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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０

·现场调查·

河南省结核病防治机构工作人员结核病
感染率调查
马士文甄新安盂澜涛徐吉英张艳秋刘占峰李栋梁

王国杰

【摘要】

目的

了解河南省结核病防治机构工作人员结核病感染情况。方法

于２００５年１月

从河南省１０９十县中随机抽取４０个县，对抽取的县厦所有市级结核病腑治机构（１８个）的所有在职
工作人员（独立结核病防治机构调查对象为全体职工，非独讧结核病防治机构调查对象为从事结核病
诊治、检查、督导、检验、护理等所有医务人员以及所属行政后勤人员）作为调查对象；对凋查对象进行
ＰＰＤ皮试检查。结果２１５３人接受了ＰＰＤ皮试检查，阳性率为６０ ６％，其中医务人员的阳性率为
６６

１％．根据市、地与县级Ｔ作人员数权重进行加权调整后辛省结核病防治机构工作人员的ＰＰＤ阳

性率为５７ ３％，医务人员的阳性率为６２ ８％。经Ｙ２检骑，ＰＰＤ皮试用件率与强阳性率医务人员均显
著高于非医务人员，市缴工作人员均显著高于县级工作人员，３０岁以上年龄组较高，不同Ｂ（：Ｇ接种
史、不同性别之间无显著差别。多因素分析前三者差异宣统汁学意义。结论河南省结核病防治机构
内结核病感染控制工作较为薄弱，机构内工作人员尤其是医务工作人员工作环境结核病感染暴露危
险较高。
【关键词】结核病；结核菌素试骑；医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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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对医务人员的职业危害认识已久，由于

ｗｏｒｋｅｒ

结核病死灰复燃、耐多药患者的出现与不断增多以
及ＨＩｖ的流行等原因，结核病在医疗机构内出现了

某食项日：ｗ刚ＤＦＩＤ河南省结核病符制资金资助项目（０５７）；中
国结核病寅施性研究资金资助项目
作者单位：４５００１６郑州，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植病预防
拄制所

暴发现象，已经引起发达国家的关注“’２’，然而在收
入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由于高的结核病疫情、有限的
资源，医疗机构结核病感染与医务人员的职业防护
尚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为了解河南省结核病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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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防）机构工作人员结核病感染情况，建立健全结

