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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贵州省２００４年一起疫苗衍生株脊髓灰质炎
病毒流行的调查分析
叶绪芳

童亦滨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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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飞

张丽

刘铭许文波严冬梅张勇

张大勇

邹建喻浩

目的证实２００４年贵州省贞丰县发生的Ｉ型疫苗衍生株脊髓灰质炎（脊灰）病毒循环

（ｃｖＤＰｖｓ），分析ｃｖＤＰｖｓ发生原因．及时发现脊灰野病毒（ｗｌｌｄ一舯ｌ㈣ｒｕｓ）、疫苗衍生株脊灰病毒
（ｖＤＰｖｓ）和临床相似症状的其他脊灰疫苗相关株病毒。方法对疫区进行流行病学现场调查，采集
急性弛缓性麻痹（ＡＦＰ）病例及密切接触者粪便标本进行脊扶病毒（Ｐｖ）分离鉴定与基因序列测定，并
对贞丰县近几年报告ＡＦＰ病例及接触者粪便标本病毒学监测结果进行分析。结果从贞丰县挽澜
乡２例ＡＦＰ病例和３名密切接触者粪便标本中分离到Ｊ型ＶＤＰＶｓ；发生Ｉ型ｃＶＤＰＶｓ事件后，５例
诊断为临床符合脊灰的ＡＦＰ病例中有３例分离到ｌ型或Ⅱ型脊灰疫苗相关株病毒；病毒学监测结果
显示，贞牛县人群中肠道病毒阳匪检出率（５５ １％）明显高于贵州全省水平（２３ ２％），２００４年ＰＶ分离
率（３６ ８％）明显高于往年，１６株Ｐｖ中Ｉ型所占比例（４３ ８％）明显高于贵州生省平均水平（１８ ３％）。

结论脊灰Ｉ型ｖＤＰ砺已经在贞丰县引起了循环（ｃｖＤｌｌｖｓ）；人群中ＰＶ和非脊灰肠道病毒带毒率
明显增高及疫苗接种率严重低下，是泼次Ｉ型ｃｖＤＰｖｓ发生的原斟；应加强无脊灰状态下疫苗接种率
的ｉ平估和早期疫情预测工作。
【关键词】脊髓灰质炎病毒；疫茸衍生株脊髓灰质炎病毒；流行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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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７

８月，从贵州省黔两南州贞丰县挽

澜乡窑上村发病间隔一个月的２例急性弛缓性麻痹
（ＡＦＰ）病例粪便标本中，分离出Ｉ型疫苗衍生株脊

作者单位：５５『）００４贵阳，蛊州省疾病坝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研
究所（叶绪芳、童亦滨、苏飞、任刚、刘铭、张喇、张大勇、邹建、喻浩）；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许文被、严冬梅、张勇）

髓灰质炎（脊灰）病毒（ｖａｃｃｉｎｅ—ｄｅｒｉｖｅｄ

ｐｏｌｉ。ｖｉｒｕｓ，

ｖＤＰｖｓ）２株，随后又从３名密切接触者中分离到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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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ｖＤＰＶｓ ３株。在我国已证实无脊灰状态下（２０００

