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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复发的流行病学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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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后痰培养再次阳性。第四，样本量不同。很明显样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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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小也是影响研究结果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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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曾有学者对全间歇短程化疗方案［２Ｈ，Ｒ，ｚ，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４Ｈ，Ｒ３］的有效性进行分析，发现１２个省（区）共４４００例经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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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歇短程化疗方案治愈的新发涂阳患者，２年中有３．１％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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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复发““。高三友等“８１分析河南省１９９３—２０００年结核病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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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项目短程督导化疗后肺结核复发情况，发现涂阳肺结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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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经短程督导化疗方案治愈后随访观察＞７３年的复发患者为

０，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ｙ（Ｎｏ．１１ＺＲｌ４３０９００）ａｎｄ

３．１２％。但以上研究均是在我国全面实施ＤＯＴｓ策略初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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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随着结核病控制的深入及结核病患者人口学等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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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如人口老龄化加剧、结核病耐药率上升等，我国的结核
病患者复发特点也将随之改变。

结核病是我国重点控制的传染病之一。在短程督导治

尽管现有研究表明在有效实施ＤＯＴｓ策略后，普通人群

疗（ＤＯＴｓ）下，绝大多数肺结核患者可治愈，但仍有部分肺结

结核病患者的复发可控制在较低水平。但也有研究发现，治

核患者治愈后复发。由于复发结核病患者的耐药率较高、病

愈后患者的复发率远高于普通人群结核病发病率。如英格

情复杂，往往难以治愈，造成疾病的迁延不愈和进一步传

兰和威尔士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结核病患者的复发率为０．４／１００人

播。同时，复发结核病患者往往需用二线抗结核药物治疗，

年（相当于４００／１０万），远高于当地普通人群的发病率（１３／１０

而这些药物副反应发生率较高，且费用昂贵，给患者带来沉

