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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Ｉ肺炎链球菌脑膜炎发病的单因素１：４

措施【４１。本研究发现接种７价肺炎球菌结合疫苗是该病的保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护因素，即便受暴露于感染者和抗生素耐药的影响，疫苗效

鬻蝥衄卸５％ｃＤ

变量

ｚ值Ｐ值

力仍超过８０％。
本研究可计算发病频率，因果推断力较好，且节省大量
资源。但由于菌株量少，部分病例的耐药性判断仅依据临床
经验存在偏倚，而病例样本少，采用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可能低估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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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使用已很普遍，与疾病进行性加重相关…。对常用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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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耐药是肺炎链球菌脑膜炎发生的危险因素，与国外研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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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一致口３。而疫苗接种已成为预防感染和降低耐药的重要

６３５例手足口病死亡病例流行病学及临床特征分析
隋吉林王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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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感染易出现脑干脑炎及神经源性肺水肿等并发症而导

致死亡。本研究分析６３５例ＨＦＭＤ死亡病例的流行病学及
临床资料。
１．资料与方法：死亡病例为２０１０年ｌ一９月各省通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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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Ｖ７１）和柯萨奇病毒Ａ组１６型（ＣｏｘＡｌ６）等肠道病毒，其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报告，病例现住址所在省使用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一制定的《手足口病死亡病例个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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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进行调查，调查数据录入数据库并上报到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本次调查共收集到各省６３５例死亡病例数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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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对收集的资料统计分析，数据

作者单位：１０２２００北京市昌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隋吉林）；中国

录入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软件，统计分析用ＳＰＳＳ １８．０软件，率的比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管理处（王子军）

较用Ｚ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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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一般情况：６３５例死亡病例中，男性４２７例（６７．２％），

现为呼吸急促（６８．３％）、口唇紫绀（６０．３％）、呼吸困难

女性２０８例（３２．８％），男女性别比为２．１：１；散居儿童５６７例

（５４．８％）、肺部湿罗音（５４．３％）、泡沫痰（５２．６％）；循环系统症

（８９．３％），托幼儿童６４例（１０．１％），学生４例（Ｏ．７％）；居住农

状主要表现为心率加快（７４．Ｏ％）、四肢发凉（６６．８％）、皮肤紫

村５１８例（８１．６％），居住城市１１７例（１８．４％）。

绀或花斑（５９．８％）；消化系统症状以呕吐最为典型（７５．４％）：

（２）年龄及病程分布：死亡病例年龄中位数为１７个月，

３．讨论：本研究提示ＨＦＭＤ死亡病例主要集中在３岁以

主要集中在３岁以下儿童。其中３岁及以下６２１例（９７．８％），

下农村地区的散居儿童，男性明显多于女性，流行病学分布

５岁及以下６２８例（９８，９％）。死亡病例病程短，病情进展快，

特征与有关文献的报道一致“·２，说明农村地区医疗条件薄

发病到死亡时间中位数为３ ｄ，最快为发病当日死亡，最长

弱，应加强农村地区３岁以下儿童家长的ＨＦＭＤ防控知识健

ｄ，其中３ ｄ内３８２例（６０．１％），５ ｄ内５５２例（８６．９％），１０ ｄ内

康教育，同时加强镇级以下医疗机构对ＨＦＭＤ的识别和诊断

３９

６０５例（９５．２％）。

能力，早期发现危重症病例并及时转诊。本研究中农村地区

（３）初诊正确率：初诊以村级医疗机构所占比例最高

退热药使用率高可能为ＨＦＭＤ死亡率高的原因之一，国内也

（４９．７％），各级医疗机构初诊诊断准确率依次为省级

有将使用吡唑酮类退热药作为ＨＦＭＤ死亡危险因素的文献

（９３．０％）、市级（８１．４％）、县级（６９．０％）、镇级（２９．７％）和村级

报道”１，由于ＨＦＭＤ发病早期可出现类似感冒症状，误诊使

（１０．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２８１．３，Ｐ＜０．０１）。

用退热药往往掩盖病情，延迟抢救时间。本研究还显示，死

（４）用药情况：村级医疗机构退热药使用率明显高于乡

亡病例多为ＥＶ７１感染，且死亡病例病程短，病情进展快，提

镇级以上医疗机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２５０．３４，Ｐ＜

示该类型感染凶险，应加强病原学监测，早期发现ＥＶ７１流行

０．０１）；市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与县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抗病毒

态势并采取有针对性的防制措施。

药物（）ｃ ２＝５０．４１，Ｐ＜０．０１）和激素类药物（ｚ２＝４２３．５３，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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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症状主要表现为精神差（９１，０％）、瞳孔对光反射异常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６—１１）

（５４．８％）、易惊（５３．２％）、嗜睡（５０．４％）；呼吸系统症状主要表

（本文编辑：张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