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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广东省社区人群排便习惯现况调查
熊理守

彭穗

【摘要】

彭晓忠

胡品津

陈为

陈曼湖

目的探讨广东省社区人群排便习惯的状况，以及调查对象自己认为的排便习惯异常

与罗马Ⅱ定义中的排便习惯异常的一致性。方法采用整群、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广东省内对广
州市、惠州市及农村三地区的常住人口中１８—８０岁的居民进行面访式问卷调查，调查内容涉及被调查
者的人口学资料及排便习惯等。结果实际调查４１０３名；男性１８７８名，女性２２２５名；平均年龄
（４２．８１±１４．１３）岁。在回答排便频率的４０５６名（缺失４７名）中，每日排便１次者为２９７２名（７３Ｊ３％）。

排便次数在３次／ｄ至３次倜的为３９５１名（９７．４％）。２７０名（６．６％）自诉排便习惯异常者，排便频率
（ＯＲ＝２．０３，９５％Ｃ／：１．５４—２．６７）、大便性状（ＯＲ＝２．７５，９５％ＣＩ：２．３５—３．２２）及排便费力（ＯＲ＝３．５６，
９５％ＣＩ：２．４９～５．１１）与其自诉的排便习惯异常密切相关。在３９４９名（缺失１５４名）中，按定义界定排便
习惯异常者为６４４名（１６．３％）。被调查人群自己认为排便习惯异常与按定义界定排便习惯异常两者

的一致性较差（Ｋａｐｐａ＝０．３１２）。结论将人群中正常排便频率界定为３次／ｄ至３次倜是合适的，调查
人群中自己认为排便习惯异常的比例明显低于罗马Ⅱ标准实际检出的比例，两者的一致性较差。

【关键词】排便；习惯；现况调查
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ｂｏｗｅｌ

ｈａｂｉｔ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ＸｌＯＮＧ

Ｓｕｉ。ＰＥＮＧ Ｘｉａｏ－ｚｈｏｎｇ。ＣＨＥＮ Ｗｅｔ。ＨＵ Ｐｉｎ－ｊｉｎ。ｃＨＥＮ Ｍｉｎ－ｈＬｋ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ａ历ｌｉａｔ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ｕｎ Ｙａｔ．Ｓ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５１００８０，Ｃｈｉｎａ
Ｌ／．ｓｈｏｕ。ＰＥＮＧ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ＣＨＥ／ｖ肘ｉｎ．＾ｕ。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ｍｉｎｈｕ＠ｖｉｐ．１６３．ｅｏｍ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ｂｏｗｅｌ ｈａｂｉｔ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ｂｓｔｒａｅｔ】
ｏｂｊｅｅｔｉｖｅ
Ｒａｎｄｏｍ ｃｌｕｓｔｅｒｅｄ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ｈａｂｉｔａｎｔｓ ａｇｅｄ ｌ ８—８０ ｙｅａｒ Ｗ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ｓｕｂ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ｉｎｅｌｕｄｅｄ ｔｈｅ ｉｔｅｍｓ ０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ｂｅｉｎｇ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ｈａｂｉｔ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４１０３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ｍａｌｅ １８７８。ｆｅｍａｌｅ ２２２５）ｗｅ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Ｍｅａｎ ａｇ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ｒｓ ｗａｓ ４２．８１±１４．１３ ｙｅａｒ．Ａｍｏｎｇ ４０５６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ｂｏｗｅｌ

（ｍｉｓｓｉｎｇ＝４７），２９７２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７３．３％）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ｄａｉｌｙ ｄｅｆｅ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３９５１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９７．４％）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ｓｔｏｏｌ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３ ｔｉｍｅｓ ｐｅｒ ｗｅｅｋ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ｅ ｔｉｍｅｓ ｐｅｒ ｄａｙ．ＴｗＯ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ｎｔ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６．６％）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ｂｏｗｅｌ ｈａｂｉｔｓ ｂｙ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Ｔｈｅ ｓｔｏｏｌ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Ｒ＝２．０３，９５％Ｃ／：
ｏｆ ｓｔｏｏｌ（锨－－－－２．７５，９５％Ｃ／：２．３５—３．２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ＯＲ＝３．５６，９５％ＣＩ：
１）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ｅｌｆ－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ｈｏｗｅｌ
３９４９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ｍｉｓｓｉｎｇ＝１５４），６４４（１６．３％）Ｗｅｒｅ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ｈａｖｉｎｇ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ｂｏｗｅｌ ｈａｂｉｔ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１．５４－２．６７），ｆｏｒｍｓ