万）”１。西班牙巴塞罗那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结核病患者复发率

重的生理和心理负担。为此就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结核病

（０．５３／１００人年）是当地普通人群结核病发病率的１４倍

复发水平、复发原因和复发危险因素等方面的流行病学研究

（３６．２５／１０万）““。因此，尽管在ＤＯＴｓ策略下，结核病患者治

进展进行综述。

愈率达到≥８５％，但治愈后的患者仍应视为高危人群，需采

１．结核病复发水平：国外研究发现，结核病的复发水平

取相应的干预措施以减少其再次发病。

在不同地区、时间、人群间的研究结果差异较大（复发０．４％。

２．结核病复发原因：包括内源性复燃和外源性再感染。

１９．９％）”。６，见表１。此外，研究设计的差异也是重要原因。

而目前结核分枝杆菌基因型分型技术可以鉴别这两种复发

第一，研究目标人群不同。一般而言，以普通结核病患者为

原因“…。但研究结果却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表２）。究

研究对象的复发较低，而某些特定人群（例如金矿工人，ＨＩＶ

其原因可能是研究样本量太小、采用不同的基因型分型方法

感染者等）为研究对象的复发则较高。第二，研究资料来源

及对复发定义、病例纳入标准、随访时间、ＨＩＶ感染状态等不

不同。现有研究主要来自于当地结核病报告系统，也有部分

同。一般而言，内源性复燃是普通结核病患者复发的主要原

来自临床病例数据，少部分来自经严格科学设计的项目研究

因［５，１４．１６，２０］。在某些特殊人群（如ＨＩＶ／ＡＩＤＳ）中外源性再感染

资料。不同来源的数据质量不同，可能影响结果的准确性。

则是结核病复发的主要原因［４－６］ｏ在印度南部进行的一项研

第三，复发患者定义不同。现有研究对于初治结果、第二次

究表明，在２５例ＨＩＶ阳性的复发结核病患者中，内源性复燃

发病与初次发病之间时间间隔以及结核病诊断标准的报道

仅占１２．０％（３／２５），而外源性重感染占８８．０％（２２／２５）№１；另一

均存在差异。例如巴西的一项研究明确复发患者必须为初

项在马拉维的研究也提示，ＨＩＶ阳性结核病患者中内源性复

治治愈后＞３０ ｄ再次发病者…；Ｃｒｏｆｔｓ等乜１的研究则对复发定

燃比例为４７．８％（复燃率１．８／１００人年），而外源性再感染比例

义并不明确初治治疗是否治愈，而只界定第二次登记与第一

为５２．２％（再感染率２．２／１００人年）ｂ］。

次登记间至少相差１２个月；Ｋｈａｎ等”］贝０将复发定义为治疗

国内有学者曾对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上海地区５２例复发肺结
核患者的前后二次发病菌株进行结核分枝杆菌散在分布重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３．０４．０２３
基金项目：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１１ＺＲｌ４３０９００）；上海市卫生系统优
秀青年人才培养计戈ｇ（ＸＹＱ２０１１０５１）

复单位和插入序列６１ １０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基因型分型，
发现３２例（６１．５％）患者的前后二次发病菌株基因型不同，是

作者单位：２００３３６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防治科（林森林、

外源性再感染导致的结核病复发，提示结核分枝杆菌外源性

梅建、沈鑫）；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高谦）

再感染在上海地区结核病复发中起着重要作用乜“。

通信作者：沈鑫，Ｅｍａｉｌ：ｘｓｈｅｎ＠ｓｃｄｃ．ｓｈ．ｃａ

传统认为，分枝杆菌重新感染的机制主要是由于新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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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不同国家结核病复发率

妻纛研究年份

研究国家

复发定义复苎亨

南非

研究人群

１％Ｊ

患者．共３２６例

随访期间培养阳性且有肺结核
症状

［５］１９９５－－２００３马拉维

培阳阳性、完成疗程且明确ＨＩＶ感染的患者，共５８４例

培养阳性

［６］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印度

在诊所就诊初治治愈的ＨＩＶ阳性且结核菌培养阳性
患者，共３０６例

［７］１９９６—１９９７美国

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在医院就诊既往无多重耐药菌感染记 初治患者治愈至少３个月后培养
录的患者，共１８８例
阳性

