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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云南省某矿区工人性行为和艾滋病病毒／
性传播感染状况的调查
高洪彩

施小明

汪宁

目的

【摘要】

杨忠民钱汉竹赵瑞英

倪文玲

闵向东

了解云南省某地矿工艾滋病病毒／性传播感染（ＨＩｖ／ｓＴＩｓ）相关知识、态度、行为

及其感染状况和影响因素。方法２００５年１月在云南省个旧市进行，由１３名社区顾问委员会成员
和１２名矿工班组长参加的２个专题小组讨论；在个旧市２个矿区，用整群抽样方法招募矿工２３３名
进行匿名问卷调查，并采血样进行ＨＩｖ／ｓＴＩｓ检测。结果矿工艾滋病相关知识贫乏，三种传播途径
的正确回答率为５４ ４％（９２／１６９），日常生活是否传播艾滋病的正确回答率为７．７％（１ ３九６９）。自我报
告嫖娼的比例为９ Ｏ％。ＨＩｖ和淋病感染率均为０ ４％，衣原体感染率为８ ２％。衣原体感染与文化程
度（Ｐ＝Ｏ ０３４７）和婚姻状况（Ｐ＝Ｏ ０３２）有统计学联系。结论矿Ｔ ＨＩｖ／ｓＴＩｓ预防意识差，安全套使
用率低，是今后控制ＨＩｖ的重点人群。

【关键词】艾滋病病毒；性传播疾病；知识、态度、行为；矿工

ｓｔｕｄｙ帅ｓｅｘｕａｌ
Ｎ２ＭＦ，ＳＨｊ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ＨＩＶ／ｓＴＩｓ蛐蚰ｇ

ｍｉⅡｅｒｓ ｉｎ

Ｙ岫ｎ蚰ｐｒｏｖｉｎｃｅ（认。胁Ｎ廿Ⅲ！“，ｗＡＮＧ

Ｘｍ删ｇ，ｍＮＧ ＺｈＤＨｇ＿ｍ讯，ＱｊＡＮＨ。ｎ一＃＾“，Ｚ姒ｏ

Ｒ“一＂”ｇ，ＭｒＮＸ缸＂廿幽螂。，Ｎ，

仉”一ｚｉｎｇ“＆＾“吖Ｐ“６ｆ把Ｈ岫触，ｓ。“旃ｍ盯叽２ｗ＂￡机№哪ｉ昭２１０００９，ｃｈｌｎａ
岛ｒｒ砷删出”ｇ ｎ“￡＾。ｒ：ｗ＾Ｍ；州“ｇ，Ｅｍａｌ【：ｗａｎｇｎｂ＠１６３∞ｍ Ｎｎｆ２。”“ｚ＆柚矿如ｒ Ａ巾Ｓ／Ｓ丁Ｄ
（０ｎ￡删洲ｄ
１０００５０．Ｃｈｌｎａ

Ｐ㈣ｎ删，幽ｉＨ删＆Ⅺｆｅｒ胁Ｄ如Ⅲ掣。肋““耐ＰＭｔＰＨ痂日，Ｂ㈣”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ｌｍｓ

Ｔ１１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ｏ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ｈｕｍａｎ；ｍｍｌｍｏｄｅｆｌｃｉｅｎｃｙ

ｐ㈣１ｅｎｃｅ

１ｎｆｅｃｃ｜ｏｎｓ（ＨＩｖ，ｓＴＩｓ）ｒｅ【ａｔｅｄ ｋｎ（）ｗｌｅｄｇ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ｐｒａｃｔｌｃｃａｎｄ ｔｈｃ
ｍｉｎｅｒ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ｗｏ