ｈａｂｉｔｓ．Ａｍｏｎｇ

２．４９—５．１

ＩＩ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ｐｏｏｒ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ｌｆ－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ｂｏｗｅｌ ｈａｂｉ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ｄｅｆｍｅｄ ｂｙ ＲｏｍｅⅡ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Ｋａｐｐａ－－－－－０．３１２）．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ｔ ｓｅｅｍｅｄ ｔｏ ｂ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ｓｔｏｏｌ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ｗａ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髂ｂｏｗｅ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３ ｔｉｍｅｓ ｐｅｒ ｗｅｅｋ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ｅ ｔｉｍｅｓ
Ｒｏｍ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ｌｆ－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ｂｏｗｅｌ ｈａｂｉｔｓ ｗａｓ ｌｏｗｅｒ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ｂｙ Ｒｏｍｅ １１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Ｗａｓ ｐｏｏｒ．

ｐｅｒ ｄａ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Ｄｅｆｅｃａｔｉｏｎ；Ｈａｂｉｔｓ；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ｓｕｒｖｅｙ

排便习惯异常如腹泻和便秘，无论在临床上还

中１８。７０岁的城乡居民调查显示，人们对异常排

是在社区人群中都是一个常见主诉和病症。然

便的理解存在差异ｈ１。本研究为了解广东省社区

而，患者自己认为和主诉的腹泻和便秘等排便习

人群排便习惯的状况，及调查对象自己认为的排

惯异常不一定准确，可能误导医生¨］。例如，有些

便习惯异常与罗马Ⅱ定义中的排便习惯异常是否

患者仅因排便次数增加但大便性状正常而自认为

存在一致性。

’，

是腹泻，并因此到医院就诊。对北京市常住人口
对象与方法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ｄ．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０．０６．０１５
作者单位：５１００８０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
通信作者：陈曼湖，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ｍｉｎｈｕ＠ｖｉｐ．１６３．ｅｏｍ

１．调查方法：采用整群、分层和随机抽样的方
法，分别对广州市、惠州市和农村地区中１８。８０岁

·６６３·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ｌＯ年６月第３ｌ卷第６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ｕｎｅ 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６

