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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７·

·现场调查·

应用捕获一再捕获方法估计湖南省
洪江区吸毒人数的调查
陈曦

吕繁

【摘要】

郑军

尹逊强

蒲洪波

张艳辉

潘虎

覃碧云

目的估计湖南省洪江区吸毒人数。方法

应用捕获一再捕获法对洪江区吸毒者人数

进行估计，同时，应用最优分配随机分层抽样的方法验证。一种捕获一再捕获法（ＣＲｌ法）以抽样调查
调查人数为第一次捕获，以公安部门登记在册６８７人为再捕获。应用Ｓｅｂｅｒ调整公式，计算估计吸毒
人员总人数。另一种（ＣＲ２法）采用戒毒所登记的记录，以４个月为间隔，前后两次为捕获一再捕获。
最优分配随机分层抽样方法则采用访谈，获得数据。结果

抽样调查共调查１３８８人，发现吸毒人员

２４人，占１．７３％；洪江区总人口为７２ ７０９人，估计总吸毒人数１２５８人。ＣＲｌ法估计总吸毒人数９０４
人；ＣＲ２法估计总吸毒人数１０６９人。三种估计数差别无统计学意义，但高于公安部门在册人数１．３～
１．６倍。结论捕获一再捕获法可以满足对吸毒人数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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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常用的ＨＩＶ／ＡＩＤＳ实际例数估计及预测方

据经验推测，如吸毒人数来源于公安部门登记在册

法大都需要ＨＩＶ感染高危人群基数作为参数，而现

的吸毒者的资料，与实际吸毒人数有较大的出入，造

有的高危人群基数主要来源于相关部门的资料或依

成对ＨＩＶ流行形势分析不确切，不利于干预对策的
制定、干预效果的评价和卫生资源的合理分配。采

基金项目：卫生部科技司２００２年度资助课题项目（ｗ～２００２．０３—０１）

用科学而有效的统计学方法估计高危人群基数十分

作者单位：４１０００５长沙，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陈曦、郑军、

重要。为此我们尝试应用捕获一再捕获法对湖南省

张艳辉、覃碧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洪江区吸毒者人数进行估计，同时应用最优分配随

（吕繁）；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区卫生防疫站（蒲洪波、潘虎）；中南大学

机分层抽样的方法印证，结果报告如下。

公共卫生学院（尹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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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１．背景资料：洪江区辖４个街道办事处、３个

获（ＣＲ２）：根据１９９９年强制戒毒所建所以来出入所
的记录，建立包括有姓名、性别、年龄、住址、身份证
号码、出入所时间等资料的名单并录入计算机，利用

乡，总人口７２ ７０９人。近年来，在市场经济冲击下，

ＳＰｓｓ

１０．０软件进行分析，确定捕获期及两次捕获的

工业发展相对滞后，失业率近１０％，造成许多年轻

间隔期，将资料按时间段分组，捕获期（Ｌ１）里所有

人精神和生活上没有依托。加之该区交通便利，又

登记的吸毒人员即是第一次捕获（标记）的人群

毗邻桂黔滇三省区，吸毒现象日趋严重，１９９９年当

（Ｍ）；在捕获期（Ｌ２）里所有登记的吸毒人员即为第

地公安部门开始建立强制戒毒所，现有在册吸毒人

二次捕获的人群（竹）。统计出第二次捕获（ｎ）的人

员６８７人。吸毒人员９０％以上有共用注射器行为，

群中已被标记了的人群（ｍ），估计出洪江区吸毒

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及不良的生活行为方式给艾滋

人数。

病的发生与流行提供了机会。１９９８年４月，该区在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ｅｂｅｒ¨３的调整公式，计算

