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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免疫缺陷病毒１型流行现状研究
赵飞王哲朱谦崔兆麟

目的了解河南省人免疫缺陷病毒ｌ型（ＨＩＶ－１）毒株的亚型状况及序列变异、流行特征，分

【摘要】

析其传播来源和传播规律。方法对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在河南省采集的１２８７例ＨＩＶ－１感染者抽取静脉血，用

巢式聚合酶链反应（ｎｅｓｔ－ＰＣＲ）对单个核细胞中前病毒脱氧核糖核酸的ｅｎｆｆ基阒和ｇａｇ基因进行扩增，并测
定和分析核苷酸序列。结果１２８７份样本中存在Ｂ’、Ｃ亚型及ＢＣ、ＡＥ两个重组亚型，其在所有分析样本
中的比例分别为９５．８８２％（１２３４／１２８７）、０．４６６％（６／１２８７）、２．８７５％（３７／１２８７）、０．７７７％（１０／１２８７）。与国内
及国际的参考毒株ＲＬ４２、Ｃ．９５ｉｎ２１０６８、０７．ＢＣ．ＣＮ．９７．Ｃ５４Ａ、０１ＡＥ．ＴＨ．９０．ＣＭ２４０问的离散率分别为
（９．３２７±０．２４５）％、（５．２１４±０．１８３）％、（６．２７８±０．１９４）％、（５．３３２±０．１ ５８）％。结论

目前河南省艾滋病感

染者中有Ｂ’、ｃ亚型及ＢＣ、ＡＥ两个重组亚型。泰国Ｂ’亚型依然占主导地位。Ｂ’亚型以既往有偿献血人

员为主，ＢＣ亚型以性传播为主，ＡＥ亚型以性传播及既往献血途径为主，ｃ亚型以性传播为主。
【关键词】人免疫缺陷病毒１型；亚型；巢式聚合酶链反应；序列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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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Ｖ根据血清学及病毒核酸序列可以分为

滋病疫苗研究。有资料显示，不同的亚型对非核苷

ＨＩＶ－１、ＨＩＶ－２两型。根据ｅｎｖ基因（编码包膜蛋白）

酸反转录酶抑制剂具有不同的敏感性。因此在开发

和ｇａｇ基因（编码壳蛋白）序列的同源性将ＨＩＶ－１分
为Ｍ、Ｎ、Ｏ三个组…。由于ＨＩＶ的高度变异，分离和

及使用抗病毒药物时，要考虑到哑型的差别幢１。

鉴定感染人群中ＨＩＶ－１亚型的分布特点并监测其变

由于不规范的采咀导致感染ＨＩＶ，１９９８年我国政府

化过程，是研制有针对性的ＨＩＶ－１疫苗的重要课题，

对采血点进行规范，并对既往献血人员进行检测。

同时也是研究ＨＩＶ－１生物学特性的基础ｈ］。ＨＩＶ－１

到２００６年，河南省一共确认３５ ２３２名ＨＩＶ感染者，

型内，各亚型之间的基因离散率为２０％～３５％，同一

２１

亚型的基｜天Ｉ离散率为７％～２０％。单一亚型毒株疫

前有５３％的艾滋病患者进行了抗病毒治疗ｎ１，并于

苗难以保护其他亚型流行株，定期对ＨＩＶ进行亚型

２００４年ｌＯ月完成既往有偿献血人员的普查，详细掌

测定和分析是艾滋病防治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因此

握了ＨＩＶ感染者的感染状况及流行病学资料，但是

必须立足我国自身情况，开展针对中国流行株的艾

对ＨＩＶ感染者的亚型分布状况，知之甚少。本研究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３．００６
作者单位：４５００１６郑州，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河南省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许多既往献血者

８２８例艾滋病患者，其中７１０７例死亡。河南省目

对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河南省发现的１２８７份ＨＩＶ－１毒株
进行实验室及流行病学分析，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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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ｇａｇ区反应条件：用外侧引物ＧａｇＦ２／Ｇａｇｅ２
进行第１次ＰＣＲ反应，９４℃５ ｍｉｎ，５２０Ｃ１ ｍｉｎ，７２℃

