考ｗＨＯ的多中心自

内向性格（１：内向，０：其他），低体重指数（ＢＭＩ）（０：

杀行为干预研究量表制定ｏ ７Ｉ。内容包括个人一般情

ＢＭＩ≥２４，１：ＢＭＩ＜２４），１年内情感冲突或事件（１：

况，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婚否、家庭人均月

有，０：否），对生活不满意（包括现在、１月前、１年前、

收入、吸烟（每天至少１支及以上，连续半年及以上；

１年后、５年前、５年；１：是，０：否），２个星期前心情

以前吸烟但调查时已戒烟１年及以上则判为不吸

差（有５项，每项按０、１、２计分，平均值为５；规定

烟）、饮酒（每周平均３次及以上，每次按５０ ｍｌ白酒

１：＞５，０：≤５），抑郁情况（０：基本上没有，１：有），睡

计，连续半年及以上；以前饮酒但调查时已戒酒１年

眠与以前相比是否变差（０：没有，１：有），个性生气状

及以上则判为不饮酒）、性格、身高、体重等；１年内

况（有十个条目，每个条目按０、１、２、３给分。规定超

的负性生活事件；是否存在对工作／学习不满意及经

过均值１个标准差即约为１７判为易生气个性，则

济压力问题等；有无躯体疾病或残疾，有无精神疾病

０：＜１７，不易生气或发怒；１：≥１７，易生气或发怒），

史等；抑郁情况及睡眠质量；个体对生活的总体满意

需要或给予了家庭／朋友经济或精神支持（１：是，０：

度感觉；社会支持以及遇到事情或问题时求助的对

否），一级亲属自杀行为家族史（１：有，０：无），

象等；一级亲属中自杀死亡和自杀未遂史等。调查
问卷由培训的主治医生或主管护士询问调查，以便

ＣＯＭＴ基因型（１：％ｚ／％ｚ，２：％ｚ／胁￡，３：胁ｆ／
№￡），ＣｏＭＴ％ｚ／％ｚ（１：是，０：否）。然后输入计

于调查对象的合作与回答的真实性，以减少信息偏

算机建立ＳＰＳＳ数据库。采用Ｙ２检验分析基因型

倚、选择偏倚。对全部调查对象取得口头同意后，均

与基因频率差别有无统计学意义，采用ｌ：１条件

采肘静脉血１ ｍ１，以检测ＣＯＭ丁１５８／１０８基因多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进行自杀未遂的单因素、多因素和

态性。

相乘模型一级交互作用分析。显著性水平均定为

２．实验方法：

０．０５。

（１）基因组ＤＮＡ提取：采取盐溶法。８ Ｊ。
（２）ＣｏＭＴ基因型分析：对于ＣｏＭＴ基因多态
性采用聚合酶链反应一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
（ＰＣＲ—ＲＦＬＰ），引物采用Ｋｕｎｕｇｉ等。９１提供的序列，
上游序列Ｐ１：５’一ＴＣＧ

ＴＧＧ ＡＣＧ

ＡＧＧ一３’，下游序列Ｐ２：５’一ＡＧＧ
ＧＧＧ ＴＣＡ

ＣＣＧ ＴＧＡ ＴＴＣ
ＴＣＴ

ＧＡＣ

ＡＡＣ

ＧＧＣ一３’；由大连宝生物工程公司合成。

反应体系包括模板ＤＮＡ ０．２肛ｇ，引物各２０ ｐｍｏｌ，二
甲亚砜５“１，２００肛ｍｏｌ／Ｌ ｄＮＴＰ。循环条件为：９５℃

结

果

１．１２％非变性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图检测Ｎｌａ
Ⅲ酶切产物：结果可见存在三种ＣｏＭＴ １５８／１０８基

