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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西安市社会医疗保险参保人群接种
流感疫苗的成本效益分析
高建民

禹强唐国慧

【摘要】

目的评价西安ｌ¨参保职工接种流感疫苗的成本效益。方法选择西安东方集团有限

公司为研究现场，对法集团公司辛部１２ １０９名参保职工，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２９４９人，进行问
卷调查。样本人群叶］，接种流感疫曲１９００人、未接种流感疫苗１０４９人。采用历史性队列研究方法，
对接种组和对照组『司时进行同顺性渊查。重点调查流感疫苗接种后１ ２个月内，两组人群呼吸系统、
心脑１０【管疾病及其他慢件病患病情况及医疗服务利用情况。结果接种组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脑｜『｜Ｌ管
疾病粗住院率分别为Ｏ ５１％雨１１ ６４％，较对照组降低了６８ ９０％和５６（）５％。疫苗接种后第３、４个月
接种组和对照组粗住院率分别为Ｏ

６２％、０

８０％和０ ２８％、ｌ㈣％。６５岁及以上年龄接利ｔ组粗住院

率较对照组低５３ ５９％。２００５年度西安市参保人群接种流感疫苗降低住院率产生的效益成本比标化
后为６ ４８。结论西安ｌ汀参保职工接种流感疫苗具有较高的成本效益，产生良好成本效益的原因
是，明显降低了接种组参保中老年职工呼吸系统和心脑血管疾病住院率。
【关键词】流感疫苗；成本效益分析；社会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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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控制流感的主要措施之

系统的严重并发症的发生率，同时也町降低高危患

一。在流感流行季节之前对人群进行流感疫卣预防

者和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因流感及其并发症导致的医

接种，可以减少接种者感染流感的机会或者减轻流

疗费用和劳动生产力损失ｕ。世界卫生组织

感症状，可以降低流感病死率及呼吸系统、心脑血管

（ｗＨＯ）估计，１９９２年美国通过接种流感疫苗预防
了８０％的流感病例发生，相当于一年节约２５亿美

作者单拉：７１００６１西安空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高建民
禹强）；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公菇卫生系（唐目慧）
通讯作者：唐国慧，Ｅｍａｉｊ：ｔｇｈ０２９＠ｓｍａ ｃ。ｍ

元医疗费用”。。流感疫苗在西方国家的研究效果大
多与此相同，均证实流感疫苗预防流感样疾病和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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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并发症的有效性以及良好的经济效益３。“。社会

时，对２００５年度样本人群展开调查。

医疗保险是一种自求平衡的险种，面对医疗费用快

（２）计算样本量：根据陕西省第三次卫生服务凋

速上涨的严峻形势，如何加强基金管理，防止基金出

查结果，“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住院率为６

险，一直是政府主管部门关注的焦点。西安市医保

估计接种流感疫苗组住院率为５ ０％，对照组住院率

中心近年采取“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积极措施，为

为７．７％，规定ｎ水平为０ ０５，０水平为０ １０，把握度

全市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职工进行了流感疫苗接

（１一Ｂ）为９０％，双侧检验，计算得两鳃的样本含量

种，目的是通过接种流感疫苗提高参保人群健康水

Ｎ１一Ｎ２—１５３２（人）。

１３％”，

平，降低医疗费用，提高摹金使用效率，保证基金运

根据北京大学有关流感疫苗成本效益研究结

行平稳，达到收支平衡。为研究西安市参保职工接

果”１，接种流感疫苗后试验组流感样疾病就诊率为

种流感疫苗的成本效益，课题组对该项日进行了卫

３

生经济学评价，结果报告如下。

为０ １０，把握度（１口）为９０％，双侧检验，计算得曲

４％，对照组为６．０％，规定ｎ水平为０．０５，口水半

组的样本含量Ｎ，＝Ｍ＝１３８９（人）。

对象与方法

综合上述两种计算结果，计划凋查样本量为
１．研究对象与内容：收集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年西安市