９８１

２２８８人，实际检查了２１５３人，受检率为９４．１％，平

防机构结核病感染控制及医务人员职业卫生防护体

均年龄３８ ４岁±１０．７岁，其中男性９９０人（占

系提供参考依据，于２００５年１月对河南省结防机构

４６

工作人员的结核菌素试验阳性率进行了调查。

５４，０％），平均年龄３５ １岁±８．９岁，男性显著高于

对象与方法

Ｏ％），平均年龄３８．８岁±９ ４岁，女性１１６３人（占

女性（￡＝９．３４，Ｐ＜０．０１）。
２．ＰＰＤ皮试阳性率与强阳性率：接受ＰＰＤ检查

１．调查对象与抽样方法：以调查时（２００５年１

的２１５３名医务工作者中．１３０６人呈阳性反应

月）在河南省全省结防机构工作的所有在职人员为

（≥５ｍｍ），阳性率为６０．６％；皮试反应硬结≥

调查对象（独立结防所凋查对象为全体职工；非独立

１０

ｍｍ有儿０６人，占５１．４％；皮试反应硬结≥

结防机构调查对象为从事结核病诊治、检查、督导、

１５

ｍｍ有７６４人，占３５．５％；呈强阳性反应的有４１９

护理等所有医务人员与所在隶属单位的办公室、财

人＋强阳性率为１９ ５％；其中接受ＰＰＤ皮试检查的

务科、后勤科工作的所有非医务工作人员）。采用分

医务人员为１４８６人，阳性率为６６．１％。

层整群抽样，把结防机构分为县级与市地级两层，将

由于本调查采取的是分层整群抽样，全省医务

从１０９个县级结防机构中随机抽取４０个县及全省

工作者的ＰＰＤ阳性率应根据各层的工作人员数的

１８所市、地级结防机构（共５８个单位）作为调查点。

权重进行加权调整。调档后全省结防机构工作人员

２．结核菌素试验：对所抽取调查点的所有调查

的ＰＰＤ阳性率为５７．３％（其中医务人员为６２ ８％），

对象进行结核菌素试验检查。结核菌素试验采用

≥１０ ｍｍ者占４８．４％，≥１５ ｍｍ者占３１ ７％，强阳性

ＰＰＤ，Ｏ

１

ｍｌ（５ Ｉｕ）皮内注射，７２ ｈ测量注射部位皮

率为１６．７％。

肤硬结反应大小，硬结平均直径≥５ ｍｍ为阳性，硬

３．不同性别ＰＰＤ皮试阳性率与强阳性率：在接

结平均直径≥２０ ｍｍ或出现水泡、坏死、淋巴管炎者

受ＰＰＤ检查的９９０名男性中，呈阳性、强阳性反应

为强阳性。所使用的ＰＰＤ试剂为北京祥瑞生物制

人数分别为６０３、１８２例；１１６３名女性中，呈阳性、强

品有限公司生产（批号：２００４０６０４），由河南省疾病预

阳性反应人数分别为７０３、２３７例。男女性间阳性率

防控制中心统一采购供应。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Ｔ２值分别为０．０５与１

３．组织实施与现场调查质量控制：为了保证调

３６，Ｐ

值均＞Ｏ．０５）。详见表１。

查的顺利实施，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发了有
表１

关文件和实施方案，成立技术指导小组，负责市、地

河南省结防机构工作者不同性别ＰＰＤ皮试阳性率

级调查人员的培训、质量控制、市级资料验收、资料
汇总等。市、地级成立调查小组，负责所辖县（市）的
培训工作、现场凋查组织实施工作、质量控制工作、
县级资料的验收工作。每个被调查单位成立一个现
场调查小组，负责本单位的现场凋查工作，每个现场
调查小组由主管业务的副所长（或副站长）担任组

４．不同年龄ＰＰＤ皮试反应阳性率与强阳性率：

长，组员包括２名结防业务技术人员、１名从事ＰＰＤ

２１５３名接受ＰＰＤ检查的人中，＜３０、３０～、４０～、

皮试的专业技术人员。调查前对所有参与调查人员

５０～岁各年龄组呈阳性反应例数分别为２９０、４６５、

逐级进行统一培训。

３９７、１５４例；后３个年龄组的阳性率均高于第一个

４统计学分析：采用Ａｃｃｅｓｓ ２０００软件对所有调

年龄组（Ｙ２值分别为２１．８９、２５．８７、２７．３５，Ｐ值均＜
０１），而且随年龄的增加．ＰＰｌ）阳性率也呈现增高

查数据进行录入，建立数据库，并对数据库进行逻辑

０

查错，抽取部分调查表进行核对。采用Ｅ ｐｉ ６与

趋势（趋势Ｙ２＝３５．６５，Ｐ＜０ ０１）；呈强阳性反应例

１２．Ｏ软件进行统计处理，单因素分析采用Ｙ２

数分别为６９、１４７、１５３、５０例：后３个年龄组的强阳

ｓＰＳＳ

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

性率均显著高于第一个年龄组（Ｙ２值分别为１５．０９、
３３．２５、１５

结

果

２２，尸值均＜０ ０１）。详见表２。

５．ＢｃＧ接种史与ＰＰｌ）皮试阳性率、强阳性率：
１．基线情况：５８个调查点应进行ＰＰＤ检查

在２１５３名接受ＰＰＤ检查人员中，无ＢｃＧ接种史与

史望堡煎堕芏壁查！型坚生！！旦堕望鲞蔓！！塑

有ＢｃＧ接种史的分别有１３７６、７７７人，ＰＰＤ皮试呈

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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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市、县级结防机构上作者ＰＰＤ皮试反应
阳性率

阳性反应与阳性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Ｙｋ
１．１５，Ｐ＞０．０５），ＰＰＤ皮试呈强阳性反应的分别有

２５７、１６２例，二者之间也无差别（ｒ＝１．５０，＿Ｐ＞
０．０５）。详见表３。在７７７人有接种史者中，仅在７
岁及７岁以下接种者有６５１人（占８３．８％），仅在１０
岁及１０岁以下接种者有７００人（占９０ １％）。
表２

