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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监钡ＩＪ·
三峡库区监测点人群健康状况
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常昭瑞

张静李培龙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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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维中

目的了解三峡水库二期蓄水４年后库区人群健康状况及潜在影响冈素。方法通过

“三峡库区人群健康监测系统”收集ｉ峡库区人群死亡资料、传染病和地方病流行情况以及媒介生物
监测资料等信息，对所收集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循环系统、肿瘤、呼吸系统、损伤中毒和消化系
统疾病是引起三峡库区人群死亡的主要病因，五种死冈占总死亡例数的９０．９４％。与水库蓄水有关的

介水传染病（甲璎肝炎、痢疾和伤寒等）及与虫媒变化有关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均处于较低发病水平。
２００７年室内、户外鼠密度（３．１１％和３．１６％）均高于２００６年，低于二期蓄水前５年的平均值。黑线姬鼠
作为肾综合征｝｝ｉ血热病毒和钩端螺旋体的宿主动物，其构成比自２００６年（８．１６％）起持续增加。畜圈
和人房蚊密度高于２００６年，但低于二期蓄水前５年的平均值。结论三峡库区蓄水后生态环境的改
变尚未对人群健康产生明显影响，应加强媒介生物的监测。

【关键词】三峡库区；人群健康；监测点；影响｜大ｌ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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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品示，兴建大型水利工程使人类赖以

群的健康，引发相关公共卫生问题¨。ｊ。我国三峡

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改变，会影响到人

大型水利工程二期蓄水已于２００３年６月１日开闸，
至２００８年底，三峡库区最后一次蓄水，水位达到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３．０１５

基金项目：国务院。三峡Ｔ程建设委员会资助项目（ＳＸ２００１—０１３）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５０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常昭瑞、张静、李培

龙、’征诚信、王子军、杨维中）；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毛德强）；宜

１７５

１ＴＩ。在三峡水库成库过程中，水位、流速、气候的

变化，外出务工人员及移民的增加等均可能对人群
健康产生影响。为动态掌握库区人群健康状况及影

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贺圃圆）；重庆市万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响因素，进一步评价三峡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对库

（颜朝阳）；重庆市丰都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江斌）

区人群健康的影响，对２００７年三峡库区人群健康监

通信作者：张静，Ｅｍａｉｌ：ｊｋｃｃｄｅ＠ｖｉｐ．ｓｉｎａ．ｃｏｍ

测数据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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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丙类传染病在８—９月和１１月呈现２个小高峰
材料与方法

（图１）。各监测点乙类传染病发病率以丰都县最高

１．资料来源：按照“乏峡库区人群健康监测方

（８２４．４８／１０万）。宜昌市最低（３３８．１２／１０万）；丙类传

案”在湖北省宜昌市、重庆市区以及重庆市万州区

染病发病率以丰都县最高（５１１．２０／１０万），万州区最

和丰都县４个库区设立人群健康监测点，各监测点

低（１１４．９０／１０万）。乙类传染病以０～１岁组发病率

按照方案及项目合同要求从１９９６年始开展监测工

较高，其他年龄组无明显变化；丙类传染病有２个高

作，连续系统收集包括出生死亡资料、传染病监测

发年龄组，为０．１岁组和１０～１５岁组，其中０一ｌ岁

资料、地方病监测资料、生物媒介监测资料等信息，

组其他感染性腹泻病例较多，ｌＯ～１５岁组急性出血

并及时上报至ｊ峡库区人群健康监测信息管理系

性结膜炎病例较多。乙类传染病中农民、学生和家

统。本研究对２００７年监测资料进行分析，并与

务待业病例数居前三位，丙类传染病以散居儿童、学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资料进行比较。疾病分类采用

生和幼托儿童病例数居前ｉ位。

ＩＣＤ一１０疾病分类标准。

３５０

２．统计学分析：监测资料数据使用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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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死因分析：２００７年三峡库区共死亡３６７３例，

１００

死因顺位居前五位的疾病为循环系统、肿瘤、呼吸系

５０
０

统、损伤中毒和消化系统疾病；这五种死因引起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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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份

