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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发病，感染非｝｝｝【分枝杆菌指示病例的接触者中只有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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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ｌｌｅｇｅ，Ｂｅｉｊｉｒｔｇ

京家族的接触者中出现５．６％的二代病例（ＨＲ＝６．７，９５％Ｃ１：

１００７３０，Ｃｈｉｎａ；

２．０—２２，ｏ）。由此可见，菌株因素的确在结核病发病中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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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宿主因素
１．宿主基因：大量证据表明宿主遗传因素与结核发病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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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ＨＲ＝３．１，９５％６＂／：１．１～８．７），而暴露于结核分枝杆菌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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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分，已发现的主要易感基因包括ＮＲＡＭＰｌ基因、维生素
受体基因等。
在希腊人群中开展的一项配对病例对照研究比较培阳

患者与潜伏性感染者的ＮＲＡＭＰｌ多态性区（３’ＵＴＲ、
Ｄ５４３Ｎ、ＩＮＴ４）差异，结果显示病例组中ＩＮＴ４的多态性现象

结核病近年来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加、艾滋病的蔓延及耐

高于对照组．表明ＩＮＴ４一ＮＲＡＭＰｌ可能在发病过程中起到一

多药结核病的出现，在全球范围内呈现死灰复燃趋势，成为

定作用阽１：但亦有研究得出汉族结核患者ＮＫＡＩＶＩＰｌ的几个区

全球健康紧急事件…。我国是全球２２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

的基因多态性与结核易感性无关的结论旧１，可见不同地区不

之一，估算现有活动性肺结核患者１５０万．每年新发肺结核

同遗传背景人群得出的研究结果不尽相同。

患者１００万幢’，２０１０年网络直报系统报告的肺结核发病数居

维生素Ｄ（ｖｉｔＤ）的活性形式一１，２５二羟基ⅥｔＤ，，是一种

法定甲乙类传染病的第二位”１。影响结核病的发病因素众

重要的免疫调节因子，能够抑制结核分枝杆菌在巨噬细胞内

多．各因素之间交互作用非常复杂，本文从菌株、宿主、环境

生长。ｖｉｔＤ通过其受体起作用，而受体基因上的某些位点可

三方面综述结核病发病的相关危险因素，以便采取针对性的

能影响其活性。Ｌｅｗｉｓ等哺１对８个针对ⅥｔＤ受体（ｖＤＲ）基因

措施控制肺结核疫情。

与结核易感性的研究进行Ｍｅｔａ分析，但由于样本量偏小，无

一、菌株因素

法得出明确一致的结论；且Ｄａｑｌ和ｆｏｋｌ多态性的研究问均

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主要包括人型结核分枝杆菌

存在异质性［Ｐ＝０．０２，保护指数（，）＝６２％；Ｐ＝０．１４．ｒ＝

（麒￡“ｋｗ。虹蠡＞、非洲型分枝杆菌（托避厅如口Ｒ啪．）和牛型结核

３９．８％］，因此要评价ＶＤＲ基因多态性是否对结核易感性有

分枝杆菌（Ｍ ｂｏｖ／ｓ），其中以人型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最为常

影响．需更大规模的人群研究来证实。冯福民等旧’收集１２２

见。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研究人员利用单

倒肺结核病例和２４８例健康对照者的环境暴露情况及静脉

核苷酸多态性（ｓＮＰ）将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分为３４－遗传群

血标本，采用ＰＣＲ－ＲＦＬＰ方法分析ＶＤＲ基因多态性，单因素

体及９个家族“１。细胞和动物实验已显示不同基因型的菌株

和多因素分析均未发现ＶＤＲ基因型与肺结核发病有关。

在毒力和引发宿主免疫应答方面有所差异。

２．年龄：Ｃｏｍｓｔｏｃｋ等““在波多黎各对约８２ ０００名碣Ｔ阳

Ｊｏｎｇ等ｂＩ希望通过对肺结核患者及其家庭接触者进

性的儿童进行了长达２０年的随访，结果发现，幼儿的发病率

行随访以探讨菌株在结核发病中的作用。研究中纳入３１７

最高，其次是青春前期。Ｐｏｗｃｌｌ和Ｆａｒｃｒ““统计全美结核病

名涂阳患者（指示病例）和２３８１名家庭密切接触者。对所有

登记资料，发现１９５３—１９７９年老年人的发病率不断上升。

密切接触者进行皮肤结核菌素试验（ＴＳＴ），其中阴性反应者

除人口老龄化所致的老龄人口增加，老年人中既往感染者

ｄｅ

３个月后进行重复试验；按所暴露菌株的不同将１８０８名家庭

的比例较高也是原因之一。有研究者通过构建模型以估计

接触者分成结核分枝杆菌组和非洲分枝杆菌组。进行为期２

年龄在结核病发病中的影响。结果表明０—１０岁、１５岁和≥

年的随访。结果感染结核分枝杆菌指示病例的接触者中有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 ２．１２．０２３
基金项目：国家辩技重大专项（２００８ＺＸｌ０００３－００８）