的常住城乡居民进行面访式问卷调查。外地人口、

实际年龄进入模型，排便频率在３次／ｄ至３厕周之

有精神疾患和严重视听功能障碍者不列为调查对

间、３籼以上、３次／周以下分别赋值为１、２、３；大便

象。样本量的大小是在考虑了Ｉ类误差、Ⅱ类误差

性状为成条软便、硬便、稀便、腹泻便秘交替发生分别

和允许误差的情况后，并参考国内外文献，设按罗马

赋值为１、２、３、４；排便费力程度为不费力、一般、费力

定义界定排便习惯异常者为２０％而进行估算，据公

分别赋值为１、２、３；以ＢＭＩ（ｋｇ／ｍ２）＜１８．５、１８．５～

式得２７３２人即达设计要求。考虑到广东省人口众

２２．９、２３．０～２４．９、２５．０～２９．９、＞３０．０分别赋值为ｌ、２、

多及多冈素分析的需要，将调查人数提高到４１０３

３、４、５。为比较按定义界定排便习惯异常与自己评价

人，每个地区基本按平均人数调查。在城市（广州和

是否存在一致性，则计算Ｋａｐｐａ指数进行检验。

惠州市）按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叶居民小区随机整

结

群抽样；在农村按县一镇一村－＋生产队抽样。调查

果

人员是消化内科医师和经过严格培训的医学研究

１．一般情况：调查人数为４１７８人，实际调查

生、高年级医学本科生。由当地政府协调，在居委会

４１０３人，应答率为９８．２％，其中男性１８７８人，女性

工作人员、小区保安及村干部带领下，逐门逐户进行

２２２５人，平均年龄（４２．８１±１４．１３）岁。

问卷调查。每个地区调查的时间控制在１个月以

２．排便频率：调查４０５６人（缺失４７人），排便频率

内。调查一律采用面访式，由调查人员详细记录，必

情况为：１谢ｄ

要时作出解释。

（１４．２％）、３次／ｄ以上２７人（０．７％）、每２。３ ｄ １次４０３

２．调查内容：涉及被调查者人口学资料及排便

２９７２人（７３．３％）、２．３ ０Ｕｄ ５７６人

人（９．９％）、每４～５

ｄ

１次５５人（１．４％）、每周１次１８人

习惯等内容。排便习惯：总体上，您认为您的排便习

（Ｏ．４％）及每周＜１次５人（０．１％）。３９５１人（９７．４％）排

惯是正常的且对您的生活没有影响（是、不是）；一般
情况下您排便次数（１次／ｄ、２，３次／ｄ、３。次／ｄ、每

便次数在３谢ｄ至３次侗之间，２７人（０．７％）为３次／ｄ以
上，７８人（２．Ｏ％）为＜３匆周。性别间排便频率差异无

１次、每４。５ ｄ １次、每周１次及每周＜１次）；

统计学意义（ｆ＝２．０６２，Ｐ＝０．３５７）；各年龄段问排便频

２～３ ｄ

大便的性状主要是（干硬球状、成条软便、半干半稀

便、稀糊状、几天硬便紧接着几天稀便）；平时的排便
时间是什么时候；每次排便时间（＜５、５～１０、１０～
１５、１５—２５

ｍｉｎ及＞２５ ｒａｉｎ）；每次排便用力程度（不

费力、一般、费力及非常费力）等。
３．诊断标准：综合排便频率和大便性状二项指

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ｆ＝１３．４１７，Ｐ＝０．０９８）。
３．大便性状：在３９５９人（缺失１４４人）中，排成形
软便３３４９人（８４．６％）、干硬球状者３３８人（８．５％）、稀
便２３２人（５．９％）及硬便与稀便交替４０人（１．Ｏ％）。
排便性状与性别无关（ｆ＝２．３６５，Ｐ＝０．５００），但与年
龄有关（ｆ－－２７．１４６，Ｐ＝０．００７）。

标，将排便习惯正常定义为：排便频率为３次／ｄ至３

４．排便习惯：在４０１６人（缺失８７人）中，２１２６人

次／周之间，且一般情况下为成形软便乜。］。肠易激综

（５２．９％）为早上排便；排便时间不固定者９４８人

合征（ＩＢＳ）的罗马Ⅱ诊断标准：过去１２个月至少累

（２３．６％）。在３６９１人（缺失１４２例）中，２５６人（６．５％）

计有１２周（不必是连续的）腹痛或腹部不适，并伴有

自诉排便费力。认为排便习惯正常者３８３３人

如下３项症状的２项：①腹痛或腹部不适在排便后缓

（９３．４％），而排便习惯异常者２７０人（６．６％）。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解；②腹痛或腹部不适发生伴有排便次数的改变；③

回归多因素分析发现，排便频率（ＯＲ－－２．０３，９５％ＣＩ：

腹痛或腹部不适发生伴有粪便性状的改变＇］。慢性

１．５４～２．６７）、大便性状（ＯＲ＝２．７５，９５％ＣＩ：２．３５—

便秘定义：在过去的１２个月中至少１２周连续或间断

３．２２）及排便费力（ＯＲ＝３．５６，９５％ＣＩ：２．４９～５．１１）与

出现以下２个或２个以上症状：①排干硬球状便；②

其自诉的排便习惯异常密切相关（表１）。

每周排便少于３次；③排便费力ｂ］。
４．统计学分析：调查资料均输入计算机建立数
据库，资料不全者以缺失值处理，在分析该调查项目
时予以剔除。用ＳＰＳＳ １２．０软件进行）ｃ ２检验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并做显著性测定和计算９５％口，
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多因素分
析中，因变量排便习惯正常、异常分别赋值为０、ｌ；自
变量中性别男性、女性分别赋值为１、２；年龄赋值以

