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８０·

生堡煎笪疸堂窒查！！！ｉ至！旦箜！！鲞笙！塑

曼！也』里ｉ！！里ｉ！！！曼１２１１磐！竺；！！ｉ！Ｙ！！：；！！堕！：！

·现场调查·
中国中部某农村地区艾滋病疫情发现和
监测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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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提高农村地区艾滋病病毒／艾滋病（ＨＩｖ／ＡＩＤｓ）疫情发现和检测的有效方法

选取中国中部某农村地区历年来所有报告发现的ＨＩＶ／ＡＩＤｓ病例进行专项流行病学

分析，包括对初次送检的原因、送检或报告机构及传播途径等进行分析。结果

在全部报告发现的

６２６例ＨＩｖ感染者中，通过有偿供血或临床输血而感染的病例占８６ １％（５３９例）；５２．２％（３２７例）的
病例是由医院送检或报告的；通过县级、地区级和省级机构报告或发现的ＨＩｖ／ＡＩＤＳ病例分别为２０７
例（３３．１％）、３０３例（４８．４％）、１１６例（１８．５％）；近年来，通过专题流行病学调查和自愿检测而发现的
感染者有所增加。经医院途径报告的ＨＩｖ／ＡＩＤｓ病例中，门诊就诊时即被发现有ＨＩＶ感染的比例在
逐年升高。结论在我国中部农村有偿供血和临床输血为主要传播途径的艾滋病高发区，医院在艾
滋病疫情发现和监测中发挥着并仍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地市级医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血液供应
机构在艾滋病疫情发现和监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关键词】艾滋病；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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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１９９５年开始在我国中部农村地区逐渐发现

例（９６．５％），外省户籍人口为２２例（３．５％）。分布

了因有偿供血或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病毒（ＨＩＶ）

于全地区所有的１３个县或县级市，但以个别县较为

者¨。。。由于这些地区在一段时期内曾出现过大量

集中，感染者的地理分布与已发现的有偿供血员的

的有偿供血员，同时农村地区因手术而输血的现象

地理分布基本一致。这些感染者中最小的只有２

也相当普遍，因此尽早发现潜在的ＨＩＶ感染者对做

岁，最大的７０岁，平均年龄为３７岁。男性感染者为

好患者的治疗和关爱以及进一步控制ＨＩＶ的传播

３９７例，占全部发现病例的６３．４％，女性感染者为

至关重要。为此，我们对某农村艾滋病高发地区的

２２９例，占３６．６％。农民感染者有５４６例，占

疫情发现和检测工作进行回顾性分析，以期为推动

８７．２％，此外，尚有３０例（４．８％）系１８岁以下的少

和提高我国艾滋病疫情发现和监测工作提供科学

年儿童。已经死亡２４６例（３９．３％），另有４３例因地

依据。

址不详而失访。
２．ＨＩＶ／ＡＩＤＳ疫情发现和监测状况：对全部６２６

对象与方法

例已发现和报告的ＨＩＶ感染者按照初始发现和送
１．研究对象：研究对象为中部地区某地级市所

检单位种类、送检单位的行政级别、初次检测原因等

属全部１３个县或县级市经各种途径发现而报告到

按照感染途径进行了分类分析（表１）。很显然，本

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控中心）的所有ＨＩＶ感

地区的主要传播途径是有偿供血和输血感染ＨＩＶ。

染者。

超过５０％的报告病例最初都是由医院送检的，医院

２．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每个ＨＩＶ感染者上报

在ＨＩＶ感染者的发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次是通

后均由当地疾控中心的专业人员采用统一的流行病

过专项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的，占全部病例的

学个案调查表进行详细的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一般

２６．５％，而通过自愿咨询和检测（ＶＣＴ）或主动检测

人口学特征、可能的危险行为和感染途径等。在此

发现的ＨＩＶ感染者所占比例较少（１２．９％）。

基础上，本专题研究组专门设计了资料登录调查表

县级机构发现了全部６２６例病例中的２０７例，

收集和整理所有报告病例的一般人口学特征、初次

占３３．１％，其中以县医院报告发现的最多，有１４６

送检原因、送检单位或机构、报告途径以及感染途径

例，而县级疾控中心发现了６０例，县级血站发现１ｌ

等资料。

例。地区级机构发现了３０３例，占全部病例的

３．统计学分析：所有资料通过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建立数据库并使用ＳＡＳ ８．０进行统计分析。
结