吸毒人员中发现首例输入性ＨＩＶ感染者后，艾滋病

总人数（Ｎ）＝［（Ｍ十１）（咒＋１）／（ｍ＋１）］一１。

在该区开始传播，所有艾滋病感染者及患者均为吸

９５％ＣＩ＝Ｎ±１．９６［Ｖａｒ（Ｎ）］１胆。方差计算公式为：

毒。由于性乱和以“性换毒”现象的存在，ＨＩＶ有向

Ｖａｒ（Ｎ）＝［（Ｍ＋１）（”＋１）（Ｍ—ｍ）（咒

暗娼人群和各类人群播散的迹象。
２．方法：

ｍ）］／

［（ｍ＋１）２（ｍ＋２）］。采用Ｙ２检验不同方法问的
差异。

（１）抽样调查：根据公安部门的资料，洪江区吸

结

果

毒人数占总人口的０．９４％，参照Ｐｏｉｓｓｏｎ分布期望值
可信限表，确定样本大小为１２００人。采用最优分配

１．抽样调查：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０—３０日共调查

随机分层抽样的方法，先将洪江区居民分为城、乡两

１３８８人，发现吸毒人员２４人，占１．７３％；洪江区总

层，根据每层的人口确定城、乡的样本量，城镇和乡

人口为７２ ７０９人，估计总吸毒人数１２５８人。

村分别为９００人和３００人。以居委会（村）为单位进

２．ＣＲｌ：以抽样调查获得吸毒人员２４人为第一

行随机抽样，每个居委会人口约３００～４００人（不足

次捕获（Ｍ），２００３年８月洪江区公安部门最新登记

３００人的进行合并），共抽取新街煤炭坝一冒天井、新

在册吸毒人员６８７人为第二次捕获（咒），比较两次

街二凉亭和高坡街木粟冲３个居委会、常青乡岩门

捕获的名单，有１８人同时出现在两次捕获的名单

村１个村共１５９７人，进行问卷调查。询问调查对象

中，即ｍ＝１８。那么，吸毒总人数为９０４人（９５％

的个人识别信息以及是否吸毒、是否进过当地的戒

Ｃ工：７１２～１０９６）。

毒所、认识的人中是否有人吸毒及认识的吸毒人员

３．ＣＲ２：

是否是问卷调查的对象。调查员对吸毒人员再通过

（１）两次捕获间隔期的确定：１９９９年５月至

当地派出所、居委会、吸毒人员本人及其街坊邻居进

２００３年８月共有２８０人次２次以上进入强制戒毒

行核实，将核实的吸毒人员（包括进过和未进过戒毒

所，其中每次间隔时间＜３个月有６３人，６个月内

所，公安部门登记和未登记的）作为调查所获得的吸

６２人，９个月内４０人，１３个月内３１人，１５个月内

毒人员。

２４人，１８个月内１９人，≥１８个月为４１人。由此可

（２）以抽样调查人数和公安登记人数进行的捕

见，两次或两次以上人所的时间间隔主要集中在＜３

获一再捕获（ＣＲｌ）：以抽样调查获得的吸毒人员及公

个月及３—６个月两个区间，故两次捕获的间隔期应

安部门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分别建立包括姓名、性

选择＜３个月或３—６个月。若选择＜３个月的区间

别、年龄、住址、身份证号码等资料的名单，两份名单

作为两次捕获的间隔期，则第一次捕获的吸毒人员

录入计算机，以抽样调查获得的吸毒人员为第一次

在第二次捕获期内仍在戒毒所内未被放出去的人数

捕获（标记）的人群（Ｍ）；以公安部门登记在册的吸

较多，为了满足捕获一再捕获法目标人群的所有成员

毒人员为第二次捕获的人群（ｎ）。统计出第二次捕

都有同样被捕获的机会这个假设，故选择３—６个月

获人群中已被标记了的人群（ｍ），计算洪江区吸毒

为两次捕获间隔期的区间，以４个月作为两次捕获

总人数。

的问隔期。

（３）以强制戒毒所出入所记录进行的捕获一再捕

（２）捕获期的确定：根据戒毒所资料，除极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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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解除戒毒的人员外，自２００２年以来进入该所的