表１影响广东省社区人群自诉排便习惯异常的
多因素分析

主堡煎堡瘟堂盘查！！！！生！旦箜ｉ！鲞笙！塑堡垒垫！坠ｉｉ！坐型！！！些！！！！！№！：！！！盥！：１

·６６４·

５．按罗马Ⅱ标准界定排便习惯是否正常：综合

群排便习惯的实际情况。

排便频率和大便性状二项指标，在３９４９人（缺失

本研究发现，在调查的４０５６人中，７３．３％为每日

１５４）中，３３０５人（８３．７％）排便习惯正常，６４４人
（１６．３％）排便习惯异常。在６４４人排便习惯异常的

排便１次，９７．４％排便在３次／ｄ至３次倜之间，０．７％
为３次／ｄ以上，２．０％为＜３次倜。性别间排便频率

人群中，９７人（１５．１％）符合罗马Ⅱ定义的ＩＢＳ，４２人

无显著差异，各年龄段间排便频率亦无显著差异。

（６．５％）为慢性便秘（表２）。

Ｚｕｃｋｅｒｍａｎ等Ｈ’对１０００人调查发现，９２．９％排便次数

表２广东省社区人群按定义界定排便习惯
异常人群的性别、年龄分布（ｎ＝３９４９）

人数罴人数罴人数焉
男性

年龄组
（岁）
１８～

女性

合计

在３次／ｄ至３次倜之间，且男性排便次数多于女性
（８．９鼬周＂ＵＳ．７．４幻周，Ｐ＜Ｏ．００５）。而Ｓａｎｄｉｅｒ和
Ｄｒｏｓｓｍａｎ…调查发现，在１１２８人中，４．０％排便频率
在３次／ｄ以上，高于本次调查结果；而１．０％的人＜３
次／周，与本次结果相似。本研究结果也与新加坡的

３３９

４ｌ

１２．１

３９９

６９

１７．３

７３８

１１０

１４．９

３０—４３８

５５

１２．６

５９９

８６

１４．４

１０３７

１４ｌ

１３．６

４０。４１９

６７

１６．０

５０４

８４

１６．７

９２３

１５ｌ

１６．４

５０—

２９９

５２

１７．４

３７３

６４

１７．２

６７２

１１６

１７．３

６０—

３０８

６９

２２．４

２７１

５７

２１．０

５７９

１２６

２１．８

至３次／周之间【５】。Ｅｖｅｒｈａｒｔ等哺１对１４ ４０７人进行调

２８４

１５．８

２１４６

３６０

１６．８

３９４９

６４４

１６．３

查，亦发现７３．３％的人为每日排便１次，且排便频率

合计

１８０３

注：按定义界定的排便习惯异常在男女性别问差异尤统计学意
义（ｊｃ ２＝Ｏ．７５３，Ｐ＝０．３８６）；各年龄组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ｃ２＝
１９．７１６．Ｐ＝０．００１）

一项研究结果类似，他们发现（５９．０±６．５）％的人每
日排便１次，而（９６．８±５．６）％的人排便次数在３ ７欠／ｄ

与年龄无关，但与性别和种族有关，年轻妇女和黑人
排便次数相对较少。一般认为，排便频率往往随年

综合分析显示，被调查人群自己认为排便习惯异

龄增加而有所减少，但本研究和其他研究发现¨】，各

常者为６．６％，而按罗马Ⅱ标准界定排便习惯异常者为

年龄段间排便频率并无显著差异，这可能与老年人

１６．３％，两者的一致性差（Ｋａｐｐａ＝０．３１２）。见表３。

习惯使用导泻剂有关ｎ］。

表３按罗马Ⅱ标准与自己评价排便异常的一致性检验

本研究显示，广东省社区人群中自己认为排便习
惯正常者占９３．４％，而自诉排便习惯异常者占６．６％；
经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多因素分析后发现，排便频率、大便