４８．４％，其中仍以医院报告的最多，为１４２例，其次
是地区疾控中心，发现１１０例，血站发现５１例；而省
级机构报告了１１６例，占总报告病例的１８．５％，其中

果

省疾控中心报告７７例，省级医院报告３９例。
１．ＨＩＶ感染者的社会人口学状况：自１９９６年

表２是自１９９６—２００４年历年来报告的ＨＩＶ感

报告第１例ＨＩＶ感染者至今，该地区已发现并报告

染者初次送检原因的构成比分析。由表中可见，自

的ＨＩＶ感染者共６２６例，其中本省户籍人口为６０４

１９９８年《献血法》颁布施行后，有偿供血现象基本绝

表１
送检部门及原因
血站

某农村地区１９９６—２００４年间报告的ＨＩＶ感染者初次送检情况分析

有偿供血
４４（１０．６）

输血传播

性传播

５（４．１）

２（３．８）

母婴传播
０

静脉吸毒
０

不详

合计

１（２０．Ｏ）

５２（８．３）

疾控中心

１６９（４０

５）

３０（２４．６）

３０（５６．６）

１３（７２．２）

Ｏ

１（２０．Ｏ）

２４７（３９．５）

医院

２０４ｆ４８．９）

８７（７１．３）

２ｌ（３９．６）

５（２７．８）

２（１００．Ｏ）

３（６０．Ｏ）

３２７（５２．２）

县级

１２９（３０ ９）

４２（３４．４）

Ｚ１（３９．６）

１０（５５．６）

２（１００．０）

２（４０．０）

２０７（３３．１）

地市级

２１９（５２．５）

５１ｆ４１．８）

２５（４７．２）

４（２２．２）

０

１（２０．Ｏ）

３０３（４８．４）

省级

６９ｆ１６，６）

２９ｆ２３．８）

７（１３．２）

４（２２．２）

Ｏ

２（４０．０）

１１６ｆ１８

有偿供血

３３（７．９）

Ｏ

０

Ｏ

０

０

５）

３３（５．３）

就诊时检测

２０３（４８．７）

８５（６９．７）

２０（３７．７）

５（２７．８）

２（１００．０）

３（６０．０）

３２３（５１．６）

调查发现

１２３（２９．５）

１２（９．８）

２１（３９．６）

９（５０．０）

０

１（２０．０）

１６６（２６．５）

无偿献血

１５（３．６）

５（４．１）

２（３．８）

０

０

１（２０．０）

２３（３．７）

２０ｆ１６ ４）

１０（１８．９）

４（２２．２）

０

Ｏ

８１（１２．９）

自愿检测

４３（１０．３）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史堡煎塑遁芏苤查！！！！至！旦箜！！鲞箜！塑

·６８２·

堡！堕！垦Ｐ！！！塑ｉ！！！墨１２１１里！旦！！！ｉ！∑！！：；！！盟！：！

迹，代之的是无偿献血，因此，在无偿献血时通过血

项研究的宗旨。

站检测发现的ＨＩＶ感染者逐渐增多。近年来，通过

表３

专题流行病学调查发现的ＨＩＶ感染者有所增加。

３２７例经医院发现的ＨＩＶ感染者门诊、
住院患者构成及发现年代

此外，通过自愿主动检测而发现有ＨＩＶ感染的人数
和比重也在逐年增加，在２００４年里，通过自愿检测
而发现的ＨＩＶ感染者占近２０％，是历年来最高的，
充分显示该地区人群提高了对艾滋病的认识，自愿
检测工作的力度也在不断得到加强。尽管如此，医
院发现的ＨＩＶ感染者仍占多数。
表２