材料与方法

１．标本来源及处理：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河南省发现

１５０

Ｓ，１个循环；９４℃３０

Ｓ，５２℃３０ Ｓ，７２℃９０

ｓ，３０个

的１２８７例经确认的ＨＩＶ－１抗体阳性者，其中男６８０

循环；７２℃延伸１０ ｍｉｎ。第２次ＰＣＲ以３０６／ｃ．ｇａｇ为

例，女６０７例，年龄１８。５９岁。１１４４例（８９．７％）为既

内侧引物，取第ｌ轮ＰＣＲ产物５“ｌ为模板，９４℃２

往有偿献血者，１０４例（８．０２％）为经性传播者，受血

ｍｉｎ，５０℃５０ Ｓ，７２０Ｃ ９０

感染为２１例（１．６３％），母婴传播为１０例（ｏ．７８％），吸毒

３０ Ｓ，７２℃１

Ｓ，１个循环；９４℃３０

Ｓ，５０℃

ｍｉｎ，３５个循环；７２℃延伸１０ ｍｉｎ。

感染为８例（Ｏ．６２％）。共有３８８例进行抗病毒治疗，

４．ＰＣＲ产物的纯化：ＰＣＲ产物经ｌ％琼脂糖凝

其中２１２例服用Ｓｔａｖｕｄｉｎｅ（Ｄ４Ｔ）＋Ｌａｍｉｖｕｄｉｎｅ

胶电泳，与标准对照判定无误后，切下特异扩增带，

（３ＴＣ）＋Ｎｅｖｉｒａｐｉｎｅ（ＮＶＰ），１４７例服用Ｚｉｄｏｖｕｄｉｎｅ

（ＡＺＴ）＋３ＴＣ＋ＮＶＰ，２９例服用Ｄ４Ｔ＋３ＴＣ＋

用Ｑｉａｅｇｅｎ公司的Ｑｉａｅｘ试剂，按说明提纯扩增的
ＨＩＶ－Ｉ ＤＮＡ片段。回收的ＤＮＡ溶于１０ ｍｍｏｌ／Ｌ

Ｅｆａｖｉｒｅｎｚ（ＥＦＶ）。每名对象采集静脉血５～７

＂Ｉｒｉｓ—ＨＣＩ，ｐＨ值８．７，经琼脂糖凝胶电泳与分子量标

ｍｌ，

乙二胺四乙酸（ＥＤＴＡ）抗凝（１．５％），采血后４ ｈ内，
离心半径６ ｃｍ，１２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２０ ｍｉｎ，提取外周血