３０００人左右。

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筹集、运行、管理相关数据，采用

（３）编制抽样框：对该集团公司下属６４个分厂

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方法，评价医疗保险基金用于

及子公司按照人数多少排序；采川纸币法，随机选取

接种流感疫苗的医疗保险经济效益。获得了西安市

一纸币，其编号的末位数４为随机数，对抽样框中序

参保人群、参保机构、机构基金收缴的基本资料，以

号末位数为４及４的倍数的单位进行抽样，共抽取

及基金总体运行情况、各级各类医院住院费用结算

样本单位１６个。计划调查３０００人，实际调查２９４９

等资料。

人；其中接种流感疫苗１９００人、未接种流感疫苗

调查总体选择参保职工最多、经济收入水平在

１０４９人。

两安市为中等水平，医疗服务利用资料完整准确、流

（４）现场调查方法：采用历史性队列研究方法，

感接种率与全市接种率平均水平相近的西安东方集

对接种组和对照组同时进行同顾性调查。调查内容

团有限公司为研究现场。该集团公司有职工１２

１０９

包括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职业、既往病史、近１年

人，全部参加西安市社会医疗保险，按照随机化原

内疫苗接种情况、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疾病及其他慢

则，抽取公司部分人群为样本，对该样奉人群进行问

性病患病情况，住院病种、天数、住院医院级别及医

卷调查。

疗费用情况。

为评价流感疫苗接种效果，消除两组人群慢性

（５）计算公式：①观察人年的计算：观察人年＝

病患病情况不同ｘ寸结果造成的影响，问卷中对调查

年初观察人数＋（年末人数年初人数）／２。②标准

对象是否患有慢性病进行了调查。“慢性病患病”的

化法：直接标化住院率＝∑（接种组和对照组合并年

定义采埔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定义：通过询问被调

龄组人口构成比×被标化组年龄组住院率）；间接标

查者在调查前半年内有经过医务人员明确诊断的各

化住院率＝∑（西安市全部参保人群年龄组人口构

类慢性疾病，包括慢性感染性疾病（如结核等）和慢

成比×被标化组年龄组住院率）。③成本效益分析：

性非感染性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压等），或半年以前

接种成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直接成本＝疫苗

经医生诊断有慢性病并在凋查前半年内时有发作同

费用＋注射费用；间接成本＝交通费用＋不良反应

时采取了治疗措施如服药、理疗等，即认为患“慢

的医疗费用；接种效益＝直接效益＋间接效益；直接

性病”。

效益＝参保总人数×接种率×（对照组住院率一接

２研究方法：

种组住院率）×次均住院费用；间接效益＝接种疫苗

（１）研究时间段划分：２００４年１０月中下旬西安

减少的陪伴人数×陪伴天数×陪伴人每人每天工资

市医保中心免费为全市参保人群接种流感疫苗，使

水平；效益一成本比（ＢｃＲ）＝接种效益（Ｂ）／接种成

用的流感疫苗为浙江天元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

本；净效益（Ｂ—ｃ）＝总效益一总成本；净效益与成

产的“御感宁”。至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底接种人群已满一

本比＝（总效益一总成本）／总费用。

个观察年（２００５年度）。２００６年７月开展入户调查

３．质量控制：制定统一的研究方案和调查表，编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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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填表说明；选择两安交通大学卫生管理专业１４名

其次为３５～４４岁年龄组，可能与这两组人群较年

研究生作为调查员．调查开始前进行统一培洲和开

轻，自觉身体健康而不愿接种流感疫苗有关。

展预调查；在规定的时间内开展调查；东方集团公司

３接种组和对照组慢性病患病情况：测查发现，

负责组织和配合现场调查工作，具体内容包括：选派

２００５年度样本人群慢性病患病率为４ｌ ４０％（１ １４１／

调查协诃员、安排调查日程，提前通知所有被调查对

２７５６），其中接种组慢性病患病率为４０ ６１％（３９８／

象携带带有本人照片的西安市医疗保险专用病历接

９８０），对照组慢性病患病率为４１ ８４％（７４３／１７７６）。

受调查，由于该病历详细记录了被调查对象一般情

两组人群慢性病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况，有就诊医疗机构记录的接种流感疫苗情况、住院