河南省结防机构工作者不同年龄组
ＰＰＤ皮试反应阳性率

变量

表３

表５

ＰＰＤ试验结果多因素分析

Ｐ值４

ｏＲ值（９５％ｃＩ）。Ｐ值６

ＯＲ值（９５％ｃｊ）６

河南省结防机构工作者有．无ＢｃＧ接种史者
ＰＰＤ皮试反应阳性率

注：ａ以ＰＰＤ皮试检查结果是否阳性为因变量；

６．不同工作岗位工作人员ＰＰＤ皮试反应阳性

率与强阳性率：参与ＰＰＤ皮试检查的医务与非医务

６以ＰＰＤ皮试

检备结果是否强阳性为囡变量

讨

论

人员分别为１４８６、６６７人，阳性反应人数分别为
９８２、３２４例，阳性率分别为６６．１％、４８ ６％，二者差

结核病是一种传染性较强的疾病，患者到防治

异有统计学意义（Ｙ２＝５９ １３，Ｐ＜０．叽）；呈强阳性

机构接受诊断、治疗等容易使防治机构内空气、设施

反应的例数分别为３３８、８１例，强阳性率分别为

等及周围环境受到结核菌污染；如果该机构感染控

２２．７％、１２．１％，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ｒ＝

制措施与工作人员个人防护较差，就容易导致结核

３３．０１．Ｐ＜０ ０１）。

菌在机构内传播与扩散，不但使患者之间发生交叉

７．市、县级结防机构工作人员ＰＰＤ皮试反应强

感染，还可导致机构内工作人员感染，对工作人员的

度构成：县、市级结防机构分别有１２８３、８７０名工作

健康构成一定威胁。结核菌素皮试是了解机体是否

人员进行了ＰＰＤ皮试，阳性率分别为５２．７％、

感染结核菌的一种手段，尽管与ＢｃＧ接种同非结核

７２．４％，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８５．１５，Ｐ＜

分枝杆菌感染存在交叉反应，然而目前仍是最主要

０．０１）；强阳性率分别为１３．１％、２８．８％，二者差异有

方式”ｊ。此次调查结果表明，河南省结防机构工作

统计学意义（Ｙ２＝８１．７，Ｐ＜Ｏ ０１）。详见表４。

人员ＰＰＤ阳性率为５７．３％，高于２０００年全国流行

８．多因素分析：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ｃ回归模型进行多因

病学调杳２０～６０岁一般人与大学生人群的阳性率

素分析，分别以ＰＰＤ皮试检查结果是否阳性与是否

（分别为４８ ２％与４７．４％）”。“。由于ＢＣＧ接种与非

强阳性为因变量，均以性别、年龄、工作岗位、ＢｃＧ

结核分枝杆菌感染存在反应，采用≥５ ｍｍ作为阳性

接种史、结防机构为自变量，建立两个多因素分析模

标准来判断结核病感染率可能导致高估感染率，因

型。结果进入两个多因素分析模型的变量均为工作

此国外一些调查采用≥１０ ｍｍ的标准”４’“。若以采

岗位、年龄、结防机构三个变量，其Ｏ尺值（９５％ｃｊ）

用≥１０ ｍｍ或≥１５ ｍｍ作为判断标准，则此次调查

见表５。

的感染率也明显高于我国２０００年的调查”。“。若仅

！望堡堑堑芏盘查！ＱＱ！至！！旦箜垫鲞整！！塑垦！垫』兰Ｅ·！！里塑！！旦！！！！壁！！！！！．！丛型！坐．１９

９８３－

考虑医务人员，则医务人员的≥５ ｍｍ的阳性率为

同楼层，然而患者、医务人员、非医务人员的出入多

８％，较一般人群与大学生人群更高。国外有研

为一个共同通道，因此增加了医务和非医务人员感

究证实，在一些感染控制措施得力、个人卫生防护条

染的机会，而非独立结防机构的医务用房与行政后

件好的医疗卫生保健机构，工作人员感染结核病的

勤用房多相对独立，这也是县级非医务人员ＰＰＤ阳

危险并不比一般人群高”。，较差的工作环境和感染

性率较市级非医务人员低的一个原因。另外，独立

控制条件与个人防护往往是导致医疗卫生保健机构

结防所人员相对稳定，而隶属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工作人员较高结核病感染率的主要原因。河南省结

的结防机构医务人员不稳定，经常与其他医务部门

防机构较高的结核病感染率说明其机构内感染控制

人员进行岗位调换，这也是本次调查县级结防机构

工作比较薄弱，给结防工作者的健康造成了一定威

工作人员感染率较低的一个原因。

６２

胁；因此应建立健全结核病职业卫生防护体系以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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