因型，分别为％ｚ／％ｚ，％ｚ／胁ｆ，Ｍ甜／胍￡。另外，
在％ｚ／％ｚ与％ｚ／Ｍ以型上，可见存在１１６

ｂｐ片

段，而Ｍ以／心￡型不存在该片段（图１）。
２．ＣｏＭＴ １５８／１０８基因型与基因频率：在２０５

童堡煎堑堑堂苤查！！！！笙！旦笙！！鲞箜！塑垦！也』垦逝！！里ｉ！！！Ｍ型！！！ｉ！Ｙ！！：！！！堕！：ｉ

例自杀未遂者中，主要为％ｚ／胁ｆ型，占５４．１％，
胍￡／地￡型占０．５％。在对照组２０５例中，％ｚ／Ｍ甜
型占６１．０％，地￡／地￡型占２．４％。两组的总基因

·

３４１

·

的一级交互作用分析，结果发现任何两因素间无乘
法模型一级交互作用。
表２

自杀未遂单因素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型与基因频率问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表１）。

Ｍ：ＰＢＲ３２２ＤＮ～ＨａｅⅢ；

１、４：Ｖ“／Ｖ砬ｚ；２：Ｍ甜／Ｍ以；

３：Ｖａｔ｜Ｍｅｔ
图１

１２％非变性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图

表１

１２６

６１．５

４１．４

人均月收入低

１２６

６１．５

４９．７

１

吸烟

４８

２３．４

１７．６

２．００（１ ０３～３．８９）

饮酒

６４

３１．２

２２．４

２．１９（１ ２１～３．９５）

内向性格

７８

３８ ０

２４

２．００（１ ２７～３．１５）

情感冲突

１６６

８１．Ｏ

３０．２

８．５６（４ ８２～１５．１９）

精神障碍

３０

１４．６

３．９

５．４０（２ ０８～１４ ０２）

经济压力

７２

３５．１

１７．Ｏ

现在生活不满意

７１

３４．６

８．３

６．４０（３ ２９～１２ ４６）

１月前生活不满意

６６

３２．２

７．８

６．５６（３ ２５～１３．２２）

１年前生活不满意

４２

２０．５

５．４

５

５年前生活不满意

２３

１１．２

踮吆弘拍ｎ酡８巧仃幅¨ｎ

５．４

２．０９（１ ０２～４．２９）

ｎ

５．４

５ ３８（２

３．４

８．４０（３ ３２～２１．２３）

１年后生活不满意

４６

２２．４

５年后生活不满意

４４

２１．５

自杀未遂组与对照组的ＣＤＭ丁基因型与
基因频率分布比较

＋ｘ２

５．４３，彤２

２

ｏ．０６６；＃ｘ２

２

２．８０，影２

３．１１（１ ８３～５．２９）

４３（２ ４２～１２．１６）

５３～１１

４３）

７３

３５．６

１０．７

４．９２（２ ７ｌ～８．９４）

６８．８

２０．５

９．０８（５ ００～１６．４９）

睡眠差

１２１

５９．０

３０．７

３．４８（２

得到了家庭精神支持１５９

７７．６

８７．８

０．５ｌ（Ｏ ３１～０．８６）

得到了朋友精神支持１４２

６９．３

８４．４

０．３９（０ ２４～０．６６）

给予了家庭精神支持１４８

７２．２

８６．８

０．４１（０

给予了朋友精神支持１４６

７１．２

８３．９

０．４７（０ ２９～０．７７１

８

∞骤臂型加８
ＶａＺ／ＶｉＺ
２，Ｐ

１０～２．５０）

１４１

一级亲属家族史

２

９

６７（１

抑郁

２周前心情差

检测ＮｌａⅢ酶切产物

４．４２（２ ３６～８．２６）

文化程度低

９３
～

３ ９

７鸵铊∞ ”弛记●

０．５

４５
…’
４

７５

３６．６

１９～５

２４～Ｏ

５３）

６９）

８．ｏｏ（１ ００～６３．９６）
１．５０（１．００～２ ２６）

１，Ｐ２

０．０９４；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３．自杀未遂危险因素分析：

表３

自杀未遂的多因素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因

素

ｏＲ值（９５％ＣＩ）

（１）一般情况：在２０５例自杀未遂者中，男性８９
例，女性１１６例，男女之比为１：１。３。自杀方式主要
为口服农药，占８９．７％，其次为采用镇静药物，占
９．８％，采用刀械的占０．９％。自杀未遂者年龄范围
为１３～８３岁，其中１５～３４岁占５１．４％。自杀未遂组
年龄均数和标准差为３６．６３岁±１４．９１岁；对照组年
龄范围为１４～８１岁，均数和标准差为３６．８２岁±
１４．７６岁，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８９７）。

