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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云南省文山州麻风高流行区新登记患者
变化分析
沈建平杨荣德王娟周敏
【摘要１ 目的分析比较云南省文山州麻风流行动态及探讨流行原因。方法依据当地上
报１９８９、１９９９和２００９年上半年３个时点麻风流行数据资料进行分析。结果１９８９、１９９９和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各阶段新登记病例数无明显变化，平均发现年龄３３—３５岁。疾病平均延迟期从１９８９年
的３５．２个月缩短到２００９年的１５．９个月，但在１２个月以上者仍约占５０％。２级畸残患者占１５．２％～
１７．７％。麻风儿童患者比例从１９８９年的８ １％上升到２００９年的１３ １％。“门诊发现”仍然是主要的
发现方式，１９９９和２００９年主动发现的病例数分别占４４ ３％和４２．６％，均高于１９８９年的１７ ７％。结

论云南省文山州麻风流行没有明显好转，持续高流行的原因仍然是传染源未得到有效控制。
【关键词】麻风；流行病学；病例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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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文山州是我国重点麻风高流行区。截止

程度并没有像全国大部分地区那样出现明显好转，

２００７年全州共发现累计患者１０ ６７６例，２００７年发现

疫情仍十分严重，２００９年上半年又新登记６１例麻风

率为２．４９／１０万，患病率为１ ０／万。近年每年仍然发

患者。为分析麻风持续高流行原因，本研究收集文

现１００多例患者，目前有现症患者３３５例。自２０世

山州１９８９、１９９９和２００９年上半年的麻风疫情资料，

纪５０年代初文山州即有规模地开展麻风防治工作，

分析结果报告如下。

采取的防治策略相同于国内其他省市；１９８６年全州
普及ＷＨＯ推荐的联合化疗。但是通过近２０多年的
积极防治和联合化疗策略，发现文山州的麻风流行

对象与方法
１调查对象：选取１９８９、１９９９和２００９年上半年
全州各县新登记的麻风患者（均经过专业人员通过

ＤＯｔ：１０ 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 ０２５４—６４５０ ２０１１．０６ ００７

作者单位：２１００４２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沈建平、周

临床、细菌学和病理检查确诊）。收集新登记患者的

敏）；云南省文山州皮肤病防治研究所（杨荣德、王娟）

各种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出生时间、发病和发现时

通信作者：沈建平，Ｅｍａｉｈ ｓｈｅｊｐ＠ｎｃｓｔｄｌｃ ｏｒｇ

间、细菌学检测、畸残、病理及发现方式等。由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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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州每年夏季为雨季，影响病例发现．因此上半年的