准比较估算核酸浓度。
５．核苷酸序列测定：分别使用Ｅｎｖ．Ｄ３和３０６作

单个核细胞（ＰＢＭＣ），一２０℃保存。

为ｅｎ，ｖ区和ｇａｇ区的测序引物，以ｅｎｙ区和ｇａｇ区的产

２．核酸提取：采用德国Ｑｉａｅｇｅｎ公司的ＤＮＡ
Ｂｌｏｏｄ Ｍｉｎｉ Ｋｉｔ，按照说明书操作步骤逐步提取样

物为模板，用ＡＢＩ公司荧光标记末端终止物循环测

本外周血单个核细胞ＨＩＶ－１前病毒ＤＮＡ。加入含

应，模板用量约１ ｇｇ，引物用量为６ ｐｍｏｌ。反应产物

６

ｐ∥ｍｌ蛋白酶Ｋ的裂解液（１０ ｍｍｏｌ／ＬＴｒｉｓ．ＨＣｌ，ｐＨ

值８．４，５０

序试剂盒，在ＰＥ公司９６００型ＰＣＲ仪上进行测序反
经提纯后用自动ＤＮＡ序列分析仪进行序列测定。

ｍｍｏｌ／Ｌ ＫＣｌ，２．５ ｍｍｏＶＬ ＭｇＣｌ２，０．１％

６．序列分析：测得的序列用ＳｅｑＥｄｉｔ软件（ＡＢＩ公

２２８）成为６×１０６

司研发）和ＤＮＡ软件进行编辑校正，每个样品核苷

的细胞浓度，６０℃温育２ ｈ后，９５℃１５ ｍｉｎ灭活蛋白

酸的最终序列根据２个同向测序引物所测结果重叠

酶Ｋ，样品一２０℃保存。

校核后确定。序列的排列、比较和同源性等分析使用

ｇｅｌａｔｉｎ，０．４５％ＮＰ４０，０．４５％Ｔｗｅｅｎ

３．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按巢式ＰＣＲ方法，设计
合成多对ＰＣＲ引物，扩增ＨＩＶ－１ ｅｎｕ基凶及ｇａｇ基冈
（表１）。所有反应均采用５０ ｕｌ反应体系。
表１
引物
Ｅｎｖ Ｅｎｖ—Ｂｌ

Ｅｎｖ－４
Ｅｎｖ－７

位置

列

列和比较；②用Ｐｒｅｔｔｙ程序计算ｌ组序列的共享序列

长度

（ＨＸＢ２）（ｂｐ）

结

果

ＡＴＧＧＧｐ（ｒＣＡＡＡＧＣＣｌ：ＡＡＡＧＣＣ卢汀（ｎ’Ｇ６５５７～６５８２ １２５０

ＧＣＣＣ觚ＡＧＴＧＣＴＴＣＣＴＧＣＴＧＣＴＣＣ
１ＧＴＣＡＧＣＡＣＡＧ，ｒＡＣＡＡＴＧｌ：ｃ虻ＡＣＡ＝ＩｊＧ

Ｅｎｖ一８ ＴＴＣＡＣｒｒ（１℃ＣＡ Ｋ几陌阿℃Ｃ
Ｅｎｖ—Ｄ

ＳｅａＶｉｅｗ、Ｃｌｕｓｔａｌｘ程序对样品及国际标准序列的排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③用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计算１组序列
间的基冈离散率；④用Ｇｒｏｗｔｒｅｅ程序做系统树分析。