讨

论

据杨功焕等‘１叫报告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城乡人群伤

（２）单因素分析：对包含ＣｏＭＴ基因型等的４１

害的主要死因中，自杀在城市排第二位，在农村排第

个变量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有２３个变量具有统计

一位。而自杀行为对家庭和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是

学意义（表２）。

巨大的。一个自杀者可影响至少６名周围亲属或朋

（３）多因素分析：对经单因素模型分析有统计学

友，若发生在学校或工厂，则影响人数更多ｕ１Ｉ。世

意义的２３个因素按后退法逐步进行筛选，最终进入

界卫生组织在欧洲的多中心研究显示，每１名自杀

多因素模型的有６个因素，分别是文化程度低、吸

未遂者平均花费１万～１．５万美元¨２Ｉ。自杀未遂史

烟、情感冲突、精神障碍、抑郁与ＣｏＭＴ １５８／１０８

是再次自杀的高危因素，自杀未遂者的自杀死亡率

％ｚ／％ｚ基因型。其参数值见表３。

是一般人群的１００倍Ｈ３｜。因而研究自杀未遂的有

（４）交互作用分析：对表３中的变量进行因素间

关问题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本研究发现文化程度

·３４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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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情感冲突、精神障碍、抑郁、吸烟、ＣＯＭＴ １５８／

一致。测序发现在扩增的２１７ ｂｐ中，存在Ｇ１９６６Ｔ

１０８％ｚ／％ｚ为自杀未遂的重要影响因素。对于文

的多态性位点心５Ｉ，目前对该位点多态性的意义尚不

化程度低、情感冲突、精神障碍、抑郁与自杀未遂的

太清楚，推测它可能与内含子的剪接位点有关。比

关系已有较多资料报道［１４。１ ６Ｉ。而吸烟、ＣｏＭＴ％ｚ／

较本实验室检测的结果与高清铃等乜５１实验室酶切

％ｚ与汉族人自杀未遂的关系却少有报道。

图谱发现，对于胍￡／胁ｆ纯合子，均不含该１１６ ｂｐ；
而在％ｚ／％ｚ或％ｚ／地￡上本研究都发现存在

Ｍｉｌｌｅｒ等¨列在３０万美国男性陆军人员中进行
的长达十年之久的研究发现，吸烟与自杀行为相关，

１１６

ｂｐ，可以推测该基因片段与ＣｏＭＴ高活性

并存在剂量一反应关系，每天吸烟超过２０支者发生

（％ｚ）而不是与ＣｏＭＴ低活性（胁￡）相关，值得进

自杀的危险性是相对于不吸烟者的２倍，并且这种

一步的深入研究。

关联并不能全部被饮酒、种族等因素所解释。同样

现，在重度吸烟者中（超过１５支／天）存在这种关联。

１

Ｎａ口ｏｌｉｔａｎｏ Ａ，Ｃｅｓｕｒａ
ａｎｄ

ｏｘｉｄａｓｅ

本研究发现吸烟与自杀未遂的０Ｒ值为２．００
（１．０３～３．８９），调整其他因素后，０Ｒ值为３．５４

考

参

Ｍｉｌｌｅｒ等¨引在５万美国中老年男性白人研究中亦发

文

ＡＭ，Ｄａ

献

ｉｎ

ｄｏｐａｍｉｎｅｒｇｉｃ

ｎｅｕｒｏ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Ｊ Ｎｅ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 Ｓｕｐｐｌ，１９９５，４５：３５—４５．
２

ＨＭ， Ｍｏｒｒｏｗ Ｂ，Ｓｈｐｒｉｎｔｚｅｎ

Ｌａｃｈｍａｎ

（９５％Ｃ』：１．０２～１２．３６），且吸烟与其他因素间不存

ｃｏｄｏｎ

在相乘模型一级交互作用，表明吸烟可能为自杀未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３

在ＣｏＭ丁基因多态性中，地ｆ（１５８／１０８）由低

ｏｆ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１．

Ｒ，ｅｔ

１０８／１５８ ｃａｔｅｃｈｏｌ一０一ｍｅｔｈｙ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

ｇｅｎ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ｖｅｌｏ—ｃａｒｄｉｏ—ｆａｃｉａｌ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Ｍｅｄ Ｇｅｎｅｔ，１９９６，６７：４６８—４７２．