２０岁组人群（感染后５年内）发病的相对风险分别约为４％、
９％和１４％㈦。

３．性别：全球范围内结核病登记率的男女性别比在

作者单位：１００７３０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Ｊ：【生学院（施雯慧）；中国疾

１．５：１至２．ｉ：１之问。ＷＨＯ统计数据表明，每年诊断的涂阳

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预酷控制中心（陈伟）

患者，男性比女性多７０％左右。Ｈｏｌｍｅｓ等“引对１９６６—１９９５

通信作者：陈伟．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ｗｅｉ＠ｅｈｉｎａｔｂ．ｏｒｇ

年发表的相关论文进行综述，发现多数研究表明１６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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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的患病率超过女性。导致这种性别差异的原因还不甚
明了，可能受到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

病患者易感染发生结核病。
８．Ｈ１Ｖ感染：ＨＩＶ侵袭ＣＤ４＋Ｔ淋巴细胞，使巨噬细胞抑

Ｇｅｄｄｅ．Ｄａｈｌ等对ＴＳＴ阴性的对象进行随访，发现将近一

制结核分枝杆菌的能力降低，造成分枝杆菌大量繁殖而致发

半的阳转者会在８年内发展成结核，其中２０～２９岁女性的发

病［２９ ３；而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是艾滋病患者最常见的机会性感

病率比男性高２５％．３０％，３０岁以上男性的发病率则高于女

染，也是导致ＨＩＶ感染者死亡的主要原因ｂ…。在意大利、卢

性。因此，研究者提出假设：孕期或产后在结核发病中起到

旺达、西班牙和美国开展的研究发现［３“，感染ＨＩＶ的结核菌

了某些作用。事实上，动物实验已证实怀孕可能会降低Ｔｈ２

携带者，发病风险比未感染ＨＩＶ者高３０一，５０倍。

细胞的活性，但在女性中进行的怀孕与结核相关性研究却得
到矛盾的结果““。

Ｓｏｎｎｅｎｂｅｒｇ等０２ ３在南非矿工巾进行的一项回顾性队列
研究发现，ＨＩＶ阳性矿工的发病率为２．９／１００人年，而Ｈ１Ｖ阴

４．种族：Ｓｅｒｐａ等”６１利用休斯顿的结核控制项目比较该

性矿工为０．８／１００人年（校正后ＲＲ＝２．９，９５％ＣＩ：２．５—３．４）。

地区白人和黑人患者结核发病情况的差异，共入组１３１８名

另一项队列研究纳入４６０名ＨＩＶ阳性和９９８名ＨＩＶ阴性的已

黑人和５４５名非西班牙裔白人（所有对象均在美国出生）。

生育妇女，在队列开始后的第１２～１８个月进行ＴＳＴ，其中

统计结果显示，该地区结核发病率自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呈下降

５３％的ＨＩＶ阴性妇女ＴＳＴ反应阳性（直径≥１０ｉｎｍ），２１％的

趋势，２０００年后一直维持在稳定水平，其中黑人发病率一直

ＨＩＶ阳性妇女ＴＳＴ反应阳性；两年随访期内，ＨＩＶ阳性妇女

处在首位，２００４年更是占到了所有美国出生累计病例的

中有２０人被诊断为结核，阴性妇女中仅有２人，ＨＩＶ阳性妇

５６％。但两组患者在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等方面的

女发展成结核的率比高达２２．０％（９５％６＂／：５—９２）口“。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因此无法解释种族对发病的影响。

９．矽肺：矽肺患者发展成结核的风险远高于健康人（风

５．卡介苗（ＢＣＧ）：ＢＣＧ是目前惟一可用于预防结核病

险高低取决于矽肺病情的严重程度）ｍ１。Ｃｏｗｉｅ［３５１评估了结

的免疫手段。普遍认为，ＢＣＧ接种对预防儿童结核性脑膜炎

核病高流行地区患矽肺矿工的发病风险。随访７年间，未患

有效，但对成人肺结核的保护效果差异较大ｎ”。Ｃｏｌｄｉｔｚ等“”