约１５ ｋｍ，全村５个村民组５７０户２３７０人，居住集

年ｌＯ月）发生疫苗衍生株脊灰病毒循环（ｃｉｒｃｕｂｔｉｎｇ

中，窑上村与安龙县龙山镇一山相隔，与外界交往频

ｖａｃｃｉｎｅ—ｄｅｒｉｖｅｄ

ｐｏｌｉ。ｖｉｒｕｓ，ｃｖＤＰＶｓ）可视为重大的公

繁，有流动人口约１０００多人。

共卫生事件。为此，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控

２现场调查：

中心）立即开展了现场调查和脊灰疫苗应急免疫接

（１）Ⅵ）Ｐｖｓ感染发病情况：本次疫情共发生２例

种。为探索发病原因，寻找应对措施，及早做出疫情

ｖＤＰＶｓ感染病例，均发生在贞丰县挽澜乡窑上村，其

预测，预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现将此次ｃＶＤＰＶｓ现

中发病（出现麻痹）时间最早的一例是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３

场调查情况、贞丰县２００１

２００４年报告的ＡＦＰ病

Ｒ，另一例是同年７月１１日。两病例居住相距约
ｍ，出现麻痹时间相隔２８天，均为０剂次免疫儿

例和接触者粪便标本病毒学监测结果进行分析，为

５００

巩固无脊灰状态下疫苗接种策略和病毒学监测策略

童，粪便标本中均分离出Ｉ型ＶＤＰｖｓ，最终渗断为Ｉ型

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

Ⅵ）Ｐｖｓ感染病例。病例基本发病情况：

资料与方法

患儿男性（病例编号５２２３２５０４∞４），２００１年５月
１５日出生，家住窑上村５组，免疫史０剂次。２００４年

１资料来源：现场调查资料来自中国疾控中心

６月１１日该患儿出现高热（３９℃），１３日出现右下肢

和贵州省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赴现场进行的流行病学

麻痹（检查肌力ｌ级），１４日就诊于贞丰县人民医院诊

调查报告；Ｐｖ病毒学监测资料来自贵州省ＡＦＰ病

断为ＡＦＰ并报告，１６日和１７ Ｒ贞丰县疾控中心分别

例监测系统数据和国家脊灰实验室的相关检验报

采集双份合格粪便标本送贵州省疾控中心脊灰实验

告；地理、人口资料来源于贵州省统计局。

室，７月１７日省实验室检验结果为Ｉ喇Ｐｖ并送剧家

２．标本来源：由报告』婿Ｐ病例的县级医疗或疾

脊灰实验室鉴定，２３日闰家实虢室反馈鉴定结果为Ｉ

控机构采集送枪，按规定采集患者双份粪便标本和

型脊灰疫苗相关株病毒，８月６日国家实验室重新反

接触者粪便标本，冷藏运送至贵州省疾控中心脊灰

馈为Ｉ型Ⅵ）Ｐｖｓ。根据卫生部脊灰病毒学分类标准诊

实验窒备检。

断为Ｉ型Ⅵ）Ｐｖｓ感染病例。

３标本检测：病毒分离与鉴定使门ｊ的Ｌ２０Ｂ（小

患儿男性（病例编号５２２３２５０４００８），２００３年２

鼠转基因）、ＲＤ（人体横纹肌肉瘤）、Ｈｅｐ ２（鳞状上皮

月２４日出生，家住窑上村３组，免疫史Ｏ剂次。

癌）传代细胞及Ｐｖ Ｉ、Ⅱ、Ⅲ刑标准抗血清均由国

２００４年７月９口该患儿发热伴腹泻、呕吐，１１日出

家脊灰实验室提供。ＰＶ分离和型别鉴定由贵州省

现左下肢麻痹（检查肌力ｌ级），２３日就诊于黔西南

疾控中心脊灰实验室按照ｗＨｏ第四版《脊灰实验

州妇幼保健院井以ＡＦＰ诊断报告，兴义市疾控中心

室操作手册》的标准操作规程进行“１。Ｐｖ毒株的

分别于７月２６日和２７日采集双份粪便标本送贵州

型内鉴别和基因序列测定由国家脊灰实验章进行，

省疾控中心脊厌实验室，８月１６日榆验结果为Ｉ型

采用ＰｃＲ—ＲＦＬＰ和ＥＬＩｓＡ两种方法进行型内鉴别，

Ｐｖ并送国家脊灰实验室鉴定，国家实验室８月１７

毒株型内鉴别显示异常时，则对该株病毒进行ＶＰｌ

日反馈结果为Ｉ型ｖＤＰｖｓ。根据卫生部脊灰病毒

编码区全基因的序列测定和分析。

学分类标准诊断为Ｉ型ＶＤＰＶｓ感染病例。现场调

４病例分类：贵州省ＡＦＰ病例分类专家诊断小

查当时采集了２病例同村密切接触者粪便标本共

组按照卫生部病毒学分类标准对每一例ＡＦＰ病例

２１例２１份，从２１例接触者标本中检出３株Ｉ型

做出最终诊断分类。

Ｐｖ也被证实为Ｉ型ＶＤＰＶｓ。
结

果

（２）疫苗接种率调查：本次对贞丰县挽澜乡窑上
村及周围村、贞丰县其他乡镇、贞丰县相邻２个地区６

１基本情况：黔西南州贞丰县辖７个乡６个镇

个县（兴义市、兴仁县、安龙县、册亨县、镇宁县、紫云

２８０个村民组１２个居委会，总人口３４．１０万人，出生

县）的常规免疫接种率进行了人村调查，结果见表１。

率１８．６０‰，人口自然增长率１２ ＯＯ‰，其中＜１５岁人

从几个点调查接种率看，当地常规免疫脊灰减毒活疫

口数１０９ ７４８人。挽澜乡距贞丰县城１２ ｋｍ，辖１２个

苗（（）Ｐｖ）接种率普遍偏低，尤其是挽澜乡窑上村只有

村６４个自然寨，２００３年末该乡总人口１５ ２８８人，出
生率为１７ ２‰，新生儿２８７名。窑上村距贞丰县城

３５

６％，接种卡登记率也只有３、４％～４８
３．ＡＦＰ发病和实验室监测情况：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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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６