Ａｍ Ｊ

遂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Ｍ．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ｍｏｎｏａｍｉｎｅ

Ｐｒａｄａ

ｃａｔｅｃｈｏｌ—Ｏ—ｍｅｔｈｙ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

Ｇｏｇｏｓ

Ｍｏｒｇａｎ

ＪＡ，

Ｍ，

Ｌｕｉｎｅ

ｅｔ

Ｖ，

ａ１．

Ｃａｔｅｃｈｏｌ—ｏ—

ｍｅｔｈｙ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ｉｃｅ ｅｘｈｉｂｉｔ ｓｅｘｕａｌｌｙ ｄｉｍｏｒｐｈ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活性基因编码（Ｌ等位基因），而Ｖａｚ（１５８／１０８）由高

ｃａｔｅｃｈｏｌａｍｉｎ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Ｐｍｃ Ｎａｔｌ Ａｃａｄ Ｓｃ．１９９８．９５：

９９９１—９９９６．

活性基因编码（Ｈ等位基因）。已有研究表明

４

ＨａＵｅｒ

Ｊ，Ｍａｋａｒａ ＧＢ，Ｋｒｕｋ ＭＲ．Ｃａｔｅｃｈｏｌａｍｉｎｅｒｇｉｃ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Ｔ Ｈ／Ｈ与药物滥用相关，而Ｌ／Ｌ型与快速循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环障碍、酗酒相关ｎ ９。２１。。Ｎｏｌａｎ等眩２１对精神分裂症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ｈｏ珊ｏｎｅｓ，ｔｈｅ

ｎｏｒａｄｒｅｎｅｒｇｉｃ

Ｂｉｏｂｅｈａｖ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ｐｅｒｉｐｈｒｅｌ ｓｙｍｐａｔｈｅｔｉｃ，ａｎｄ
Ｒｅｖ，１９９８，２２：

８５—９７．

患者的研究发现，ＣｏＭＴ Ｌ等位基因常见于采用暴

５

力方式的男性自杀未遂的精神分裂症和情绪障碍患
者中，并具有统计学意义。而Ｊｏｎｅｓ等心３１研究发现

６

７

和３２８名德国对照检查ＣｏＭＴ（Ｖ１５８Ｍ）多态性发
现，在等位基因／基因型上两组没有差异，然而低活

Ｖｉｒｋｋｕｎｅｎ

ｄｅ

Ｍ，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ｅ ｆｉｒｅ

Ａｒｃｈ

Ｍｕｌｔｉｓｉｔｅ

ｓ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ｖ

８

Ｐｓｙｃｈ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１９８９，４６：６０４—６０６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ｓ—ＳＵＰＲＥ—ＭＩＳＳ：

ｗＨｏ，Ｇｅｎｅｖａ

ｈｔｔｐ／／ｗｗｗ．

２０００．

Ｍｉｌｌｅｒ ＳＡ，Ｄｙｋｅｓ ＤＤ，Ｐｏｌｅｓｋｙ ＨＦ．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ｓａｌｔｉｎｇ

高，ＬＬ携带者表现更多地外向生气个性，而ＨＨ携
９

ＤＮＡ

因中的功能多态性可能调节自杀未遂者的表现型。

ｏｕｔ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ｆｍｍ ｈｕｍａｎ ｎｕｃｌｅａｔｅｄ ｃｅｌｌｓ．Ｎｕｃ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ｓ

Ｋｕｎｕｇｉ Ｈ，Ｎａｎｋｏ Ｓ，Ｕｅｋｉ

ａ１．Ｈｉｇｈ ａｎｄ ｌｏｗ

Ａ，ｅｔ

ｃａｔｅｃｌｌ０１—０一ｍｅｔｈｙ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ｇｅｎｅ：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ｄ

Ｒｅｓ，

ａｌｌｅｌｅｓ ｏｆ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Ｎｅｕｒｏｓｃｉ Ｌｅｔｔ．１９９７．２２１（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３１：２０２—２０４