０

５４５）。

时间、住院费用等相关信息，保证了现场调查收集的

４流感疫苗接种后１年接种组和对照组月粗住

住院信息准确完整，能够满足数据分析的要求；数据

院率比较：由表２可见，２００４年１０月流感疫苗接种

清洗时，对可疑数据核对原始涮查表后予以改正。

后１年对照组人群粗住院率普遍低了接种组。从接

４，统计学分析：采用Ｅ州ｍｔａ

ｌ软件建立数

种后第３个月开始对照组与接种组人群粗住院率差

据库并录入数据，数据库在使用前进行数据清洗；采

距加大并于第４个月达到最大，接种后第４个月接

用ＳＴＡＴＡ

种组人群粗住院率达到最低，为０．２８％，对照组｛丰院

３

０软件对清洗后的数据库进行统计描

９

述和分析。

牢较接种组高２５７．１４％，第６个月以后差距逐渐
结

减小。

果

表２

２００４年样本人群流感疫苗接种后１年

１一般情况：东方集团职工总数１２ １０９人，其中

月粗件院率比较

在职职工４７４７人、退离休职工７３６２人。此次抽样
漏查共凋查２９４９人，其中在职职工１４４６人、退休职
工１５０３人。男性１４３４人，女性１５１５人。由表１町
见，２００５年度样本人群接种组和对照组的性别构成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一０ ６３９）；两组人群年龄
构成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０１），提示在比

较两组住院率差异时，要消除因年龄别人口构成不
同这·因素对住院率比较带来的影响。
表１

２００５年度样本人群流感疫苗接种组与对照组
年龄＿ｌ性别分布
接种组

对照组

里

年龄组

壅

墨——苎——

渺’人年嬲人年船几年船人年船
＜３４

５

８

３５～

５

ｊ

０

５

０

０

Ｏ

２

４５～
５５～
＞６４

；１
２

站翳∞昵加

他卯弛＂¨

０

４

３

０

３

ｉ

５

●Ｏ

Ｏ

９

Ｏ

ｑ

０

６

５

５

３

２

Ｏ

３

９

５；０

５

５

２

Ｏ

９

２

Ｏ

８●

５

ｌ

１

∞蝣拍蝇旺

Ⅻ％∞虬惦

他驰㈣躬¨

∞蚰钏勰¨

沣：２００５年度样本人群接种组与对照组粗住院率ｆ检验：ｒ２
０ ００３

２００５年度样本人群接种组粗住院率为７

９６％，

明显低于对照组粗住院率１１ ４２％，对照组粗住院率
较接种组高５０ ２６％，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Ｙ２检
船㈨％蛎如

验：Ｐ＝Ｏ ００３）。
５接种组和对照组年龄别住院率比较：接种组

舍计
注：表巾数掘为人年数；性别构成Ｔ２幢验：Ｐ。Ｏ

６３９；年龄构成

ｆ硷验；Ｐ＜ｏ∞１
２样本人群流感疫莳接种情况：２００５年度样本

和对照组人群粗住院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对
照组４５岁及以上人群住院率明显高于接种组／ｋ群
（表３）。

人群在职职工接种率为６３．９７％，离退休职工接种率

６．接种组与对照组标化住院率比较：由表１可

为６４ ８８％，接种组中以４５～５４岁年龄组接种率最

见，接种组和对照组年龄别人口构成不同，差异有统

高，为７０．６５％，５５～６４岁年龄组次之，接种率为

计学意义，故对接种组和对照组不同年龄组的住院

６６，７７％；接种率最低的年龄组为３４岁以下年龄组，

率进行标准化。采用直接标化法，将蛹组人群合计

！望煎筮瘟生壁查三！！曼至！旦莹塑鲞蔓！塑些坐』婪Ｐ·！！ｔ瑚！ｌ，』！ｎ！！型三！ｏ趾！！１．塑，№：！

年龄别构成作为标准构成，标化后接种组标化住院

元和５５３．２ｌ元，对照组人均住院费用较接种组高

率为７．７０％，对照组标化住院率为１１ ８８％．对照组

５４．３５％。

标化住院率较接种组高５４ ２９％。接种组和对照组

表５

２００５年度样本人群流感疫苗接种组和对照组

男女住院人数构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同性别粗

次均住院费用比较

住院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ｘ２检验：Ｐ＝Ｏ ６０３）。
表３

２００５年度样本人群流感疫苗接种组和对照组
年龄别住院率（％）比较

表６

２００５年度样本人群流感疫苗接种组与对照组
人均住院费用比较（元）

７接种组与对照组疾病系统别粗住院率比较：
对照组患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人群的粗住
院率分别为１ ６５％和５ ４２％，高于接种组的Ｏ．５０％
和２ ４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间其他系统疾