ＰＣＲ和测序引物

序

威斯康星ＧＣＧ公司软件包完成，具体包括：①用

１．河南省ＨＩＶ－１亚型分布：１２８７份样本中存在

７８１１～７７９２
７００２～７０２ｌ

６６８

７６６８—７６４８

中的比例分别为９５．８８２％（１２３４／１２８７）、０．４６６％（６／

Ｃｒ《了几１ＡＡ芦汀ＧＧＣＡＧＴＣＴＧＧＣＡＧ

Ｇａｇ ＧａｇＦ２ ＡＴＧ ＧＧＴＧＣＧＡＧＡＧＣＧＴＣＡＲＴＡＴＴＡＡ
Ｇａｇｅ２

ＴＣＣＡＡＣＡＧＣＣＣｒ几玳ＣＴＡＧＧ

３０６

Ｃ，ＣＫｊＡＡＡＡＡ

ｃ—ｇａｇ

ＴＡＧ ＴＴＣ ＣＴＧ ＣＴＡＴＲＴ ＣＡＣ １ＴＣＣ

Ａ：ｒＴＣ

ＧＣＴＴＡＡＧＧＣＣ

Ｂ’、Ｃ亚型及ＢＣ、ＡＥ重组亚型，其在所有分析样本

７９０—８１４

１２４２

８３６—８５７

１２８７）、２．８７５％（３７／１２８７）、０．７７７％（１０／１２８７）。

２．河南省ＨＩＶ－１亚型的传播途径及人群分布

２０３２—２０１ １
６７１

特点：既往有偿献血人员中，主要的流行株是Ｂ’亚

１５０７—１４８６

型（９８．５％），第２至４位的分别是ＢＣ亚型（０．９％）、ＡＥ

（１）ｅ／ｌ＇ｖ区反应条件：用外侧引物Ｅｎｖ—Ｂ１／Ｅｎｖ一４进

行第１次ＰＣＲ反应，９４℃３

亚型（０．４％）和ｃ亚型（０．２％）。性传播人群中，主要

ｍｉｎ，５２℃３０ Ｓ，７２℃３ ｍｉｎ，

的流行株是Ｂ’亚型（７２．１％），第２至４位的分别是

ｍｉｎ，３０个循

ＢＣ亚型（２１．２％）、ＡＥ亚型（３．８％）、Ｃ亚型（２．９％）。

环；７２０Ｃ延伸１０ ｍｉｎ。第２次ＰＣＲ以Ｅｎｖ．７／Ｅｎｖ．８为

受血人群巾，主要的流行株是Ｂ’亚型（９０．４％）。母

内侧引物，取第ｌ轮ＰＣＲ产物５¨ｌ为模板，９４℃３

ｒａｉｎ，

婴传播中，主要的流行株足Ｂ’亚型（７０．０％），第２至

ｓ，５５℃

３位的分别是ＢＣ哑型（２０．０％）、Ｃ亚型（１０．０％）。吸

１个循环；９４℃３０

５５ｃＣ ３０ ｓ，７２℃３
３０ Ｓ，７２℃１

Ｓ，５２℃３０ Ｓ，７２０Ｃ １

ｍｉｎ，１个循环；９４℃３０

ｍｉｎ，３０个循环；７２℃延伸１０ ｍｉｎ。

毒人群中，主要的流行株是Ｂ’亚型（７５．ｏ％），第２位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３月第３０卷第３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３

·２３３·

的是ＢＣ亚型（２５．Ｏ％）。非既往有偿献血人员的艾

的ＨⅣ分子流行病学调查，许多国家希望得到较全

滋病感染者中，Ｃ亚型及ＢＣ、ＡＥ亚型的比例明显高

面的分子流行病学资料，但多凶不具备良好的现场

于既往有偿献血人员。

条件或已错过了最佳的调查时机而未能得以实现。

Ｂ’亚型感染以既往有偿献血人员为主，ＢＣ亚

我围在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年完成了“全国ＨＩＶ分子流行病

型的以性传播为主，在３７例ＢＣ亚型中有２２例为经

学调查研究”，并发现在国内存在着ＨＩＶ－１的Ａ、Ｂ、

性传播，其余１５例中吸毒２例、母婴传播２例、输血

Ｃ、Ｄ、Ｅ、Ｆ、Ｇ亚型、ＨＩＶ－２型病毒株和Ｂ’／Ｃ重组病毒

及受血感染为１ｌ例（由于在许多地方还存在歧视现

株，查明了在不同人群和不同地区病毒株的分布情

象，有一部分感染者会把经性传播和吸毒传播改成

况。在已确证ＨＩＶ－１阳性的１９例河南省籍献血员

输血感染）。１０例ＡＥ亚型以性传播及既往献ｍ途

中，ＨＩＶ－１病毒株属泰国Ｂ’亚型，并与我国云南省德

径为主（分别为４和５例）。６例ｃ亚型感染中有３例

宏Ｂ’亚型病毒株密切相关。此为河南省最早作出

为性传播。６例同性恋ＨＩＶ阳性感染者均为Ｂ’亚

的ＨⅣ亚型分析［４］。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中国疾病预防控

型，其中１例为Ｂ’（ＢＲ／ＦＲ）亚型，１例Ｂ’（ＩＴ）亚型，

制中心性病艾滋病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全国

１例Ｂ’（ＫＲ）亚型。经分析，离散率和国际标准Ｂ’

ＨＩＶ分子流行病学调查及数据库的建立”项目，从２６

病毒株均大于１５．０％，组内离散率为１０．７％，提示变

个省、市、自治区共随机收集１０４８例ＨＩＶ阳性样

异较大且来源分散（表２）。

本。结果显示，河南省的２８例献血员均为Ｂ’亚型。

表２河南省ＨＩＶ－Ｉ亚型的传播途径及人群分布

此为河南省第二次作出的ＨＩＶ亚型分析Ｈ１。
此次“河南省ＨＩＶ－１流行现状研究”为在河南省
内进行的第三次大规模的ＨⅣ分子流行病学调查，
获得１２８７例艾滋病感染者的ＨＩＶ－１亚利结果。研究
范围覆盖了河南省的１８个地区，采血人群包括既往
献血者、性病门诊者、暗娼、吸毒人员、同性恋者、受
血人员等。河南省ＨⅣ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得益于遍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布全省的防疫网络和近年来建立起来的ＨＩＶ实验室