地点范围比较小、对象容易识别和公安打击力度较

戒毒人员的戒毒时间都为６个月，故将捕获期定为

大等因素。然而，就方法学而言，洪江区两种捕获一

６个月。为了使估计数更接近当前实际，以最近的６

再捕获法估计的吸毒人数分别为９０４人和１０６９人，

个月即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８日至８月３０日为第二次捕

与抽样调查得出的吸毒人数１２５８人差异无统计学

获时间。根据两次捕获的间隔４个月反推出第一次

意义，则说明此方法是完全可以满足研究的需要。

捕获时间为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３１日至２００３年４月

为了得到可靠的数据，减少偏性，我们认为在应
用两次捕获的办法时，必须要求在时间、空间和对象

３０日。

（３）估计吸毒人员总数：Ｍ＝１０６，咒＝１０９，两次

满足三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是目标人群应该是封闭

捕获的吸毒者中Ⅲ＝１０，估计洪江区吸毒人员（包括

的。事实上，没有哪座城市是封闭的，因此这个假设

进过和未进过戒毒所的）总数为１０６９人（９５％Ｃｊ：

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满足。如果吸毒人群出入该

４６０～１６１４）。

座城市的频率很高，再捕获时，就不太可能包括第一

４．ＣＲｌ、ＣＲ２与抽样调查法的比较：ＣＲｌ、ＣＲ２

次捕获到的人群，导致重复的人数减少，数量高估的

估算的吸毒人数与抽样调查估算的吸毒人数差异无

情况就会出现。我们的研究中，利用对调查时间问

统计学意义（表１）。

隔的控制满足相对封闭的需要。ＣＲｌ第一次捕获
时间为６月底，第二次捕获时间为８月底，间隔２个

攀篙

磊裟

月，ＣＲ２采用两次捕获的间隔为４个月。尽管不能

荨㈣

确定出入当地的吸毒者的人数，但是在这段时间内
不可能有相当比例的人群出入该地，因而可以认为
在研究期间目标人群是相对封闭的。第二个假设是

５．估计的吸毒人数与公安部门在册的吸毒人

目标人群的所有成员都有同样被捕获的机会。ｃＲｌ

数的比较：估计的吸毒人数与公安部门在册的吸毒

第一次捕获吸毒人员采用随机的原则，第二次捕获

人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ｘ２＝８６．５７，Ｐ＜

是公安部门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名单；ＣＲ２吸毒人

０．００５），见表２。

员两次捕获都是不同时期进过强制戒毒所。第三个

表２

估计的吸毒人数与公安部门在册的吸毒人数的比较

假设是被捕获的对象是独立的。我们在进行调查
时，ＣＲｌ吸毒人员的资料严格遵守保密的原则，不
会因为接受了调查而被公安部门抓获；ＣＲ２吸毒人
员都是不同时期进过强制戒毒所，这样就满足了调
查对象的独立性。
在采用调查访谈进行捕获时（ＣＲｌ），由于该工

讨

论

作是在社区内进行，询问吸毒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故
应注意公安部门未登记的那些吸毒人员可能不承认