ｆ（）ｃｕ｝ｇｒｏｕｐ ｒｅｌａＬｅｄ ｄｉｓｃｕ甜ｉｏｎｓ ｗ Ｌ１ｈ

ａ

ａ

ｔｏ㈣ｈｃｒｃ

ｏｌｄ ｗｌ【ｈ ８２ ８％ｏｈ｝１ｅｎｌ
Ｊｕｎｌｏｒ

ｔｏ

ｔｈｅ

ｍｅ玎１ｂｅ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ｌ嘏

Ａｄ灿ｒｙ Ｂｏａｒ如（ＣＡＢ）ａｎｄ Ｌ２ ｍｉｎ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ｉｎ ｍｉｎｉｎｇ ｔｏｗｎｓＫｐ Ｙｕ㈣ｎ
ｗｅｒｅ ００ｎｄｕｃｔｅｄ锄ｏｎｇ ２３３ ｍｉ㈣ｒｅｃｒｕｉｔｅｄ ｂｙ ｃＬｕｓＬ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㈣ｒｖｅｙｓ ａｎｄ ＨＩｖ，Ｓ１１Ｉｓ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ｉｎ ｔｗｏ
ｏｆ

ｏｆ ＨＩ ｖ，ｓＴＩｓ ａｎｌｏｎｇｓｔ

ｔｏｃａｌ ｎｕｎｌｂｅｒ ｏｆ Ｌ３

（ｈｎｍｕｎｉｔｙ
ｐｒｏｖｌｎｃｅ

ｖｉｎｌｓ，ｓｅｘｌｌａ【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

ｏｆ

ｔｅｓｒｓ

ｔｈｃｍｌｎｅｓ ｗｅｒｅ

ｖｏｕｎｇｅｒ

３５

ｔｈａｎ

ｔｒａｍｍｉｓｓｌ０㈣ｏｎｌｖ

ｍｉｄｄ【ｅ ｓｃｈ００ｌ

ｒｏｕｔｅｓ

１ｎ

ＡＩＤ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ｙｅａｒ

ｏｌｄ

ＲｅｓｕｌＩｓ
９５

３％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ｍ∞ｇ
５４ ４％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ｇｅ ｏｆ

２８

ｙｅａｏ

ｌｅｖｄ

ｍｉ㈣ｗａｓ

ｌｏｗ

ｒｈｅ ｒａＬｉｏ ｏｆ ｓｄｆ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ｌ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ｇｌｎ
ｐｒｏｓｔｌｔｕｔｅｓ

ｐｒｃｖａｌ㈣ｒａＬｅｓ ｏｆ Ｎ赢㈣“印ｎ ｒＪ，￡ｏ眦Ｐ，ＨＩＶ ａｎｄ吼ｚｄ州饵缸｝枷ｂ卅ｄ￡＂ｗｅｒｅ
ｒｅ邓ｅｃｃｉｖｅＩｖ

Ｔｈｅ ｃ。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ｉⅡｎｌｆｌｃａｎｔ，ａｎｄ ｓｏｗａｓ

ｃ仰ｄｕｓｉ仰

Ｔｈｌｓ ｓｔｕｄ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缸卅饵２ｄ ｆｍ曲ｏ，Ｍｆ括ｉＤ｛ｅｃＬｌｏＩｌ

ａｎｄ

ｖｉｓｌｔｓ ｗａｓ

ａｎ…ｒｓ

９．０％．Ｔｈｅ

０ ４％，（）４％ａｎｄ ８ ２％

ｅｄｕｃ叭ｌｏｎ（Ｐ

２

０

０３４７）ｗａｓ

ｂｅＬⅧｎ［油ｋｍ州ｚｎ￡ｒ“以ｏｍｏ出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ａｇｅ ｓｔａｔｕｓ（尸 ０ ０３２）
ｓｈｏｗ。ｄ ｔ１１ａｔ ｔｈｅ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Ｔｖ，ｓＴＩ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㈣Ｉ吼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ｄｏｍｕｓｅ ｗａｓ ｌｏｗ，乩Ｉｇｇｅ札ｍｇ
Ｄ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