矽肺的工人（３１５名）年发病率为９８１／１０万，而矽肺工人（８１８

对相关文献进行Ｍｅｔａ分析，用随机一效应模型来获得加权的

名）的年发病率为２７０７／１０万（ＲＲ＝２．８，９５％（７／：１．９。４．１）。

ＲＲ／ＯＲ值。结果显示，在１４项前瞻性试验中，接种组对非接

Ｈｎｉｚｄｏ和Ｍｕｒｒａｙ０６则进一步探讨矽尘暴露与肺结核发病的

种组结核的欣值为０．４９（９５％ＣＩ：０．３４—０．７０，Ｐ＝５ｌ％）；在１２

关系，发现ＲＲ＝１．０７（９５％ｃ，：１．０４～１．１０），且随着累计暴露量

项病例对照研究中，ＯＲ值为０．５０（９５％ＣＩ：Ｏ．３９，Ｏ．６４，，＝

的增加而增加［４９ｍｅｄ（ｍ３·Ｙ），ＲＲ＝１．Ｏ；１０—１３ｍｇ／（ｍ３·Ｙ），

５０％）。

ＲＲ＝１．５１，９５％ＣＩ：０．７８—２．９１；１４～１７

国内的几项在不同人群中（军人、农民工、门诊患者“”２“
等）进行的病例对照研究结果均表明，ＢＣＧ接种对结核发病
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９５％Ｃ／：１．２８—４．３２；≥１８

ｍｇ／（ｍ３·Ｙ），艘＝２．３５，
ｍｇ／（ｍ３·ｙ），艘＝３．２２，９５％Ｃ／：

１．７５～５．９０］。
１０．合并其他疾病：某些合并症被证实与结核病发病有

６．营养不良：体重指数（ＢＭＩ）是反映营养状况的重要指

关。Ｔｏｒｒｅ．Ｃｉｓｎｅｒｏｓ等ｂ７。尝试揭示器官移植者结核病的发病

标之一。已有多项研究证实，无论是在结核病高流行区还是

情况及相关危险因素，发现移植者结核病患病率为５１２／１０万

低流行区池１，普通人群中还是在合并ＨＩＶ感染的人群中【２“，

（９５％Ｃ／：３１７／１０万～７８３／１０万），远高于一般人群（１８．９／１０

高ＢＭＩ是结核病发病的保护因素。Ｃｈａｎａｒｉｎ和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ｏｎ［２４１