（１）ＡＦＰ发病率：２０叭～２００４年贞丰县共报告

（１８ ３％），７株Ｉ型均为２００４年分离得到。

ＡＦＰ病例３３例，排除非ＡＦＰ １２例，ＡＦＰ发病数为

（３）脊灰阳性毒株型内鉴定与基因测序：１６例

２９例，１５岁以下儿童平均ＡＦＰ报告发病率为６ ６／

（株）ＰＶ阳性毒株中，１０例（株）（６２ ５％）为疫苗相

１０万。贞丰县２００４年ＡＦＰ发病数为１９例，发病率

关株，５例（株）（３７．５％）为Ｉ型ｖＤＰｖｓ。５例（株）

（１７．３／１０万）明显高于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０ ９／１０万～
４．６／１０万）。

Ｉ型ｖＤＰｖｓ均分离自２００４年贞丰县挽澜乡窑上

村人群粪便标本，其中２例（株）分离自ＡＦＰ病例，３

（２）粪便标本采集、病毒分离与鉴定情况：采集

例（株）分离自ＡＦＰ病例密切接触者。表２显示５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ＡＦＰ病例粪便标本２９例７２份，采集

例（株）Ｉ型ＶＤＰｖ的ｖＰｌ区基因测序结果：与

２００４年接触者粪便标本４０例４６份。２００４年报告

ｓａｂｉｎＩ型疫苗株相比，１例（株）ｖＰｌ区有９个碱基

的ＡＦＰ病例数和采便数较往年大幅度增加，是

（ｂｐ）变异，变异率为１ ０％（９／９０６），同源性为

２００３年的近５倍。检测６９例１１８份粪便标本，检

９９

出阳性标本３８例，肠道病毒（ｅｎｔｅｒｏｖｉｒｕｓ，Ｅｖ）阳性

异率为１．２％（１ｌ／９０６），同源性为９８

率为５５．１％。其中Ｐｖ感染１６例，阳性率为
２％，非脊灰肠道病毒（ｎｏｎ，ｐｏｌｉｏ

０％，４例（株）ＶＰｌ区有１１个碱基（ｂｐ）变异，变

４

８％。

ＡＦＰ病例分类结果及脊灰临床符合病例情

ｅｎｔｅｒ。ｖｉｒｕｓｅｓ，

况：２９例ＡＦＰ中，有２例为Ｉ型疫苗衍生株脊灰，４

ＮＰＥｖ）２２例，阳性率为３１．９％。在１６例Ｐｖ感染

例为临床符合脊灰，这６例均是２００４年的脊灰病

中，Ｉ型７例（占４３ ８％），Ⅱ型、Ⅲ型、混合型各３例

例，占２００４年贞丰县ＡＦＰ病例数的３１ ８％，占ＡＦＰ

（各占１８ ８％）。实验室监测数据显示，２００１

２３

２００４

总病例数的２０ ７％（表３）。另２３例分类：格林巴利

年贞丰县ＡＦＰ病例及接触者Ｅｖ阳性检出率

综合征（ＧＢｓ）４例（１７．４％），创伤性神经炎８例

（５５ １％）、Ｐｖ分离率（２３ ２％）和ＮＰＥｖ分离率

（３７ ８％），不明原因单瘫４例（１７．４％），短暂性肢体

（３ｌ ９％）明显高于同年度贵州全省平均水平（分别

麻痹２例（８ ７％），其他５例（２１．７％）。

为２３．２％、１１ ４％和１１ ８％）。２００４年ＥＶ阳性率
讨

（５９．３％）、Ｐｖ分离率（２５．４％）和ＮＰＥｖ分离率

论

（３３．９％）明显高于往年，尤其是ＡＦＰ病例中Ｐｖ分

本次疫情共发生２例ｖＤＰｖｓ感染病例。从窑