３．河南省ＨＩＶ－１亚型的地区分布特点：河南省

系统，且是在流行的早期就对疫情进行分子流行病

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是既往有偿献血，来自该人

学监测，掌握了较完整的标本和数据。该研究通过

群的１２８７份样本中１２０１例为河南省籍，８６例为外

现场ＨＩＶ分子流行病学调查，结合实验室研究数据

省籍。在发现的５３例非Ｂ’亚型中，河南籍４５例（其

进行亚型多因素分析，对ＨＩＶ－１病毒株ｅｎｕ基因及

中１１例有外出打工史），外省籍有８例。这８例外省
籍非Ｂ’亚型ＨＩＶ感染者中，有２例（ＢＣ亚型）分别来

ｇａｇ基因序列进行测定和分析，了解河南省ＨＩＶ流
行范围和在人群中的分布变化，追踪其亚型及ＨＩＶ

自广东省江门市和福建省泉州市，６例为云南省瑞

流行代表株以及变异情况。

丽地区的外来妇女，其中３例（均为ＢＣ亚型）有静脉
吸毒史，２例（ＡＥ及ｃ亚型）为经性传播，１例（ｃ亚
型）自诉有献血史。

在对１２８７例ＨＩＶ－１阳性感染者ＰＢＭＣ中
ｅｎｕ基因及ｇａｇ基因序列进行分析后发现，目
前河南省ＨＩＶ感染仍以Ｂ’亚型为主，但也出现了Ｃ
ＨＩＶ－Ｉ

４．河南省ＨＩＶ－１毒株与部分国内和国际代表株

亚型及ＢＣ、ＡＥ两个重组业型，这是以往的研究所未

的基因离散率：Ｂ’、Ｃ亚型及２个重组亚犁ＢＣ、ＡＥ

出现的。河南省ＨＩＶ—ｌ Ｂ’亚型已经产生了一定变

间的组内离散率分别为（７．３４２－４－０．２６５）％、（４．５７６±

异，在１９９８年所做的１９人份的研究中，本型内、泰国

０．１２６）％、（５．１０７±０．２２１）％和（４．６７６±０．１３５）％。与

Ｂ’亚型、欧美Ｂ’亚型的基因离散率分另Ｕ为（４．４１±

国内、国际参考毒株ＲＬ４２、Ｃ．９５ｉｎ２１０６８、０７．ＢＣ．

２．８８）％、（４．５７±２．１３）％、（１５．８９±２．４３）％。２００２年

ＣＮ．９７．Ｃ５４Ａ、０１ＡＥ．ＴＨ．９０．ＣＭ２４０间的离散率分别

所做的２８人份的研究中，本利内、泰国Ｂ’亚型、欧美

为（９．３２７±０．２４５）％、（５．２１４±０．１８３）％、（６．２７８±

Ｂ’亚型的基因离散率分别为（５．７５±２．８９）％、

０．１９４）％和（５．３３２±０．１５８）％。

（５．８０±１．７６）％、（１８．０５±１．８４）％。２００７年的本型

讨

内、泰国Ｂ’亚型、欧美Ｂ’亚型的基因离散率分别为
论

目前国际上很少有国家进行过大规模多种人群

（７．３４±０．２７）％、（９．３２７±０．２４５）％、（２０．１２±２．３６）％。

同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０２年的研究相比，Ｂ’亚型离散率增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３月第３０卷第３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３

·２３４·

大。从本研究中ＨＩＶ－１基因离散率的结果看，１２３４
个Ｂ’亚型病毒株问的基因离散率为７．３４２％，这表明
ＨＩＶ－１

Ｂ’亚型在河南省内的流行已有一段时间ｂ１。

根据ＨＩＶ－１基因平均每年以ｏ．５％～１．ｏ％的速率变
异计算，可以认为ＨＩＶ－Ｉ Ｂ’亚型在河南省内的流行
时间大约在１０～１６年之间哺】，且已经产生比较大的
变异，与２００２年和１９９８年的研究相比，Ｂ’亚型组内
的离散率增大，提示Ｂ’亚型在河南省流行的时间较
长。近几年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多使河南省ＨＩＶ亚型
呈现ｍ多元化的特点，应该加大对各种流动人员的
ＨＩＶ检测及监测。