万），其中又以肺移植患者的患病率最高（２０７２／１０万；９５％ＣＩ：

对１１８７名印度人进行饮食情况调查，以探讨普通人群与终身

５６５／１０万一５３０６／１０万），ＯＲ＝７３．３。另一项在美国哥伦比亚

素食者中结核发病率的差异。结果显示，素食者结核发病率

大学临床中心进行的巢式病例对照研究ｂ“，显示结核病患者

为１３３／１０００，而混食者的发病率为４８／１０００，与普通饮食相

更可能为接受肾移植者（校正后ＯＲ＝４．５９，９５％ＣＩ：１．０７～

比，素食者的饮食主要缺少维生素Ｂ。因而研究者推断维生

１９．６７）。

素Ｂ。：的缺失与结核病发病有关。

最近有研究表明”…，抗ＴＮＦ．旺疗法可增加结核病的发病

７．糖尿病：Ｐｅｒｅｚ等乜列在德克萨斯州开展的病例对照研

风险，与免疫功能正常人群相比甚至高达３０倍，因为ＴＮＦ．ａ

究，以４９１５例肺结核患者为病例组，７０ ８０８例深静脉血栓、肺

能够增强巨噬细胞清除结核分枝杆菌的能力，促进肉芽肿的

栓塞、急性阑尾炎患者为对照组，在调整了性别、年龄和种族

形成。临床试验结果显示［蚰】，接受抗ＴＮＦ．Ⅱ治疗的结核潜伏

后，发现糖尿病患者发生结核病的概率是一般人群的２倍。

性感染者，其体内结核菌再激活的风险大大提高，因此对该

Ｇｏｌｄｈａｂｅｒ－Ｆｉｅｂｅｒｔ等ｍ１发现在低收入国家，相对于一般人群，

人群进行合适的筛查及预防性治疗管理能显著降低结核病

糖尿病者更易患结核病（ＯＲ＝２．３９，９５％ＣＩ：１．８４～３．１０），且

的发病率。

当人群的糖尿病患病率升高时，结核发病率和患病率也更易

Ｈｕａｎｇ等Ｈ“发现胃癌患者相较于一般人群的结核病标

升高（ＯＲ＝８．６，９５％Ｃ／：１．９～４０．４；ＯＲ＝４．７，９５％（７／：１．０～

化发病率比（ＳＩＲ）为２．１１（Ｐ＜Ｏ．０５）；此外胃大部切除术也是

２２．５）。其他研究也支持类似结果乜７’捌；由于糖尿病的高血糖
状态利于细菌生长繁殖，同时糖尿病患者脂肪、蛋白质代谢

活动性结核发病的危险因素（ＳＩＲ＝２．５，Ｐ＜０．０５）。

紊乱、维生素Ａ合成减少、免疫力低下等，综合作用导致糖尿

年的随访研究，旨在找出吸烟与结核病发病、复发、死亡之间

１１．吸烟：Ｊｅｅ等ｍ１对ｌ

２９４

５０４名韩国居民进行长达１４

·ｔ２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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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ｔ２

的关联。使用Ｃｏｘ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分析，结果：①男性当

高，据统计ｍ·”！，很多活动性患者是在移民前感染了结核分

前吸烟者患结核病的风险为既往吸烟者的１．４倍（＾限：１．４，

枝杆菌，而在到达迁入地之后发病的。

９５％ＣＩ：１－３～１．５），且随每日吸烟量的增加而增大，但在女性

Ｏｄｏｎｅ等怫１分析了意大利某地区结核病监测系统的数

中未发现此关联；②吸烟与性别之间有交互作用（Ｐ＝

据，发现尽管１９９６—２００６年间全地区结核病的发病率呈下

Ｏ．０００

４７）；＠调整了ＢＭ［的影响后。吸烟的作用有所减弱。

降趋势，但移民者中的发病率却不断上升。以２００６年为例，

在吸烟与结核发病关系的研究中，大多数均定位于主动

非意大利籍人的结核发病率为１００．７／１０万，远高于本地人的

吸烟，有关被动吸烟的数据较少。事实上，被动吸烟是室内

发病率（６．５／１０万）。Ｆｏｒｔｕｎ等ｍ１在欧洲医院中进行的研究表

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Ｌｅｕｎｇ等ｍ１在１５ ４８６名６５。７４岁无

明，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非本国出生的患者比例从１２％上升至

吸烟史的老年女性队列中进行了被动吸烟对结核病发病影

３５％，成为与结核病发病最相关的危险凼素。

响的研究。结果表明暴露于二手烟是结核病发病的一个独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流动人口总量达２．６亿”…．