９．成本效益分析：根据西安市统计局统计，２００４
年西安市职工年人均工资为１３ ０４１．１１元。２００４年

病粗住院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４）。说明接种流

１０月两安市医保中心在册参加社会医疗保险城镇

感疫苗后，丰要降低了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脑『【】ｌ管疾

职工７６９ ２８９人，实际接种流感疫苗３６２ ４１７人，接种

病的粗住院率。

率为４７ １１％。疫苗接种费用为３２元／人，共计支出

表４

２００５年度样本人群流感疫苗接种组与对照组
疾病系统别粗住院碎：（％）比较

成本１１

５９７

３４４元（该费用为疫苗、冷链、交通、注射

等环节的全部费用）。发生疫苗接种副反应３例，南
疫苗生产厂商支付处理流感疫苗不良反应侠疗费用
１８

０００兀。以西安市参保职工人口年龄组构成为标

准，根据现场调查结果，采用间接标化法，对同年度

全体参保职工住院率进行标化，标化后接种组住院
率为６ ８７％，对照组住院率为１０．５３％。南于样奉人
群接种组与对照组的次均住院费用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成本效益分析时采用合并后的住院费用均数
（４６７０．４７元／次）计算直接效益，结果见表７。
表７
注：。观察１０３３人年；６观察１７８６人年

西安市医保人群接种流感疫苗住院率
标化前后成术效益分析

８．接种组与对照组住院费用比较：２００５年度样
本人群流感疫苗接种组和对照组次均住院费用比较
见表５，人均住院费用比较见表６。由表５可见，样
本人群的接种组与对照组次均住院费用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两组住院人群合并住院费用均数为
４６７０．４７元／次（住院总费用／住院总人次）。由表６
可见，接种组和对照组人均住院费用分别为３５８．４２

１０．成本效益的敏感性分析：表８为通过改变流

±鲎煎，仃垣茔壁查！螋！生！旦整！！鲞璺！塑曼地！』堡Ｐ，ｉ！坐，！ｌ，』些！！型！Ｑ塑！Ｙ照．！！，∑！．Ｉ
感疫苗接种率，可能产生的成奉效益。流感疫苗接

标化前和标化后接种组住院率为７．７０％、６．８７％，对

种率如果提高到６０％，可对西安市医保基金产生净

照组住院率为１１ ８８％、１０ ５３％。在西安市２００４年

效益８１０９ ５５万元；如果流感疫苗接种提高到８０％，

参保人群接种率为４７．１１％的条件Ｆ，采用住院费

效益成本比会由６．４８提高到６．４９。

用均数４６７０．４７元／次计算成本效益，按标化前两组

表８

住院率计算，西安市参保基金接种流感疫苗获得的

２００５年度西安市联保人群流感疫苗接种率

净效益为７４３５ ６８万元，效益成本比为７．４０。因为样

小同时的成本效益（万元）

等葛产 囊蓑

本人群中，高年龄组人口构成较大，上述估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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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高。用西安市参保人群年龄别人口构成标化以
后，西安市参保基金获得的净效益为６３６６ １７万元，
效益成本比为６ ４８。标化前后净效益差为１０６９ ５ｌ
万元（７４３５．６８万元６３６６ １７万元）。