本研究发现在自杀未遂组与对照组间Ｃ０．Ｍ丁基因

１５８／１０８％ｚ／
％ｚ基因型与自杀未遂的发生呈正关联，ｏＲ值为

ａ１．

ｗｈｏ．ｉｎｔ／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ＰＤ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ＳｕＰＲＥ—ＭＩＳｓ ｐｄｆ．

１９８８．１６：１２１５

对照研究资料分析中发现，ＣＯＭＴ

ｅｔ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ｏｆｆｅｎｄｅｒｓ

Ｇｅｎ

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型与基因频率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在配对病例

Ｂａｒｔｋｏ Ｊ，

Ｊｏｌｌｇ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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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广东省陆丰市２００３年流行性乙型脑炎疫情
分析及控制效果评价
许建雄

郑毅语林耀陆

林华启

广东省陆丰市２００３年６月６—３０日发生了流行性乙型

力开展宣传教育、大搞以灭蚊为主的爱国卫生运动等综合防

脑炎（乙脑）流行。经采取应急接种和开展以灭蚊为主的爱

制措施，疫情较快得到控制。陆丰市从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开

国卫生运动等综合防制措施后，疫情很快得到控制。

始按广东省卫生厅要求把乙脑疫苗纳入计划免疫常规运转。

１．材料与方法：疫情资料来自陆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乙脑疫苗纳入计划免疫后，接种率显著提高。经过１年多时

疫情报告和个案调查，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分析方法；对本

间的监测，全市仅湖东镇于２００４年６月发生ｌ例乙脑病例，

次乙脑流行的流行病学特征及疫情控制情况进行了分析。

而２００３年有发生乙脑病例的乡镇均未再发生病例，说明陆

２．结果：①本次乙脑流行全市共报告乙脑病例１７例，发

丰市控制乙脑疫情所采取的措施效果较为显著。

病率为１．１９／１０万，死亡１例，病死率为５．８８％。首例发病时

３．讨论：陆丰市是乙脑的老疫区，据疫情资料记载，从

间为２００３年６月６日，末例发病时间为６月３０日，其中６月

１９５３

上旬发病４例、中旬４例、下旬９例。病例呈散发状态，分布

５次流行高峰。自从推行乙脑疫苗接种以来，乙脑发病率逐

２００２年共发生乙脑３０１２例，死亡４７２例，其间经历了

在全市９个乡镇的１６个村。人群发病年龄在３～１２岁之

渐下降。但是由于乙脑疫苗未纳入计划免疫，接种率偏低，

间，以１０岁以下儿童为主，共１３例，占总病例数的７６．４７％。

存在免疫空白儿童，积累了大量易感人群，这是本次疫情发

其中男性１１例，女性６例。个案调查结果表明，１７例病例中

生的主要原因。同时，陆丰市属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卫生

乙脑疫苗接种史Ｏ次者４例，１次者１例，２次者２例，不详者

条件差，蚊虫密度高；宣教工作开展不够，群众防病意识差等

１０例。②临床特点和血清学检测：１７例病例全部为住院患

构成了乙脑流行的有利条件。从本次疫情流行特征看，病例

者，住院时间最短３天，最长１５３天，平均住院时间为３０天

发病时间集中在广东省乙脑流行季节高峰，地区分布呈散发

（中位数）。１７例患者均发热，其余有不同程度的头痛、嗜睡、

状态，全市２２个乡镇中９个乡镇有病例发生，说明疫情形势

呕吐、抽搐等症状。１７例患者中治愈１０例、好转６例、死亡

相当严峻。但通过采取以乙脑疫苗应急接种为主的综合防

１例；均采集患者急性期血清标本送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制措施，疫情较快得到控制。因此，及时对易感人群进行乙

心检测ＩｇＭ抗体，检测出ＩｇＭ抗体阳性１１例，阳性率

脑疫苗应急接种和开展以灭蚊为主的爱国卫生运动是控制

６４．７％。其中２例采集恢复期血清检测ＩｇＧ抗体，均检测出

乙脑疫情的有效措施，而把乙脑疫苗接种纳入计划免疫，保

ＩｇＧ抗体阳性。③预防控制措施及其效果评价：疫情发生

持乙脑疫苗高水平的免疫覆盖率和免疫成功率才是控制乙

后，陆丰市迅速采取了乙脑疫苗应急接种、加强疫情监测、大

脑发病率的最佳措施。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１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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