亡例数占总死亡例数的９０．９４％；男女性的前五位死
因顺位均与总体一致，各死冈引起的死亡率男性均

２

图ｌ

２００７年监测点法定乙、丙类传染病各月发病例数

高于女性。不同监测点人群的死因顺位有所不同，

３．地方病监测：

重庆市、丰都县死冈顺位与总体顺位一致，而万州区

（１）甲状腺肿大率及碘盐食用率：在万州、丰都、

以肿瘤居首位，循环系统和呼吸系统疾病分别居第

重庆、宜昌地区采用触诊法在８～１２岁儿童中开展碘

二、三位；宜昌市以循环系统疾病居首位、损伤中毒

缺乏病抽样调查，甲状腺肿大率为９．９９％（９５％Ｃｈ

居第二位、肿瘤居第三位。从构成来看，ｆｊ｛ｆ五位死因

８．１～１１．９），各监测点甲状腺肿大率依次为１５．００％、

构成总体变化不大，循环系统疾病、恶性肿瘤和损伤

１０．００％、８．８１％和１．８７％。监测点碘盐覆盖率为

中毒的构成比２００６年略有增加，呼吸系统和消化系

９８．１ｌ％（９５％ＣＩ：９７．４６—９８．７６），碘盐合格率为

统疾病有所下降。

９５．１２％（９５％Ｃ１：９４．０９～９６．１５），合格碘盐食用率为

２．传染病监测：
（１）总体发病情况：２００７年各监测点共报告传染
病４２８０例，总发病率６９３．４４／１０万，死亡７例，总死亡
率１．１３／１０万。报告病种以乙类传染病为主（１４／１９），

９３．３２％（９５％ｃ，：９２．１２～９４．５１）。

（２）地方性氟中毒：在奉节县开展了地氟病监
测，阳性率达５０．５３％（９５％ＣＩ：４４．７１～５６．３５）。
４．生物媒介监测：

发病率为４６３．５３／１０万；丙类传染病发病率为

（１）鼠种及鼠密度监测：２００７年监测点室内、户

２２９．９０／１０万，无甲类传染病报告。发病居前五位的

外鼠密度分别为３．１１％和３．１６％，秋季室内、户外鼠

乙类传染病病种及位次：肺结核跃居第一位（１ ８５．８４／

密度高于春季；春季户外鼠密度（２．５４％）低于室内

１０万），其他依次为病毒性肝炎（１７５．９５／１０万）、麻疹

（２．７３％）；秋季户外鼠密度（３．８６％）高于室内

（３０．７８／１０万）、痢疾（２９．６５／１０万）、淋病（２１．７１／１０万）。

（３．６３％）。室内、户外鼠密度均以受蓄水影响较大

从疾病构成看，呼吸道疾病与血液及性传播疾病构

的丰都点最高、影响最小的重庆点最低。户外鼠种

成有所上升，消化道疾病构成下降，与蓄水有关的虫

仍以食虫目小兽（主要为短尾趵）为优势鼠种，占

媒及自然疫源性疾病构成变化不明显。

４８．４７％，其次为黑线姬鼠（１８．４０％）；宜昌监测点以

（２）疾病三间分布：所有监测点各月均有传染病

黑线姬鼠最多。室内鼠种以褐家鼠为优势鼠种，其

发生，乙类传染病除１２月报告发病数较低（肺结核

次为小家鼠，但丰都监测点以黄胸鼠、褐家鼠为主

报告病例较少所致）外，其余各月报告病例数波动不

（表１）。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３月第３０卷第３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３