蛐珀铬站幢 ６ 盯骢鹅∞∞

论

不同结果与研究设计不同有关，但共同的结论
是接种流感疫苗是一项成本效益较好的预防措施。
由于２００４年西安市医保人群近８０万，接种率达

如何开展接种流感疫苗的卫生经济学评价一直

４７．１１％，在接种流感疫苗效益成本比为６．４８的情况

受到各国学者的高度重视，国外的很多流行病学研

下，产生了６３６６．１７万元的经济敛益，对医保基金的

究都给予流感疫苗的效果和成本效益以较高的评

收支平衡做出了重要贡献。

价”ｏ，遗憾的是，作为流感高发地区，我国有关这方
面的研究和数据相对较少。

３．流感疫卣接种效益产生的原因分析：④时问
因素：流感疫苗接种后第３个月开始接种组姐住院

１．流感疫苗成本效益评价指标的选择：南于儿

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接种后第３个月接种组和对照

童、老年人和患心血管病、糖尿病、哮喘和免疫能力

组粗住院率分别为０．６２％、Ｏ．８０％；两组粗往院率差

低下等慢性疾病的中年人都是流感的高危人群，主

距于第４个月达到最大，接种组和对照组粗住院率

要是因为流感容易导致诸如肺炎、心肌炎、中耳炎、

分别为０．２８％、１．００％，对照组粗住院率较接种组高

呼吸衰竭等并发症，甚至造成死ｌ二。评价流感疫茁

２５７．１４％，第６个月以后差距逐渐减小。这·现象

的成本效益可以根据研究目的从不同角度进行，如

可能与流感疫苗接种后在体内产生的抗体水甲及持

评价流感对高危人群因病休工、休学情况；因流感及

续时间有关，值得继续关注和深入研究。②病种困

相关并发症的医疗服务需要昔（慢性病患病率、病死

素：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接种流感疫苗对ｊ二降低呼吸

率）和医疗服务利用率（门诊就诊率、住院率），在此

系统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粗住院率作用明显，接种

基础上，测算其成本和效益。

组和对照组两种系统疾病别粗住院率分别为

本次研究的目的主要是评价西安市医保人群接

种流感疫苗后对医保基金的影响。按照有关规定，

０

５１％、２ ４７％和１．６４％、５．６２％，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其中，接种组呼吸系统疾病粗住院牢较对照组

医保基金主要补偿参保人群的住院费用，每个参保

降低了６８ ９０％；心脑血管疾病粗住院率降低了

人员都有记录完整的接种流感疫苗和住院服务利用

５６．０５％。本次研究没有发现接种流感疫苗能够降

资料。因此，本次研究采用历史性队列研究方法，以

低糖尿病、慢性肾病、慢性肝病等慢性病和其他系统

住院率为主要观察指标，对接种组和对照组进行问

疾病的住院率。③年龄因素：接种组和对照组年龄

卷调查，分析两组人群的住院率差异，然后进行成本

别粗住院率差异有统汁学意义，对照组４５岁及以上

效益评价。

人群粗住院率明显高于接种组人群。例如６５岁及

２．接种流感疫苗的成本效益：流感会给社会带

以上年龄人群接种组和对照组年龄别粗住院率分别

来较大的疾病经济负担。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为１０ ９９％、２３．５８％，接种组年龄别粗住院率较对照

的一项研究显示，未分年龄组时，接种流感疫苗的效

组低５３ ５９％，提示流感疫苗对降低老年人群住院率

益成本比为１．４４；学龄前儿童组和６５岁以上老年组

具有明显作用。

分别为３．５９和１．５１”’…。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２００５年度西安市参保人群

４．流感疫苗成本效益敏感性分析：敏感性分析
表明，流感疫苗的成本效益与接种率关系密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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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随接种率提高而升高。由此可见，提高流感疫

莳接种率对于保护人群健康，尤其是降低高危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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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５研究方法的分析：本次研究采用了两次标化

ｌｎｎＵ咄ａ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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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住院率极为重要。除接种率外，还可以用年龄别
行敏感性分析，揭示其对流感疫苗成本效益产生的

Ｇｈ朗∞ｎ

ＩｎｆＪｕｅｌ…ａｃｃｍａｔｍｌｌ

ｐ蝴：ｃｏ札－ｅＨｅｃｔＪｖｅｎｅ

ｓｓｌｎ

Ａ【；，Ａ㈦Ｈ ｗＨ，Ｈ钏７ｙ

ｓｓ，ｅＬ ａｌ

Ａｎ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Ｔｈ ｅｍｃａｃｙ”ｆ ｍｎＬｌ㈣ｚＨ

…ｍｅ…ｌｄｅｒ【ｖ口Ｂ…——ａ Ｍｅｔａ—ｌｙｓ…ｎｄ
ｌ Ｌｔｅｒｎｕｒｅ

ａ

Ａｎｎ Ｉｎｔｃｒｎ Ｎｃｄ，１９９４，１２１：９４７ ９５２

ｒｅｖ…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ｍ Ｍｅｄ，１９９５．１２３：５１８－５２７

７］刘民，刘改芬，工岩，等北京市老年人群流行性感冒疫苗免疫

响，日的是消除样本人群中，老龄人口构成偏高的影

响，保证成本效益测算结果准确。两次标化法的使
用，目的都是为了消除混杂因素的影响，提高研究结

般果及成本技襦评价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５，２６：４１２ ４１６
８温思瑶，刘民＾群流感疫莆接种的效果评价及成本效益分析
围外医学流行病学传染病学分册，２００４，３１：２５０．２５２
９－刘民，划改芬，王岩，等北京市人群流感疫苗接种的救果救旋