性状及排便费力与其自诉的排便习惯异常密切相关，
这基本上支持罗马Ⅱ标准界定的排便习惯异常。然

注：缺失１５４名

讨

论

而，按罗马定义界定排便习惯是否正常时，综合排便
频率和大便性状二项指标，排便习惯正常者占８３．７％，

有关社区人群及健康人群排便习惯的报道较

排便习惯异常者占１６．３％，且排便习惯异常与性别无

少，也未引起足够重视。在临床工作和相关流行病

关，但随年龄增加排便习惯异常有增加的趋势。在

学调查研究中，人们习惯询问患者或被调查者“您是

６４４名排便习惯异常的人群中，最常见的是ＩＢＳ和慢

否有腹泻和便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往往是患者

性便秘，分别占１５．１％和６．５％。而对北京市常住人口

自己认为的腹泻和便秘，不一定是疾病意义上的腹

中１８～７０岁的城乡居民调查同样综合排便频率和大

泻和便秘等排便异常。而且，部分临床医生和患者

便性状二项指标乜１，排便习惯正常者占９３．０８％。进一

只把排便频率作为定义腹泻和便秘的依据，如认为

步分析发现，被调查人群自己认为排便习惯异常与按

每日排便３次以上认为是腹泻，每周排便３次以下为

罗马Ⅱ标准界定排便习惯异常者两者的一致性较差

便秘。基于上述原因，在广东省社区人群中开展相

（Ｋａｐｐａ＝０．３１２）。这说明，在临床工作中和进行流行

关研究，旨在了解社区人群排便习惯的状况，及调查

病学调查时，不应简单依靠患者或被调查者自己主诉

对象自己认为的排便习惯异常与定义中的排便习惯

的排便异常，应该具体评估和分析排便异常的各项指

异常是否存在一致性。

标，如排便频率和大便性状等来判断。

本研究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调查方法，

综上所述，广东省社区人群排便习惯与国外大

其应答率较高，且为面访式调查，样本的年龄构成与

部分报道情况相似。我们认为将社区人群中正常排

第５次人口普查的广东省总人口资料相似，女性略

便频率界定为３次／ｄ至３次倜之间是合适的。另

多于男性。这与女性倾向于接受调查和部分男性出

外，尽管广东省社区中被调查人群自己认为的排便

外做工有关。本调查基本可以反映出广东省社区人

习惯基本上支持罗马Ⅱ标准界定的排便习惯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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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一起甲型Ｈ１Ｎ１流感暴发调查
李增德张伟龙杨君许凌峰亓立安浮飞翔侯文俊李震宇
【关键词１甲型Ｈ１ＮＩ流感；暴发；流行病学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ｓｗｉｎｅ－ｏｒｉｇｉ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ｏｎ

Ａ（ＨＩＮＩ）ｉｎ

ｄｅ，ＺＨＡＮＧ Ｗｅｉ—ｌｏｎｇ，ＹＡＮＧ

ａｎ
ａ

厅就餐，而学生六队和十队在同一餐厅就餐。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 ２，ｅ，增－

Ｊｕｎ，ＸＵ厶昭乒昭，ＱＩ

Ｌｉ－ａｎ，

ＦＵ Ｆｅｉ－ｘｉａｎｇ，ＨＯＵ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Ｗｅｎ－ｊｕｎ，ＬＩ Ｚｈｅｎ－ｙｕ．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ｒｅｖｅｍ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ｍｅｄ Ｐｏｌｉｃｅ Ｆｏｒｃｅｓ，Ｂｅ彬ｎｇ

（２）临床特点：４５例病例中，８８．８９％病例出现发热症
状（／＞３７．５℃）。部分病例还伴有咽痛（７３．３３％）、咳嗽
（４４．４４％）、头痛（２８．８９％）、乏力（２０．ｏｏ％）、咳痰（１３．３３％）、畏
寒（１１．１ｌ％）、流涕（１１．１１％）、肌肉酸痛（８．８９％）、扁桃体Ⅱ度