离率（３６．８％）偏高，接触者中ＮＰＥｖ分离率

上村２例ＡＦＰ病例和３名密切接触者粪便标本中

（４０．０％）偏高。１６株Ｐｖ中脊灰Ｉ型（７株）所占比

分离出５株Ｉ型ＶＤＰｖｓ，按照ｗＨｏ最新颁布的标

例（４３ ８％）明显高于同年度贵州全省平均水平

准“，在１个月内从同一个乡的２例ＡＦＰ病例中分

表１

贵州省贞丰县及其周围地区ｏＰｖ接种率现场调查

序号标本编号麻痹出现Ｈ期采便日期１西ｉ面瓦Ｆ磊——１ｉ西ｉｉ塞兰垦ｊ姜蠹蒜；—葡菰再石再·丽
裟篓 ｚ㈨蜥邯激篙瑶雾
－

ｚ

ｚ—ｍｍ

，
３

２００４１３２ｃ３

。

ｚ㈣啦ｃ，，

～

！

篓羔

竺！！

～

ｚ—ｍｃ，

。㈣删，增嚣
ｚ—ｏｓ。·增雾
０７篇篓第
ｚ—ｏｓ。ｓ譬嚣
２００４ ０８

遨篓登要

１萎ｉｉ苗湍鐾嚣”。“邶Ｍ脚

１１麓苗曙美≯ ｍ ｍ…加ｓ，
ｍ…椰ｓ，
１萎麓苗”嚣墨≯”ｓ
１萎葛森１
’蔷嘉萎妻’
１１ｉｉ苗”嚣彝≯”ｓ一…椰。，
ｓ

９８

８

【２（１１／９０６）

茧ｉ！：盖美Ｚ竺：竺竺

注：序号１、５代表的ＶＤＰＶ病例因多次采集粪便标本（５～８次），也分离出多株Ｉ型ｖＩ）Ｐｖ，为统计和描述方便，每一例只按１株计；
弈棒触磬聃千噍癌ｍ羽日期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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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序号病例编号

住址

５５７

贵州省贞丰县Ｉ型ｖＤＰＶｓ感染病例和临床符合脊灰病例的一般情况
出生日期

一１≠型气矿一免鐾飘瓣一 蕊熊

最终诊断

１

５２２３２５０４００５白层镇

２００３．０５，３０

２（ｍ４．０５ ２２

右Ｆ肚（１）

２

２

５２２３２５０４０Ｉ】４挽澜乡
５２２３２５（）４００８挽澜乡

２００１．０５ １５

２００４．０６．１３

【）

２００３（垃２４

２００４ ０７．１１

５２２３２５０４０１５龙场镇
５２２３２５０４０１６珉谷镇
５２２３２５０４０１７鞋答镇

２∞３

２００４ ０９ ２３

右下肢（”
左下肢（１）
左下肢（２）
坝下肢（１）
双下歧（２）

Ｏ

台格Ｉ型疫苗相关株ＰＶ临床符台脊灰
合格Ⅱ型疫苗相关株Ｐｖ临床符合脊灰

１

合格Ⅱ趔疫直相关株Ｐｖ临床符合脊灰

３
４

５
６

１０ １７

２００３ １２—１９

２００４

ＩＯ，０２

２００３．０７．０７

２００４

ｌ【｝０８

０
２

＞１４ ｄ

ＮＰＥｖ

临床符台脊灰

台格

Ｉ型ｖｎＰｖｓ
Ｉ型ＶＤＰＶｓ

Ｉ型ＶＤＰｖｓ
Ｉ型ＶＤＰＶｓ

＞１４ ｄ

＊括号内数字代表肌力的分级（１‘一６级）；＃标本合格的定义：在患者出现麻痹１４ ｄ内、问隔２４—４８ ｈ采集脱份粪便标本，每份标本重量
必须＞５ ｇ，７ ｄ内带冰运送至省疾控中心脊灰实验室