·２６３·

（２）鼠类携带病原体检测：各监测点收集鼠肺标

人房和畜圈成蚊密度按旬变化趋势基本是由库区前

本２９０份，进行肾综合征出血热病毒检测，阳性榆出

部到后部出现高峰（表２、３）。人房与畜圈均以骚扰

率为３．７９％，重庆、丰都、万州监测点检出率分别为

阿蚊居多（表４），分别占总捕蚊数的７７．４９％和

２．７０％、２．８２％、７．０４％。收集鼠肾标本３５３份进行钩

７５．２６％，人房致倦库蚊次之，占８．７６％；畜圈中华按

端螺旋体感染情况检测，宜昌监测点检出ｌ份阳性，

蚊次之，占８．２８％。

阳性率为０．２８％。

讨

（３）蚊虫密度及蚊种监测：２００７年监测点成蚊密

论

度畜圈高于人房，畜圈、人房的成蚊密度按每人工每

循环系统、肿瘤、呼吸系统、损伤中毒和消化系

小时计算（下同），分别为１３７．３８只／问和４５．８２只／

统疾病是构成三峡库区人群死亡的主要病因。２００７

间。人房、畜圈蚊密度均以万州监测点最高，人房监

年与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前五位死因顺位基本一致（２００５

测以重庆点次之，畜圈监测以丰都点次之。５—９月

年第五位死因由消化系统疾病变为诊断不明疾病），

表１

２００７年４月、９月事内及户外鼠形动物监测结果

·２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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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率发生变化；呼吸系统疾病引起的死亡率较

于二期蓄水前５年平均值（１９８．５７只／间和６３．９７只／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有所下降，循环系统疾病引起的死亡

间），除重庆外，其余各监测点２００７年人房、畜圈蚊

率低于２００５年，高于２００４和２００６年；消化系统疾病

密度较２００６年都有不同程度上升，以万州监测点上

引起的死亡率高于２００６年，低于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其

升幅度最大。蚊种构成与２００６年比较，人房、畜圈

余两种死因引起的死亡率均以２００７年最高。２００７

中骚扰阿蚊比例上升，其他蚊种所占比例均有所下

年加强了对死亡监测的培训，使对死冈的判断更加

降。三峡库区中部以骚扰阿蚊为主，库区前部和后

准确，监测数据可靠。

部以致倦库蚊、淡色库蚊、中华按蚊相对较多；作为

２００７年乙、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率与２００６年相

疟疾、流行性乙型脑炎等传播媒介的中华按蚊有一

比分别上升２．８０％和２３．４５％；报告死亡病例数增加

定的数量分布，在库区后部重庆段的比例有所下降，

３例。乙类传染病宜昌和重庆监测点发病率分别上

但在库区中部丰都段上升明显，其数量动态变化的

升３４．１６％和１３．５２％，万州和丰都监测点分别下降

公共卫生意义不容忽视。

８．４０％和２．６６％。丙类传染病各监测点发病率较

截至目前，三峡大型水利工程兴建对库区人群

２００６年均上升，宜昌、重庆、万州、丰都监测点分别上

健康尚未造成影响，这与我国在建设三峡水库同时

升１５５．３６％、３８．９４％、１７．７４％和２．５ｌ％。与水库蓄水

启动疾病监测工作，并在蓄水前进行库底清理等措

有关的介水传染病（甲型肝炎、痢疾和伤寒）以及虫

施有关。由于库水蒸发量大，气候湿润，并会产生较

媒和自然疫源性疾病处于较低发病水平。

大面积“消落带”，是媒介生物等孳生场所，仍需继续

碘缺乏病抽样调查结果表明：三峡库区仍属于
轻度流行区。虽然碘盐覆盖率、碘盐合格率、合格碘

加强综合监测下作，关注疾病发病趋势变化，及时发
布疾病流行和影响冈素的预警信息。

盐食用率与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相比均有所上升，甲状腺
肿大率较２００４年（１１．７５％）和２００５年（１２．１６％）同期
调查结果相比有所下降，但较２００６年同期涮查结果
（９．８０％）略有上升；提示应进一步加强碘缺乏病监
测以及监督管理工作，减少库区人群碘缺乏病的发
生与流行。在重庆市奉节县开展的地氟病监测与
２００４年调查结果５０．５５％（１８４／３６４）相近。
三峡工程蓄水４年后，鼠形动物及蚊虫密度普
遍偏低。２００７年室内和户外鼠密度均高于２００６年
（２．１７％和１．９１％），低于二期蓄水前５年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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