２００１。８（６）：１６１—１６３．
【２ｊ Ｂｏｏｔｈ ＣＬ，Ｇａｒｅｉａ－Ｄｉａｚ ＡＭ，Ｙｏｕｌｅ ＭＳ，ｅｔ ａ１．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ｒｅｔｒｏｖｉｒａｌ 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ｎｅｗｌｙ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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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浙江省舟山海岛人群肾结石流行现状及危险因素分析
何静兵谢辉孙文斌李舟跃刘玉海王国荣

张世宏唐安

肾结石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多发疾病，其病ｌ太ｌ较

验，发现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为性别（男性患病率明显高于

为复杂，涉及到遗传、环境、生活膳食习惯等多种闲素。舟山

女性）、年龄（２５。３４岁是高发年龄段，患病率达１３．２％）、

海岛地区人群有着特有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２００７年在该

ＢＭＩ（患病率与ＢＭＩ旱正相关，最高３０．８％，最低仅６．７％）；此

地区开展了肾结石的流行病学调查，现撤告如下。

外随文化程度的提高，患病率相应升高（大专文化程度以上

１．对象与方法：调查对象为年龄１５岁以上、在舟１１Ｉ地区

者达１２．８％）；不同职业的患病率也不同，渔船民、机关事业

居住５年以上（含５年）的居民；采取整群分层随机抽样方法，

单位人员肾结石患病率较高，学生、农民患病率较低；肾结石

调查５９３８人，其中５９１５人（男２２３９人、女３６７６人）进行Ｂ超

还与饮食习惯（喜好吃高蛋白的患病率高，其中好吃海鲜者

检查和有效问卷应答，应答率９９．６ｌ％。调杳方法为自制调

１３．８％，好吃肉蛋者１３．９％）、饮水量（３＞３０００ ｍｌ／ｄ者患病率

查问卷，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职业等）、饮

最低，为３．１％）有关；曾有尿路感染患病史者患病率高

食习惯、尿路感染病史等１３个项目，进行最化与编码，由经过

（１６．６％）；但发病与所在地区（城市、农村）无相关性。

统一培训的调查员直接向调查对象询问调查，同Ｒ寸收集研究

（２）多岗素分析：为了正确估计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将单

对象的Ｂ超检查结果。Ｂ超检查图像表现为：①肾内见强光

因素分析中Ｐ＜０．０５的变量用逐步后退法做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点或强光团同声，其后方伴有垂直声影；或②肾内见多个回

归分析，最终进入模型的因素有性别（ＯＲ＝Ｏ．５４３，９５％Ｃ／：

声光带、强回声和声影等，即诊断为肾结石。本研究以≥

０．４５４～０．６４９）、文化程度（Ｄ尺一１．２５３，９５％Ｃ／：１．１５１—

３

ｍｍ为结石诊断标准…。由调奄人员对调查表格和Ｂ超检

１．３６４）、饮食习惯（ＯＲ＝Ｏ．８８２，９５％ＣＩ：０．８２３～０．９４４）、ＢＭｌ分

查结果进行统一编码。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

级（ＯＲ＝１．２７４，９５％Ｃ／：１．１４２—１．４２１）、尿路感染病史（ＯＲ＝

单因素分析采用ｆ检验，多因素用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２．结果与分析：本次有效调查５９１５人，其中城区２３７１

２．１２６，９５％Ｃ／：１．６６３—２．７１８）。

人，渔农村３５４４人。Ｂ超检查结果表明，肾结石患者５７８例，

关。应重视海岛地区居民肾结石的防治，加强其危险因素的

患病率为９．８％。其中男性３００例，患病率１３．４％；女性２７８
例，患病率７．６％。

控制，尤其应该加强对男性、有尿路感染病史者、高文化程度

（１）单因素分析：对调查表中所有研究因素分别做）Ｃ２检

舟山海岛人群肾结石的患病率较高，可能与诸多因素有

者、肥胖者及渔船民等高危人群的健康教育，改变不良生活
习惯，从而降低其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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