ｒ。印ｏｎｄｅｎｔ㈣ｓ

ｔｂｅ懈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８ｒｔｅｎｄｅｄ ｆｈｅ劬ｌｃａｔｌｏｎ

ｔｈａｔ

ｍｉｎｅｒｓ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ｂｃ ｖ：ｅｗｃｄ

ａｓａ

ｋｅｙ Ｊ）【）ｐｕｌａＬ Ｌ讲ｌｌｒｌ ＨＩｖ／ＳＴＩｓ

ｏ］ｎｔｍｌ

【ｌ沁ｙ ｗｏｒｄｓｌ
Ｄｒａｃｔｌｃｅ；Ｍ１ｎｅｒｓ

ＨＬｍｌａｎ １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ｖｉｒｕｓ；ｓｅｘｕ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ｌｔｔｅ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目前世界Ｊ二艾滋病病毒（ＨＩｖ）播散的主要方式

是异性性接触传播，约＾７０％…，７５％以上的新发
感染是通过性接触传播”。在我国，尽管静脉吸毒

基金项目：国家“｝五”科技攻戈＇搿助项目（２００４ＢＡ７１９ Ａ（Ｊ２）；美
国ＮＩＨ中国ｃＩＰＲＡ项目（１ｕ１９Ａ１５１９１５ ０３）

人群仍足主要的ＨＩｖ感染人群，性乱人群逐渐成为

作者单位：２川｝（】９南京，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统”

重要的ＨＩｖ感染人群”１。据２００４年《中国艾滋病

学系（高洪彩）；中围疾病预防控制叶１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沣

防治联合评估报告》显示，我国现存活的ＨＩｖ感染

宁、施小明、杨忠民、赵瑞英）；ＤＬ…ｏｎ ｏｆ Ｐ㈣ｎｔ
Ｍｅｄ㈣ｎ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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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竹）；云南省个旧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闵向东、倪文玲）
通讯作者：注宁，ＥｎｌａｌＩ：ｗａｆＩｇｌｌｑ＠１６３

ｃｏｍ

者中约３０％经性传播感染｜４１。性乱人群正作为桥
梁人群，将ＨＩｖ感染从传统意义上的高危人群（吸

毒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同时，自身也成为ＨＩ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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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人群。目前国内对于艾滋病的研究多集中于暗娼

万名矿工，多是农民工，与矿场签１年合同，少数签

人群、卖血人群和吸毒人群，有关矿工ＨＩＶ／性传播

３

感染（ｓＴＩｓ）的相关研究少见报道。

元。据１２名矿工班组长反映，大概有１／３的矿工经

５年。矿工月工资７００～１５００元，平均约１０００

常找暗娟。矿工中吸毒者较少，因一旦被发现就会

对象与方法

被开除。
１．研究对象及招募方法：２００５年１月云南省个

１，调查对象的社会人口学情况：被调查的２３３

旧市的ＣＩＰＲＡ社区顾问委员会（中国艾滋病综合研

名矿工年龄在１５～５１岁之间，平均为２８岁，小于３５

究项目为流行病学项目在研究现场成立的顾问委员

岁矿工的比例为８２．８％。初中以下文化占９５．３％。

会）成员１３人（包括了来自各行业者如公安、居委会

已婚的１６３名矿工有４２ ３％与配偶两地分居

主任、医生、ＨＩｖ感染者等）、矿工班组长１２人。在

（表１）。

距个旧市分别为３０公里和２０公里的２个矿区，从

表１

云南省某矿区工人社会人口学特征（ｎ＝２３３）

１２个坑口中抽取离娱乐场所近的２个坑口，通过矿
区领导招募矿工２３３名。
２．调查方法：本次调查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
的方法。