果的可靠性。

评价中同全科医学，２∞５，８：１ ２３Ｈ】２４１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９．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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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不典型登革热致急性肝功能衰竭一例报告
刘平华张朝曦

ｄ，

功能提示转氨酶持续升高（ＡｓＴ ４５７４ ｕ／Ｌ，ＡＬ，Ｔ １６８８ Ｕ／Ｌ）。

伴呕吐咖啡样物及黑便５ ｄ。人院时神志清，低热，疲倦乏

由于患者肝细胞损害进一步加重，遂于当日行人工肝治疗。

力，头晕，上腹痛、腹胀，伴恶心欲呕、黑便等症状。体杳皮

并再次详细追问患者病史和流行病史，患者家属称其居住地

肤、巩膜无黄染，心肺听诊无异常。腹平软，上腹部轻压痛，

有髓革热流行。遂鹰锑革热抗体提示Ｔ）Ｆ ＩｇＭ（＋）。至此髓

无反跳痛。进院时血液分析：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总数升

革热诊断某本明确。患者经三次人＿Ｔ肝治疗后，复查肝功能

患者女性，６８岁，人院口期：２００６

１ｌ

０７。主诉：发热８

高，ｍ小板计数极低（１４×１０９／Ｌ）；大便潜皿阳件；尿融分析

明显好转，转氨酶下降（ＡｓＴ

见蛋白和潜血。人院后给予对症治疗。第＿＿：天１０时患者出

神志转清醒，后经继续住院治疗，好转出院。

１７０５

ｕ／ｌ。，ＡＬＴ

６３ｌ

ｕ／Ｌ）；患者

现嗜唾、烦躁，体杳不合作，但心电临护显示生命体征基本平

讨论：登革热一般卫地』，性流行，很少见散发存在。其

稳。检查发现全身皮肤及巩膜轻度黄染，右腋部见一皮下出

典型临床表现为高热、全身肌肉、骨骼及关节疼痛、歧疹和出

『０【斑，上腹部压痛，肝区叩痛（＋），脑膜刺激征阴性。当时行

血，甚至出现消化道大出血和出血性休克，病情凶险，死亡率

腰椎穿刺做脑脊液相关检查，结果无明显异常。下午肝功能

高。实验室检查一般可见白细胞和血小板的急骤下降，最后

显示转氨酶升高超过正常值的３０倍（ＡｓＴ

Ｕ／Ｌ，ＡＬＴ

确诊有糊于从患者血清中分离出登革热病毒。本例患者症

１２７０

３０４７

ｕ／Ｌ），胆红素中度升高，提示急性肝功能衰竭；凝血酶

状表现不典型，以发热、头晕头痛为主要表现，未见骨髂及关

原时问和困际标准化比率均延长，血氨升高；大便潜血持续

节疼痛等全身中毒症状，也无肝脾肿大，且白细胞汁数增加，

阳性。考虑诊断为急性肝功能衰竭（药物性？）；肝性腑病；消

表现为感染性血象，也未见明显的肾损害，因而枝易误诊。

化道出ｆ｜ＩＬ。遂给予降酶、护肌、降血氨及输浓缩红细胞和新

后来患者出现上消化道出血和急性肝功能损害，且进行性加

鲜血浆止血等对症治疗后，患者病情进行性加重，１１月９日

重，经输血、护肝等对症治疗后效果不明显，才考虑可能为急

患者出现浅昏迷，全身皮肤及巩膜黄染加深，町见轻度扑翼

性传染病引起，经再次追问病史和流行病学情况，结合患者

样震颤。复查血分析提示血小板、血色素旱进行比下降；肝

血清中检出登革热病毒抗体，最后才明确诊断。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１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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