２．发现病例方式：１９８９、１９９９和２００９年上半年

发现病例数往往略高于下半年。尽管半年和全年时

３个阶段，“门诊发现”仍然是主要的发现方式，分别

间段内的病例数在样本量上有差别，但两个时间段

占３３．９％、２６．６％和２７．９％，但从１９９９和２００９年上半

的病例数在说明现象实质方面并无大的差别，上半

年依靠主动发现方式发现的病例数有增加，分别占

年新发现病例情况可以说明当地发现病例的趋势和

４４．３％和４２．６％，高于１９８９年的１７．７％。各县发现病

特点。

例数变化方面，砚山县仍然占第一位，该县发现病人

２．相关定义：①“疾病延迟期”指患者发病后至

数占全州的２５．３％～３４．４％。广南县发现病例数有

确诊的间隔时间，是衡量早期发现病例的指标。②

明显减少，从１９８９年的２４．４％减少到２００９年８．２％。

“门诊发现”指患者自行到门诊来检查确诊。③“自

而丘北县发现病例数有明显上升，从１９８９年的９．７％

报”指患者主动向当地医务人员报告可能患有麻风

上升到２００９年的１６．４％，同样马关县的病例发现数

病。④“线索调查”指村卫生室医生报告的可疑麻风

也有增加，从１９８９年的１１．３％上升到２００９年的

患者。⑤“他报”指麻风患者的邻居／朋友或其他人

１９．７％，其他县变化不大（表２）。

向当地卫生机构报告的麻风病。⑥“接触者检查”指

表２

当地医务人员检查的患者家属（高危人群）。⑦“疫

发现病例方式及其地区分布

点调查”指县级麻风防治人员到出现新病例的村庄

项目

对所有村民进行检查。⑧细菌指数（ＢＩ）是衡量麻风

发现方式

患者皮损内细菌负荷的指标，即检查的４～６个皮损

１９９９年１—６月

２００９年１—６月

门诊发现２１（３３ ９）门诊发现２１（２６６）门诊发现１７（２７ ９）
自报１５（１９ ０）接触者检查１６（２６２）

自报２１（３３ ９）

线索调查１２（１５ ２）线索调查６（９ ８）

他报９（１４ ５）

３．统计学分析：所有调查资料均由各县专业机构

接触者检查２（３ ２）疫点调查９（１１ ４）自报５（８ ２）

上报，保存在文山州皮肤病防治研究所资料室。将各

结

１９８９年１—６月

线索调查９（１４ ５）接触者检查州１７∞他报１３（２１ ３）

部位内细菌密度之和除以所查皮损部位总数的商。

种信息输人计算机，应用ＳＰＳＳ １０．０软件分析结果。

１９８９－２００９年云南省文山州３个阶段

疫点调查０

他报８（１０ １）

疫点调查４（６ ６）

病馒地区分布砚山１７（２７ ４）

砚山２０（２５ ３）

砚山２１（３４ ４１

广南１５（２４ ２）

广南１５（１９．０）

马关１２（１９ ７）

文山１１（１７ ７）

文山１５（１９ ｏ）

丘北ｌＯ（１６ ４）

马关７（１１ ３）

丘北１１（１３ ９）

文山９（１４ ８）

丘北６（９ ７）

马关１０（１２ ７）

广南５（ｓ ２）

西畴６（９ ７）

西畴４（５ １）

西畴４（６ ５１

富宁０

富宁２（２ ５）

富宁０

麻栗坡０

麻栗坡２（２ ５）

麻栗坡０

果

１．发病概况：１９８９、１９９９和２００９年上半年分别
发现６２、７９和６１例患者。各阶段新登记病例数无明
显变化。男性患者多于女性。平均发现年龄无明显
变化，为３３。３５岁。疾病延迟期缩短，从１９８９年的
３５．２个月缩短到２００９年的１５．９个月，但延迟期在１２

合计

个月以上者仍约占５０％。细菌阳性人数逐渐减少，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但是２００９年细菌指数在４．０以上者仍有１０例，占病

６２（１００ ｏ）

７９（１００ ０）

讨

例总数的１６４％。２级畸残患者比例（１５．２％一
１７．７％）无明显减少。麻风儿童患者比例略有增加，

６１（１００ ０）

论

疾病诊断平均延迟期是衡量一个地区发现病例

从１９８９年的８．１％上升到２００９年的１３．１％（表１）。

工作质量的指标。１９８４—１９９８年全国２７ ９２８例新

１９８９－－２００９年云南省文山州３个阶段新登记
麻风患者临床情况比较

发现麻风患者的疾病延迟期平均为２２．０个月“３。

表１
项目

１９８９年１—６月１９９９年１～６月２００９年１—６月

２００２年湖南省麻风高流行区新发现患者的平均延
迟期为３３．８个月”ｏ。本研究中１９８９、１９９９和２００９年
新登记患者平均延迟期分别只有２１．８、１６．９和１５．９
个月，呈现缩短趋势。１９９０—１９９８年全国新登记的
１９

４５３例麻风患者中，２级畸率占２４％ｏｊ。而文山州

１９８９、１９９９和２００９年３个阶段新登记患者中２级畸
残率分别为１７．７％、１５ ２％和１６．４％，低于全国水平。
提示文山州的病例发现工作质量相对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防治工作质量还较为恒定，但与实现控制麻风
流行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１年６ｆｌ第３２卷第６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ｕｎｅ ２０１１，Ｖｏｌ ３２，Ｎｏ ６

·５６７

文山州近２０年麻风流行情况无明显好转，可从

例数从１９８９年占全州的２４．２％减少到２００９年的

几方面证实。首先从新病例平均确诊年龄指标观

８．２％，而丘北县发现的病例数从１９８９年占全州的

察。在麻风流行逐步得到控制后，新病例平均确诊

９．７％上升到２００９年的１６．４％，马关县也从１９８９年的

年龄会有增加。在持久稳定积极开展防治工作的地

１ｌ

区，新病例平均确诊年龄增加更是一个较敏感的流

工作力度不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目前情况下

行病学指标，有助于判断当地流行趋势。１９９０—

有必要采取新的策略和手段进行干预。２００８年

１９９８年我国新发现病例的平均确诊年龄为（３７．２±

Ｍｏｅｔ等”泼现对高危人群采用口服利福平预防策略

１５．５）岁，其中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年麻风流行程度明显减轻

对减少麻风发病十分有效。由于麻风早期症状和体

的沿海地区新病例确诊年龄达到４５ １岁０１。在

征隐匿，及时发现难度大，导致即使有一个良好的防

１９３２～１９８１年美国的１３０９例诊断为麻风本土患者

治规划，每年仍有近５０％的患者未能被及时发现，作

中，延迟期不断缩短，每经过１０年患者的确诊年龄

为传染源在人群中传播。在麻风高流行区实施预防

增加２．７岁，在１９８１年新病例平均年龄为５１．７岁，且

服药可以降低人群中麻风感染水平，阻断或部分阻

还在不断增加“１。本研究中文山州新病例平均确诊

断感染传播链，减少每年新发感染病例数。

年龄１９８９、１９９９和２００９年分别为３５ ２、３３．３和３３

８

３％上升到２００９年１９．７％。证明当地的发现病例

（感谢云南省文山州各县麻风专、业帆构提供相关数据）

岁，几无差别，提示麻风流行趋势尚无明显好转。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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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各县发现病例数量却有变化，其中广南县发现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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