（１）定性方法：专题小组讨论（ｆ。ｃｕｓ

ｇｒｏｕｐ

ｄｉｓｃｕ—ｏｎｓ）：社区顾问委员会专题小组访谈１次，１３
人；矿工班组长专题小组访谈１次，１２人。
（２）定量方法：对矿工采用匿名问卷调查，问卷

为参考相关资料自行设计，内容包括：①社会人口学
特征；②ＨＩＶ／ＡＩＤｓ有关知识；③吸毒情况；④性行
为情况等。在封闭且独立的环境，由经过培训的调
查员一对一调查并填写问卷。
采血样检测ＨＩｖ抗体，两次初筛（科华ＨＩｖ
１＋２型抗体ＥＬＩＳＡ诊断试剂盒，批号：２００４１０２８；生
物梅里埃ＥＬＩｓＡ诊断试剂盒，批号：Ａ４５ＨＡ）阳性者
用蛋白印迹（ｗＢ）确认（新加坡Ｇｅｎｅｌａｂｓ公司生产
的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 ＨＩｖ Ｂｌｏｔ，批号：ＡＥ４０３６）；取尿样用
复合ＰｃＲ法检测淋球菌和衣原体（ＡＭＰＬＩｃｏＲ ｃＴ／
ＮＧ试剂盒，批号：Ｆ０４３０２，美国ＲＯｃＨＥ公司生

２艾滋病相关知识：２３３名矿工中，听说过艾滋
病的只有１６９人（７２．５％）。在听说过艾滋病的１６９

产）。

本研究在收集研究的任何信息之前，均事先获
得研究对象的书面知情同意。

人中，三种艾滋病传播途径的正确回答率为５４．４％
（９２／１６９），日常生活是否传播艾滋病的正确回答率

３资料分析：

为７ ７％（１３／１６９），有关艾滋病传播途径的问题全部

（１）定性资料：首先阅读原始资料，熟悉资料的

正确回答率仅为３．５５％（６／１６９）；艾滋病相关知识全

内容，根据专题小组讨论的提纲内容，进行归纳、概

部正确回答的率为ｌ ７８％（３／１６９），见表２。
３．危险行为情况：有４６ ３％（１０８／２３３）的研究对

括和总结。

（２）定量资料：采用Ｅｘｃｅｌ建立数据库，经核对

象认为工友中有人找过暗娼，其中２８人认为超过

２（美国北卡罗莱纳州ｓＡｓ

５０％的工友找过暗娼。２７ ９％（６５／２３３）的研究对象

软件研究所）进行分析。率的９５％可信区间（ａ）的

有共用剃须刀行为。最近１２个月有过性生活的

计算方法采用基于二项分布的精确法。

１７６名矿工中，从不使用安全套者为８２．９５％（１４６／

后转入ｓＡｓ。用ｓＡｓ

８

结

果

通过专题小组讨论，了解到个旧市某企业有数

１７６），使用过的为１７．０５％（３０／１７６），没有人总是使
用安全套；２２．７％（３７／１６３）的人报告有过非婚性行
为，婚外性行为对象数从１到７０不等，７０．Ｏ％（２６／

主望煎亘塑芏壁查！！堑至ｌ旦堕！！鲞箜！塑曼！！！』曼ｇ－！！里·型，！！！！！！！！！业，！些墨！！№：１
３７）报告有３个以下的婚外性伴，７３．Ｏ％（２７／３７）的

以下。外地矿工占绝大多数，多是远离家庭的流动

研究对象非婚性行为从不使用安全套；１１ ９％（２ｌ／

劳动力。其高危行为会将艾滋病从人口集中、经济

１７６）报告有过商业性行为，商业性频次从１到７０不

相对发达的工业区带到经济相对落后的边远农村地

等，７６．２％（１６／２１）的矿工报告６次以下，最近１次

区，增加社会负担。国内也有多项研究表明，艾滋病

商业性行为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为２３．６％（５／２１）。有

感染者以流动人口为主“。１。因此，今后矿工等流

１人注射过毒品，未共用过注射器。

动劳动力的研究和干预应该成为艾滋病控制的重要

表２

云南省某矿区工人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
（Ｈ＝１６９）
问

４

内容之一。
表３

云南某矿区工人衣原体感染危险因素（ｎ＝２３２）＋

正确回答
题

人数

率（％）

ＨＩｖ／ｓＴＩｓ检测结果及可能危险因素：ＨＩｖ、

淋球菌感染各１例，衣原体感染１９例。自我报告嫖
娼的比例为９ ０％（２１／２３３）。１９例衣原体阳性矿工

年龄１７～３７岁，民族分布为哈尼族１０例，彝族２
例，汉族７例；１１例为已婚者或未婚同居者（５例配
偶在身边，６例配偶不在身边但家在红河州），占
５７

９％，６倒未婚（５例为哈尼族），２例离婚（１例报

＊２３３名矿Ｔ中有２３２人提供ｒ尿样；＃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其中１名矿工未回答