离到ｌ型ＶＤＰｖｓ，证实该地区已经发生了ＶＤＰＶｓ

其他地方高，提示当地人群中存在各种Ｐｖ和ＮＰＥｖ

的循环，且循环时间至少已１年。国家脊灰实验室

的流行；２０（）４年贞丰县ＡＦＰ发病率明显高于往年，

基因测序结果锃示，５例（株）Ｉ型ｖＤＰｖｓ之间的

２００４年以来贞丰县儿童Ｅｖ感染率和带病毒率太幅

ｖＰｌ区的序列非常接近，同源性为９８．８％～

度增高，尤其是ＡＦＰ病例中Ｐｖ感染率显著增高；且

９９．０％，提示可能系一条ｖＤＰｖｓ传播链。近年来

人群巾脊灰病毒的优势株不断发生变化，至２００４年

国外已有由疫苗衍生脊灰病毒循环（ｃＶＤＰｖｓ）引起

脊灰Ｉ型疫苗株病毒的变异和循环感染已达到了高

的爆发或流行的报道，如２０００年多米尼加共和国和

峰，以至引起Ｉ型ｃⅥ）ＰｖＳ的发生。因此，引起本次

海地。３ ３、２００１年菲律宾”３及马达加斯加”。。埃及在

Ⅵ）ＰｖＳ流行的原因是（）Ｐｖ接种率严重低下，加之疫

１９８２—１９９３年也曾发生ｃＶＤＰｖｓ的流行。我国安

莳株病毒不断变异和循环感染，二者互为因果、相互

徽、江苏、四川、云南等省虽先后发现单个的ｖＤＰｖｓ

促成而致。上述结果进一步提示，本起ｖⅨ】ｖｓ流行

病例，但没有引起流行。本次发现的贞丰县

是经过一年以上的疫苗株病毒变异和循环感染造成

ｃｖＤＰｖｓ系我国首起ｖＤＰｖｓ循环事件，具有较重要

的，通过免疫接种率的有效评估和高质量脊灰病毒学

的意义。此事件引起了卫生部、中国疾控中心和省

监测是可以预测和阻止的。因此，应适时评估各级

级各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按照卫生部的要求，贵州

（尤其是乡村级）常规免疫接种率，随时分析病毒学监

省分别于２００４年８、９及１１月在黔西南州、安顺市

测数据，及时掌握疫苗株病毒变异动态，做好早期疫

开展３轮，其余６个市（州、地）开展２轮脊灰应急免

情预测，可预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疫活动，共投八糖丸７

５００

０００人份，快速评估服苗

率在９３％～９６％之间。

调查结果显示，临床符合脊灰病例中ＰＶ的分离
率较高。２００４年８月贞丰县发现ｃｖＤＰｖｓ并及时采

多年大规模的脊灰强化免疫活动，使外界环境

取脊灰应急免疫阻断措施后，我们又于１０月份从５

中存在大量的脊灰疫苗株病毒，疫苗株病毒在外界

例Ａ】、Ｐ报告病例粪便标本中分离出４株ＰＶ，其中Ｉ

中要发生基因突变（基因变异速率大约每年变异

型Ｉ株，Ⅱ型３株，型内鉴别均为脊灰疫苗相关株病

１％），疫苗变异株一旦遇到低免疫的易感人群，就加

毒，但其中１例分离出Ｉ型和２例分离出Ⅱ型Ｐｖ的

速了变异和传播，最终导致ｃＶＤＰＶｓ的发生。据报

病例经国家级和省级ＡＦＰ分类鉴定专家组现场访视

道，ｃｖＤＰｖｓ易发生于人口密集、脊灰减毒活疫苗

最终诊断分类为临床符合脊灰病例，此３株疫苗相关

（ＯＰｖ）免疫覆盖率较低（通常＜５０％～８０％）、无同

株病毒是否是引起麻痹的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型野病毒循环的地方。毒株的传播不但与其生物学

陈立等”１报道，在ＡＦＰ病例高发地区自然界中存在

特性有关，还与ｏＰｖ免疫覆盖率、人口密度、卫生条

着多个相互独立的Ⅱ型疫苗毒株来源，有疫苗重组株

件等多种因素有关。

和疫苗相关株；张勇等”’报道，在脊灰Ⅱ型毒株中广

现场调查发现，贞丰县常规免疫（）ＰＶ接种率普

泛存在着型间重组现象，脊灰Ⅱ型病毒中绝大多数毒

遍偏低，尤其是挽澜乡窑Ｅ村，说明当地常规免疫工

株在ｖＰｌ区第１４３位氨基酸发生突变，可能导致了

作严重滑坡，存在免疫空白点，Ⅵ）Ｐｖｓ已经在当地构

毒力的回升；许文波等”。报道，现在发现绝大部分的

成了循环。接种率严重低下无法构筑牢固的免疫屏

脊灰疫苗突变病毒都有毒力升高现象，Ⅵ］ＰＶｓ的一

障，为脊灰疫苗株病毒的变异和循环提供ｒ前提，为

些特征（如能导致麻痹，能在人与人之问传播等）并不

Ⅵ）Ｐｖｓ的发生和流行创造了条件。同时，监测发现，

为Ⅵ）Ｐｖｓ所独有，有的脊灰疫苗相关病毒基因变异

近年来贞丰县儿童Ｅｖ感染率和带病毒率比贵州省

率虽＜１％，同样有神经毒力升高，引起传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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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学术动态·
网络成瘾治疗单元的概述
陶然李邦合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成瘾的青少年逐渐增多．网络