某农村地区１９９６—２００４年报告的ＨＩｖ感染者
初次送检原因构成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通过研究发现，多数ＨＩＶ感染者是在出现有关
症状到医院就诊时被怀疑为ＨＩＶ感染而检测发现
的，这表明了日常对ＨＩＶ监测和检测力度不够，致
使病例不能够在早期被发现，从而失去早期干预的
机会；另外一方面也提醒我们要加大对医院工作人
员特别是医护人员的艾滋病知识培训，不断提高他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们对临床就诊病例的艾滋病诊断意识和自我保护意

３．经医院报告发现的ＨＩｖ感染者门诊和住院

识。应当尽可能在患者初次门诊就诊时就被发现并

患者相对构成分析：医院是发现ＨＩＶ感染者的主要

报告出来，这就需要在艾滋病高发地区工作的医务

途径，对３２７例经医院途径发现的感染者对其门诊

人员具有良好的艾滋病诊断、报告和防范意识。同

和住院患者所占的比例进一步分析表明，从县级到

时，在门诊就诊时就将患者发现出来，避免了因对疾

地区级再到省级医院在住院期间被发现的ＨＩＶ感

病的病因不清而导致的长期误诊以及在医院内由于

染者的比重逐渐升高；而在门诊就诊时即被发现有

消毒措施不严格而造成院内交叉感染。

ＨＩＶ感染的比重则逐渐减低。自１９９７年第一次从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中部农村地区有大量的既

医院就诊患者中发现ＨＩＶ感染者以来，在门诊就诊

往有偿供血员，他们当中有相当多数的人感染了

时即被发现的ＨＩＶ感染者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至

ＨＩｖ，目前已到了集中发病的时期，因此，可以预见

２００４年已接近６０％，显示出医生对艾滋病的认识和

的是，从现在起至未来数年内，中部地区医疗机构的

警觉性在不断提高（表３）。

门诊和入院患者中将会碰到为数不少的艾滋病患

讨

论

者，因此，提高医护人员对艾滋病的识别和诊治能力
显得更为迫切。同时，在这些地区的县医院内设专

知晓ＨＩＶ感染状态是ＨＩｖ感染者和艾滋病患

人负责艾滋病的监测和报告或直接由当地疾控部门

者获得关爱和治疗以及防止其进一步传播ＨＩＶ病

抽出人员定期或长期派驻也是值得探讨的一个

毒的第一步¨。。我国中部某些农村地区因为有偿供

问题。

血和输血而导致ＨＩＶ的广泛传播与蔓延，但由于农

本研究发现，通过自愿检测而发现的ＨＩＶ感染

村地区艾滋病疫情监测和检测系统很不健全，导致

者在近年有所增加，但占所有报告病例的比重还不

有些感染者尚未被发现；而针对报告病例的专门分

够大。大量的研究和实践证实ＶＣＴ是发现ＨＩＶ感

析、送检及调查原因的机构，对提高目前的艾滋病疫

染者的重要手段，同时对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具有重

情发现和监测系统具有现实意义，也是我们开展本

要作用¨。６ ｏ，我国各地特别是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

主堡煎鱼疸堂盘查！！！！笙！旦筮堑鲞箜！塑

·６８３·

曼！堕』垦Ｐｉ！！坐垫！！墨１２１１些！竺！！！ｉ：Ｙ！！：！！！堕！：！
２００３，３３：６４９—６５０．

范区正在逐步开展免费的ＶＣＴ工作，并对农村艾
滋病患者和城市低收入患者实施免费抗逆病毒治
疗，这无疑为进一步推动ＶＣＴ工作的开展提供了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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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ｎａｎ ｐｍ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Ｊ ＡＩＤＳ，