近年来国外曾用捕获一再捕获法估算吸毒人数、

自己有吸毒行为，造成第二次捕获（公安部门登记在

麻风患者致畸人数和评估有关先天性风疹综合征、

册的名单）中标记数（ｍ）过高，低估吸毒人群的基

破伤风以及百日咳的死亡率全国性报告的完整性

数；而调查对象提供虚假的个人资料，如姓名、住址、

等。以往的工作普遍认为此种方法在用于接触比较

年龄、身份证号码、绰号等，造成第二次捕获（公安部

困难的对象数量估计有效，因此，世界卫生组织／联

门登记在册的名单）中标记数（挖）过低，吸毒人群的

合国ＡＩＤｓ规划署推荐为用于吸毒人群基数估计的

基数将被高估。解决由此带来的偏性的方法有三：

方法之一‘２’４Ｉ。

一是调查前对调查人员进行培训，提高调查人员的

我们研究结果显示，采用捕获一再捕获法估计的

访谈技巧，使得他们在调查中更好地与调查对象进

吸毒人数是公安部门在册人数的１．３～１．６倍，说明

行沟通，打消调查对象的疑虑，尽可能获得真实的信

当地吸毒的实际形势远比目前政府部门掌握的情况

息；其次，吸毒人员一般有一定的特征，其街坊、亲友

严重。但也没有出现过去经验推断吸毒人数是报告

中也有知情者，调查中发现可疑的吸毒人员而其本

人数的３～６倍现象，分析原因不能排除我们选择的

人不承认的，可以通过其街坊、亲友进一步核实；三

·４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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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调查中捕获的吸毒人员，应对其提供的个人资

对吸毒人员数量进行估计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

料从多个渠道进行核实。由于吸毒是一个敏感问

作，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此次应用捕获一再捕获方

题，调查对象可能不愿承认自己吸毒，虽然我们在问

法进行了尝试，根据我们的体会，认为尽管不容易得

卷中通过其他的渠道，如询问街坊邻居及朋友来获

到可靠的数据，各地在实践过程中，可以借鉴ＣＲｌ

得吸毒人员名单，但是抽样问卷调查获得的吸毒人

方法用来估算吸毒人群的规模。

员估计数可能低于实际吸毒人数。而用ＣＲ估计的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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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由于没有被公安部门抓获强制戒毒，在ＣＲ２进行

（本文编辑：张林东）

捕获时有可能会被漏掉。

·疾病控制·
安徽省３６所幼儿园儿童蛲虫感染流行病学调查
许礼发赵丹李朝品
为了解安徽省幼儿园儿童蛲虫感染情况，于２００４年

１７６）。各年龄组之间感染率有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感染率

１２月对全省３６所市区及郊区幼儿园的儿童进行了蛲虫

增高。调查男性３７９人，感染８０人，感染率为２１．１％（８０／

感染抽样调查。抽样选取安徽省不同卫生状况和地理环境

３７９）；女性为３５８人，感染６９人，感染率为１９．３％（６９／３５８）。

下的１８所市区幼儿园及１８所郊区幼儿园２～６岁的儿童，共

不同性别之间感染率无明显差异。蛲虫的生活史及传播途

计７３７人，采用透明胶纸肛门拭子法查获蛲虫卵（注意事项：

径很简单，以肛门一手一口直接传播为主。儿童在幼儿园集体

检查前一天晚上不清洗肛门，当天清晨尽量不解大便，每位

生活、学习，而幼儿本身存在的各种不良卫生习惯，使得蛲虫

儿童连续３天取样）。

在幼儿园感染率高，传播速度快，且容易交叉反复感染。蛲

１０

结果与分析：城市和郊区共调查儿童７３７人，感染人数

虫病的主要症状是雌虫的产卵活动引起肛门及会阴部皮肤

为１４９人，感染率为２０．２％（１４９／７３７）。其中，市区调查４１０

瘙痒及继发性炎症。患者还常有烦躁不安、失眠、食欲减退、

人，感染７３人，感染率为１７．８％（７３／４１０）；郊区调查３２７人，

夜惊等表现，长期反复感染，会影响儿童的健康生长。因此，

感染７６人，感染率为２３．２％（７６／３２７）。市区和郊区感染率有

提示我们要改善幼儿园的卫生设施，加强幼儿园的管理和对

差异。各年龄组中２岁儿童１６１人，感染２０人，感染率为

幼儿的教育，被褥及玩具应定期消毒；同时应提高家长对儿

１２．４％（２０／１６１）；３岁儿童１９０人，感染３８人，感染率为２０％

童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的意识，做到饭前便后洗手，勤洗澡，勤

（３８／１９０）；４岁儿童２１０人，感染５４人，感染率为２５．７％（５４／

换衣裤，经常修剪指甲，还应定期进行药物驱虫治疗，以降低

２１０）；５～６岁儿童１７６人，感染３７人，感染率为２０．２％（３７／

感染率。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一０４一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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