织化医疗，而不仅仅是过去单独的生物学上的治疗。②许多网

成瘾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成长，成为社会的一人难题，引

络成瘾患者往往合并有不同程度的精神和心理症状，所以需要

起了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等的重视，并成为一项极其具有

精神科医生进行鉴别。③网络成瘾患者更多的是存在不同程度

挑战性的工作。多数学者把网络成瘾称为“网络成瘾综合征

心理障碍，所以需要进行系统、综合的心理治疗。④许多网络成

（１ｍ咖ｔ

ａｃ】（ｊｍｌ。ｎ出ｓ。ｒｄ盯，ＩＡＤ）”．网络成瘾又称病理性互联网使用

瘾患者是需要药物干预的，原因是网络成瘾不仅仪是心理问题，

（叫叫嘴出Ｉｎｔ哪融ｕｓｅ，Ｐｌｕ），临床表现为：对网络有一种心理卜

有的合并了精神症状，为ｒ更好的提高疗效，应进行药物治疗。

的依赖感，不断增加上网时间；从上网行为中获得愉快与满足，下

针对于这些低龄化的患者用药，咨询药剂师是必要的。⑤青少

网后烦躁不安感；在现实生活中花很少的时间参与社会活动及他

年上网成瘾，与其所受的教育有关，我们提倡的足素质教育者的

人交往：以同上虚拟空问来逃避现实生活环境；否认过度上网给

介＾，内容有信念教育、理想教育和培养孩子吃苦耐劳的精神。

自己的学习、工作、生活造成的危害。网络成瘾和药物成瘾、强迫

３网络成瘾治疗单元的运作：①组建治疗网络成瘾治疗小

症既有联系叉有区别，是行为医学的一个分支，是一种心理病理

组；②确定组织化医疗计划；③补充和完善治疗计划；④实施组

行为，性质上属于技术性成瘾。网络成瘾更确切的说是一种“网

织化医疗计划；⑤评价实施情况。

络成瘾障碍”。网络成瘾障碍表现为病态行为、情绪情感功能失
调和认知适应不良，个人功能和社会功能受到严重损害。

４网络成瘾治疗单元的评价：随着医学的不断进步，新的治
疔方式和治疗理念出现．网络成瘾治疗单元应运而生。网络成瘾

目前，国外网络成瘾的治疗丰要是单一的心理辅导治疗，疔

治疗单元是多学科合作和整合的医疗模式。目的是给患者提供

效不尽如＾意，北京军区总医院成瘾医学中心率先提出网络成

最佳医疗服务，包括高质量、商标准、有效的和花费合理的措施。

瘾治疗单元这一全新治疗模式的理念。

住院治疗单元小组成员包括：临床医生、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家

１网络成瘾治疗单元的定义：在住院的情况下，为提高网络

庭咨询医生和护理人员等等。其服务包括：药物治疗、心理咨询、

成瘾住院患者疗效，针对网络成瘾者，提供一种有诊疔规范和明

物理治疗、人格行为矫正、习惯养成、社会工作、心理护理和康复及

确治疗目标的多学科融合的治疗组织，该组织是一个有机的治

健康教育等。其优越性：制订了网络成瘾综合治疗计划；有效利

疗、护理综台体。治疗单元为网络成瘾患者提供药物治疗、心理

用医疗资源；在这个新的病房管理体系中，展现为～种多元医疗

治疗、健康素质教育、物理治疗。这是新医学模式下住院治疗的

模式（Ｔ州ｔｉｄｉｓｃｊ曲ｉｒｎｒｙ黜即时ｎ），也就是多学科的密切合作。患

具体体现．．

者除了接受药物治疗，还应该接受心理康复和健康教育，是一种

２网络成瘾住院治疗单元的构成：网络成瘾住院单元需要

整合医疗（ｉｍ刚ｅｄ ｃａｒｅ）或组织化医疗（唧。ｅｄ Ｇ辨）的特殊类

内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心理医生、药剂师、护理人员、素质教育

型。治疗体系以人为本，体现出对患者的人文关怀，同时完美的

者的介入。①在网络成瘾住院单元中，临床内科医生要进行组

体现了现代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优越性。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 ０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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