告有商业性行为，１例否认商业性行为但合并感染
淋球菌）；衣原体阳性者中２例报告找过暗娼。分析
表明仅与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有关联（表３）。

本次调查还发现，矿工艾滋病／性病知识贫乏，

存在商业性行为且安全套使用率低，最近１次商业
性行为安全套使用率仅达２３ ６％。共用剃须刀现

讨

论

目前，有关艾滋病高危人群的研究较多，矿工作
为一个特殊青年群体，国内报道较少。而我国矿区

象普遍，自我保护意识差，急需进行相关知识的
教育。

本次调查衣原体和ＨＩｖ感染率均高于上海市

较多并有相当数量的矿工，仅云南省个旧市就有５

的一项对建筑工人等男性流动人口的研究（分别为

万多矿工。

８．２％对３．５％、Ｏ ４％对ｏ）”。。云南省有调查表明，

本研究中矿工多处于青壮年，已婚者两地分居

在普通农村妇女中，５．０％妇女为生殖道衣原体感染

的比例高，有通过婚外性行为寻找性出路的可能。

阳性”１，本研究中矿工人群多是农民工，不排除部分

而历史及经济等多种因素决定了在异性性接触中，

已婚者的衣原体感染来自配偶。还有一部分感染来

男性处于主导地位，有支配权利，国内最近的一项研

源于不安全性行为。有２名自我报告没有性经历的

究表明，暗娼在商业性行为中不使用安全套，９０．５％

矿工衣原体感染阳性，１名自我报告没有非婚性行

是由于嫖客反对”Ｊ。矿工文化程度低，多为初中及

为的离婚矿工衣原体和淋球菌均阳性。这提示部分

１望盟盟煎望壁查！！业！！旦堕！！鲞墨！塑鱼－！！里￡塑！竺，１１』！…ｒ蔓；！！鱼旦，Ｉ．！！．堂

８

矿工没有真实报告自己的危险性行为。可能这部分

３汪宁我围』｝＝滋病坝防控制的Ｊ｜≥式与面临的挑战中华预防医学
杂志，２００４，３８

矿工一方面受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影响，认为性
４

乱是可耻的；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从事的是高风险的
职业，存在及时行乐的观念。这部分矿工给研究结

一是在婚者尽管有性需求，养家的责任和重担使其

ｍ－中国芟落病骑亍ｆ｝联合｜平估报告中

ｏｒｇ

５姜红英．陈红．陈爱萍５０５名睛娼安全实使用情况调查中国公
共卫生，２００５．２１

１１２４。１１２５

６刘传新，苏生利，傅继华，等山糸省ＨＩＶ感染者中流动人口感染
现况调查中国艾激病性病，２００２，８：２８ ３０

对艾滋病知识的接受能力，文化程度低的人自我保

护意识差。在婚矿工感染率最低，可能原因有两个：

ｈｔ‘ｐ：／／…ｃｈｍ抓ｋ

华人民共和曰卫牛部，２００４

果带来一定的说谎偏倚。矿工中存在文化程度越低
衣原体感染越高的趋势，因为文化程度直接影响其

２９ｌ一２９３

７乔晓春，郭小黎，张丽芬，等ｌ¨阿省ＨＩｖ感染者叶１流动人口现状
调查分析中国性病ｊ｝＝滋病防治，２０００，６：２６５．２６７
８

Ｈｅ Ｎ，Ｉ］ｅＬｅｋ Ｒ，Ｚｈｕ Ｊ．ｅｔ

经济上不如单身者宽裕；二是受传统道德观的影响，

ｄｌｓｅ—ｏｆ

部分在婚者有忠实于自己配偶的责任。

Ｃｈｍａ

ａＬ（：ｈ…ｔ蚰ｓｔｌ…ｎｄ…ａｌｌｖ【ｒ…ｍｔｅｄ

ｍａｌｅ…】ｍ１Ｅｒａｎｔ……ｔＴＤＴｌｏＩ；ｔ…ｒ…）ｆ

Ｓｃｘｕａｌｌｖ

Ｔ㈣ｍｌｔｔｃｄ Ｄ１ｓ㈣５．２００５，３２

Ｆａｎｅｎｌ

２８６ ２９２

９李武．黄学惠，卡同寅．等６６４名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沙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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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８月龄以下婴儿麻疹１９例分析
袁夏
我国自１９６５年较大规模地接种麻疹减毒话疫苗以来，