立危险因素，被动吸烟者发展为活动性结核病的风险为对照

流动人口工作强度大、收入低、生活条件差、缺乏医疗保障，

人群的１．４９倍（９５％ｃ，：Ｉ．叭。２．１９），发展为菌阳结核病的风

结核病疫情往往高于本地居民。１９９３－－２００２年北京市户籍

险为对照人群的１．７倍（９５％Ｃ１：１．０４，２．８０）。

人口中新登记活动性肺结核和涂阳肺结核分别减少６％和

１２．酒精使用：早在１７８５年，Ｒｕｓｈ…１就提出结核病是艮

８％，而同期流动人１２１病例数分别增加３４４．２％和２３７．５％¨＂；

期大量饮酒导致的传染病。此后，不少研究致力于探索饮

此外，由于流动人口的高流动性，造成的传播的威胁更大。帅Ｉ。

酒、酒精使用障碍（ＡＵＤ）与结核病之间的关系，如Ｌａｄｅｆｏｇｅｄ

（２）社会经济因素：结核病是贫困相关的疾病，社会经济

等１４５在格陵兰进行的病例对照研究，在对年龄和性别进行

因素与结核病的关系是当前的研究热点之一。Ｓｈｅｔｔｙ等¨“在

匹配后，通过多因素分析发现经常饮酒是一个独立的危险

印度南部进行了一项评估结核病潜在的社会学危险因素研

因素（ＯＲ＝３．１）：Ｒｅｈｒａ等㈨】的系统综述则显示，重度酒精使

究。该研究把每间房屋居住人数、是否有独立厨房、使用燃

用／ＡＵＤ与结核病发病呈强相关，汇总０Ｒ＝２．９４（９５％Ｃ／：

料类型、家庭月经济收八、家庭财产等作为描述社会经济状

１．８９～４．５９）；同时推测出全球大约有１０％的结核病发病归因

况的指标，单因素分析显示，以上指标在病例组和对照组间

于饮酒。

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１３．体育锻炼：适当的体育锻炼能够增强体质，提高免疫

Ｖｅｎｄｒａｍｉｎｉ等抽２ｊ研究巴西Ｒｉｏ Ｐｒｃｔｏ市社会经济水平

力，降低结核病感染者发病的概率。张洪霞等∽Ｊ对大学生进

（ＳＥＬ）与结核病间的关联，根据ＳＥＬ值将所调查的街道分为

行调查，发现病侧组的体育锻炼明显少于对照组；银川市一

４组：ＳＥＬ ｌ（最低）、ＳＥＬ２、ＳＥＬ３（中等）和ＳＥＬ４（最高）。结

项结核发病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结果也表明多参加健

果显示，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ＳＥＬ ｌ组的发病率几乎为ＳＥＬ ２组的

身活动是结核发病的保护因素”３。

２倍。由此可见，未来结核病控制的重点亦应包括影响结核

１４．密切接触：结核病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是发病高危人
群．接触者调查以及对潜伏性感染接触者进行预防性化疗已

成为控制结核病的重要策略之一扣”。

病的各种直接及潜在的社会因素ｍ１。
（３）快速城市化：在多数西方国家，城市和农村地区结核
病的发病率差异非常明显。据统计旧］，２００６年英国伦敦的病

研究表明，指示病例的严重程度、与指示病例接触的时

例数占总数的４１％，而该地区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１４％；

间和密切程度，均会影响接触者感染和发病的风险啪１。涂阳

２００６年挪威４大城市平均发病率为２１．７／１０万，而当年全国的

患者的接触者中ＴＳＴ阳性的比例远高于涂阴患者；有肺部

发病率仅为６．２／１０万阳“。

空洞的患者的接触者其ＴＳＴ阳性比例高于其他患者的接触

快速城市化为结核的流行提供了有利条件，人口密度

者”“。Ｔｏｒｎｅｅ等¨副在对１５岁以下接触者的凋查中发现，接触

高、居住环境拥挤等增加了传播的可能旧１；同时城市化带来

者的感染发病风险与父母为指示病例品著相关。

了生活行为方式的改变．更易暴露干吸烟、酒精滥用、不健康

三、环境因素

饮食等危险因素¨”，增加了感染者发病的风险。

１．自然环境：结核病的发生与地理地形因素有一定关

（４）卫生资源配置：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造成结核病患

系。有资料表明皓。，藏族地区结核病的发病率较高，与高原

者诊治延迟也是导致该病在不少发展中国家传播的重要原

地区高寒缺氧、气候干燥的环境有关；一方面干燥气候有利

因之一。医疗服务水平和可ｒ及性（主要指收费及路程）影响

于结核杆菌的生存和繁殖，另一方面低压低氧环境使得人体

求医行为，造成就诊延迟；另一方面，医疗机构的技术力量和

呼吸道黏膜的防御机能下降，易患结核病等呼吸道疾病。

诊断水平低下．导致需到多家医疗机构就诊才能得到正确的

２．社会环境：

诊断，从而造成诊断延迟旧ｊ。涂阳肺结核患者发现延迟，在

（１）移民及人口流动：历史上．人类的迁徙流动对结核病

无形之中增加了其向周围人群传播的概率。

的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早在１９世纪，西欧约有２５％的人死

综上所述。影响结核发病的因素众多，可按经典的病因

于结核，随后欧洲人将结核病传播至中非、南亚、东南亚和美

三角模式将其分为病原、宿主和环境三大类相关因素。我国

洲地区，造成了结核病大流行。而今在发达国家．移民电一

结核病防治规划的主要策略是及时发现和早期治疗传染性

直是结核病发病的高危人群。移民中的结核病的发病率较

肺结核患者，减少对周围人群的传播，对控制结核病疫情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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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１２

Ｇ６ｔｅｂｏｒｇ：Ｎｏｒｄｉｃ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１９９８．

着重要作用。而开展结核病发病影响因素研究意义更大，在

个体层面，可以为高危个体提供个性化管理干预指导处方

［１６］Ｓｅｒｐａ

（针对可改变的危险因素），降低其发病风险；在群体层面，结

合影响因素在人群中的分布情况，可以确定肺结核发病的高

ＬＤ，Ｍｕｓｓｅｒ ＪＭ，ｅｔ ａ１．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

ＪＡ，Ｔｅｅ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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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人群以及防治工作的重点地区，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施，降低人群发病的风险，预防结核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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