１０２６１３。Ｃｈｉｎａ

肿大（４．４４％）等症状；均未出现腹痛、腹泻、呕吐等消化道症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ＬＩＺｅｎｇ－ｄｅ，Ｅｍａｉｌ：ｗｊｚｂｃｄｃ＠ｙａｈｏｏ．ｃｏｉｎ．ｃｎ

状；同时无重症病例报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Ａ（ＨＩＮｌ）；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对北京某院校指征病例引起甲型Ｈ１ＮＩ流感疫情的流行
病学特点进行调查。

（３）实验室检测：咽拭子标本复核检测结果为甲型ＨＩＮｌ

流感确诊病例２１例，其中学生七队１８例（占确诊例数的
８５．７１％），学生六队、门诊部、保障分队各ｌ例。

１．对象与方法：选择与本起传播链相关且具有流感样症

（４）疫情处置：一是划分隔离区，隔离救治病例；确诊病

状的病例为调查病例。病例诊断按照“甲型Ｈ１ＮＩ流感诊疗

例送专科医院；发热病例分类管理，集中医治；密切接触者进

方案”（２００９）…。采用回顾性调查和现场调查方法。设计统

行医学观察。二是全校停课，进行防疫消毒；对隔离区域及

一调查表，由专业人员进行面对面的问卷调查。按要求采集

时进行消毒和终末消毒，对外围环境进行预防性消毒。三是

对象咽拭子标本（双份／人）；应用实时荧光ＲＴ－ＰＣＲ检测，并

加强人员管理，严格落实体温检测制度，关口前移。四是开

由国家网络实验室复核。
２．结果：指征病例ｌ，男性，２２岁，学生。８月２６日从乌鲁

展宣传教育，发放防病手册，提高全体人员的防病意识和能
力。五是密切注意疫情动态，加强疫情报告制度。

木齐市乘火车返校，２９日晚到达学校，３１日出现发热症状，

３．讨论：从病例人群分布特征来看，学生为此次疫情的高

校门诊部经对症治疗后好转，继续上课，９月２日患者出现高

危人群。发病人群中，８２．２２％的患者有直接或间接接触史，表

热，体温达到３９．３℃，同时伴咽痛、咳嗽等症状。同车返校６
人中有２人、同一宿舍８人中有３人相继发病，此后，所在班
级及校门诊部医务人员也陆续出现发热症状。该校流感疫

苗接种率低，所有发病学生１年内均未接种过流感疫苗。

明接触患者是感染发病的主要原因。从病例暴露关系上看，
此次疫情为输人性，由指征病例棵患甲型ＨＩＮＩ流感后引起的
聚集性暴发。本起疫情暴发流行时间从２００９年８月３１日至９
月１２日，学校停课封闭９月５—１７日。从疫情处置结果来看，

（１）流行病学特征：感染发病的４５例中，男性４２例

防控措施有效。随后病例数下降明显，特别是甲型Ｈ１Ｎ１流感

（９３．３３％），女性３例（６．６７％）。发病人群年龄１８—２８岁（４２例，

确诊病例，在采取控制措施后未有阳性结果检出。另外，调查

占９３．３３％），其中学生３６例（８０．００％），医生３例（６．６７％），儿童

发现甲型Ｈ１ＮＩ流感确诊和未确诊病例在临床症状上差异无

１例（２．２２％），保障人员５例（１１．１１％）。病例均发生在指征病例

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治疗时使用达菲、中成药同样有效。

发病后的２～１０ｄ内。９月４日病例数达到高峰（１２例）。指征

此次病原学检测共确诊２１例甲型Ｈ１Ｎ１确诊病例，而其余流

病例所在学生七队是校内人员发病最严重的单位，先后有２１

感样病例的分型结果需进一步实验室检测和确认。

名学生发生感染（罹患率为４６．６７％）。而后依次是学生八队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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