·疾病控制·
重庆市巫山县燃煤污染型氟中毒流行特征的变化
黎华均

张代兵

重庆市巫山县煤藏量十分丰富，由于人们长期的不良生

为主食，中高山病区主食（玉米）含氟均值为５１．６ ｍｄ蝇，

活习惯，导致燃煤型地方性氟中毒（地氟病）流行，分布广泛、

２００３年全县３．７％（８／２１７）的病区村以玉米为主食。大米、

危害严重。我们分别于１９８３年、２００３年两次对全县地氟病

玉米含氟均值分别为１．３、３．１ ｍｄ妇。

及相关因素进行普查，包括８～１２岁儿童氟斑牙患病率和缺

４．空气氟含量：１９８３年高、中、低山病区日均空气氟含量

损率、１６岁以上成人氟骨症患病率、病区主食、海拔高度等。

分别为０．０６８、０．１３０、０．０２６ ｍｇ／ｍ３，２００３年分别为０．０５６、

地氟病致病因素调查包括监测饮用水、粮食及室内空气等含

ｏ．０９３、ｏ．０３７

氟量，计算成人日均摄氟量。
１．病区范围：１９８３年地氟病普查、实查５８２个村，实查率
达９９，３％，地氟病分布于１４４个村，占实查村数的２４．７％，地

ｍｄｍ３。

５．饮用水含氟量：１９８３年高、中、低山病区井水、饮水、开
水、茶水平均含氟量分别为０．２０、０．３ｌ、ｏ．４５、１．２ｌ ｍｄＬ，
２００３年分别为０．２６、Ｏ．４０、ｏ．６３、１．３２ ｍｄＬ。

氟病区村７８个，点１３．４％，病区氟斑牙患病率７８．８％，其中

讨论：①病区范围扩大，病情相对减轻，病区向低山区扩

轻、中、重病区村分别为１９、３２、２７个，构成比分别为２４．４％、

散。１９８３年有１４４个村发现地氟病，２００３年有４２３个（全县

４１．Ｏ％、３４．６％。２００３年地氟病普查实查５７８个村，实查率

２０年内村落总数变化不大），地氟病区村也由１９８３年的７８

９９．１％，地氟病分布于４２３个村，占７３，２％，病区村２１７个，

个升至２００３年的２１７个，显示病区范围扩大，２０年间氟斑牙

占３７．５％，地氟病区氟斑牙总患病率为６３．６％，其中轻、中、

总患病率由１９８３年的７８．８％，下降为６３．６％，病情有所减

重病区村分别为１５４、３１、３２个，构成比分别为７１．０％、

轻，低山病区村由１９８３年的１２个增至２００３年的９０个，因

１４．３％、１４．７％。

此，低山轻病区村扩大。②致病途径发生改变。２０世纪８０

２．不同海拔病区比例：１９８３年普查显示低（＜８００ ｍ）、

年代到９０年代初，全县绝大多数村地氟病的致病途径为煤

中（８００～１２００ ｍ）、高山区（＞１２００ ｍ）地氟病区村分别为

烟烘炕玉米，含氟量高所致，近１０年由于主食结构发生变

１２、３６、３１个，构成比分别为１５．２％、４５．６％、３９．２％。２００３

化，玉米含氟量降低（２．５～３．８ ｍ∥ｋｇ），且现主食为大米（含

年普查低、中、高山区分别为９０、７８、４９个，构成比分别为

氟量在１．２ ｍ∥ｋｇ）和鲜玉米（含氟量＜１．０ ｍｇ／ｋｇ）。故笔者

４１．５％、３５．９％、２２．６％。

认为：目前巫山县地氟病是煤烟氟综合污染所致，主要为空

３．主食结构及含氟量：１９８３年全县病区村１００％以玉米

气吸入及含氟煤烟污染水（饮水、开水、茶水等）、熟食、辣椒
等所致，即非高氟玉米所致。

作者单位：４０４７００重庆市巫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黎华均）；
重庆市巫山县卫生局（张代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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