泌物飞辣传播。其中１例患儿出生时已有典型麻疹表现，考

麻疹的发病率有所下降。婴儿在８月龄以前由于胎传抗体

虑为宫内感染，其母为麻疹患者，说明麻疹病毒可通过胎盘

存在，很少发生麻疹。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麻疹散发病例

传播。我国自接种麻疹减毒活疫苗以来，规定初次免疫接种

时有发生。我院自１９９６

２００４年共收治麻疹患儿７８例，其

年龄为８月龄以上，此次调查１９例＜８月龄麻疹患儿均属未

中＜８月龄婴儿麻疹１９例．占总数２４ ４％。其中男１２例，女

接种人群。有研究表明，婴儿在出生后４～７月龄其母传麻疹

７例；６月龄以下４倒，６

８月龄１５例；８例有麻疹接触史，ｌ

抗体阴性率随年龄而增加，平均滴度随月龄增加而降低；而

例为先天性麻疹，其母为麻疹患者；５例为外地流动人口；２

婴儿抗体水平在１：２００时无保护能力，１：８００时仅能保护患儿

例为本地居民，有外出探亲史；３例无明显麻疹接触史；７例

不受显性感染。因此＜８月龄婴儿抗体效价低，不足于保护

患儿母亲麻疹病史及麻疹疫苗注射史不详；１９例中ｌｌ例为

自身免受感染；同时，一部分患儿母亲未患过麻疹及未行疫

城市人口，８例为农村人口，分别占５７ ９％及４２ １％。发病以

苗接种，使得母传抗体阴性．亦增加了＜８月龄婴儿麻疹的感

冬末春初季节为主。１９例中均有发热，一般在３８～４０℃；热

染率。又加上近年的流动人口剧增，进而增加了易感儿童的

程３—６天１３例，６—８天６例；皮疹在发热３—４天后出现，一

接触机会，造成麻疹的散发及小范围流行。＜８月龄婴儿仍

般持续３天；有呼吸道卡他症状者１８例；结膜充血、畏光流

属易感者而发病，因此，有人认为可考虑适当提前初免年龄。

ｉ目者１６例；口腔有麻疹黏膜斑者１２例；咳嗽１８倒；合并肺

但有报道表明提前接种成功率低，无明显保护作用；可能

炎９例，并心衰３例；腹泻５例；喉炎２例；所有病例皮疹均

与＜８月龄婴儿免疫系统发育尚不健全有关。由此可见，降

按出疹顺序消退并留有色素沉着；皮肤糠麸样脱屑者８例。

低麻疹发病率必须从以下两方面着手：①保护好８月龄内婴

血常规检查ｗＢｃ≤４×１０。儿２例，（４＾－１０）×１０９／Ｌ １２例，＞

儿，尽量避免与麻疹患者接触，若已接触应立即子丙种球蛋

１０×１０。／Ｌ ５例；以淋巴细胞升高为主者１６例，中性细胞升

白注射，提高被动免疫力。对末患过麻疹且束接种过疫苗的

高为主者３例；ｘ线提示肺炎者９例；ＦＩ．ＴｓＡ法检测麻疹

孕妇，孕前应予以免疫接种。②加强对外米流动人ｕ的计划

ＩｇＭ阳性１８例。经对症治疗１９例均治愈。

免疫管理，建立起人群免疫屏障，降低麻疹的发病率及患病

麻疹是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急性出疹性呼吸系统传
染病，麻疹患者是该病的传染源，主要通过接触和呼吸道分

后的发病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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