［８］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巴西

２９所ＨＩＶ治疗点就诊的ＨＩＶ感染者中的结核病患者，
共１０８０例

［４］１９９５

初治治愈培养阳性，且非多重耐药菌感染的金矿工人

［９］１９９５—１９９８美国和加拿大 ＨＩＶ阴性的结核病患者，共７４９例
［３］

一

美国和加拿大 ＨＩＶ阴性的结核病患者，共８５７例

１９．９（６５／３２６）
１５．１（８８／５８４）
１４．４（４４／３０６）

初次诊断结核病至少９个月后再
次被诊断结核病

８．９（９６／１０８０）

完成黼随访２年中再次培养５日陛

８．４（６３／７４９）

完成治疗后痰培养再次阳性

７．１（６１／８５７）

细菌学诊断复发

６．４（８３／１２８９１

［１０］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南非

培养阳性矿工患者，共１２８９例

［１１］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巴西

＞１３岁的初治成功，且未在随访期内死亡的结核病患 初治成功后再次发病
者，共７１１例

５．２（３７／７１１、

经三联用药（异烟肼、利福平和毗嗪酰胺）治愈的结核
病患者，共６１０例

治愈后至少３０ ｄ再次发病

４．３（２６／６１０）

［１２］１９９５—１９９７西班牙

培养阳性且有药敏试验结果的当地患者，共６８１例

初治成功至少１年后再次确诊

４．３（２９／６８１）

［１３］１９９８－－２００６埃塞俄比亚

当地结核病登记系统中１９９８－－２００６年治愈的涂阳患 治愈后再次涂阳患者
者，共３６８例

４．１（１５／３６８１

［１４］２０００－－２００６美国

报告的药物敏感结核病患者，共１４３ｌ例

完成治疗后至少１２个月再次发病

１．４（２０／１４３１）

所有报告的结核患者，共５３ ２１４例（存活４２ ５５８例）

第二次发现与第一次之间至少相
差１２个月

１．１（５８８／５３ ２１４）

［１］１９８９—１９９４巴西

［２］１９９８－－２００５英国
［１５］１９９３－－２００７美国

有明确初始药敏试验结果的培养阳性肺结核患者，共 治疗完成后至少１年出现第二次
２３ ５１７例
培养阳性的肺结核

［１６］１９９４－－２００６澳大利亚

培养阳性患者，共３７３１例

初治完成后再次培养阳性患者

表２国内外文献报道复发肺结核患者外源性再感染情况

菌株可以逃避原有的肉芽肿等免疫灶，并在其他易感部位形
成新病灶”３’３“，而导致再次发病。但一项在蛙和斑马鱼动物
模型研究发现，海分枝杆菌（Ｍｙｃｏｂａｔｅｒｉｕｍ ｍａｒｉｎｕｍ）超感染
后，菌株被宿主单核细胞很快转运到前次感染所形成的肉

低发病率（＜５０／１０万人年）

芽肿和空洞组织中，而不是被排除在原有的肉芽肿组织之

意大利ｍ１

２００ｌ

２

ｌ

外，且在这些肉芽肿组织中可以长期存活ｂ“。由此提示，外

西班牙∞３

２００ｌ

５

Ｏ

２００４

们钔躺６

３

有效的清除机制，并不能保护机体免受结核菌再次感染而

中国上海…１

２００６

小呱小
呷∽即一

源性再感染导致的结核病复发是由于宿主对分枝杆菌缺乏

美国和加拿大‘２４１

西班牙”“

２００７

一

澳大利亚ｍ１

２００９

美国…１

２０１１

粥 一｜妻”

那㈣邮一

发病。此外，新近一项在小鼠模型中开展的有关外源性再感

一

州门

一吼“

染的研究也表明，小鼠被北京基因型结核分枝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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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发病率（５０～／１０万人年）

（Ｗ－Ｂｅｉｊｉｎｇ Ｍｙ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ｓｔｒａｉｎ

ＨＮ８７８）感染并经

治疗清除。经２周药物洗脱期后重新感染同一菌株，结果显
示ＣＤ４＋Ｔ淋巴细胞可介导建立起短暂的防御体系抵抗外源

肯尼亚∞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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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３１

—

３

３

中国香港㈨

１９９３

—

５／４２（１２）

４

１

性再感染。但在重新感染２０．３０ ｄ后，这些细胞的数量大幅

肯尼亚ｍ’

１９９４

１／５１２０）

一

５

０

下降，同时肺内结核分枝杆菌负荷明显上升。该研究提示

印度㈣１

１９９５

—

３／１３（２７）

１

２ ）２）７

印度㈣１

１９９５

—

９／２９（３１）

２

ｌ

乌干达ｍ１

２０００

０／３（０）０／１（０）

巴西Ⅲ１

２０００

３／３（１００）

马拉维㈣

２０１０

１２／２３（５２）１／１６（６）

印度“１

２０１０

２２／２５（８８）２／２３（８．７）

一

极高发病率（一＞５００／１０万人年）
南非ｍ１

１９９９

南非（金矿）“１

２００１

—

机制［３６１。
上述研究假设若被进一步验证，将对制定结核病防控策

４

３）０

略和疫苗研发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对曾感染结核菌的人群

Ｃ

不能认为对再次感染具有足够的免疫力。因此对潜在暴露

一一一一一㈣一一一
ｑ，．止 ｐ玎Ｑ玎双＠姐蚴锄 屺Ｋ虹
Ｃ

１２／１５１８０）１２／１５（８０）

１３／２１１６２）Ｉ／１８（６）

记忆性Ｔ细胞并不如所预期的那样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免疫

１４／３９（３６）

人群，无论其有无受结核菌感染，均应该采取全面防护措施
以避免感染和再感染。第二，如果结核菌自然感染不能使人
体得到有效的保护力，提示目前的疫苗研发需考虑使用人体
自然免疫力之外的策略。第三，在结核病高疫情地区，如果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４月第３４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Ｊ

·４１ｌ·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４

缺乏有效的结核病控制规划而进行结核菌潜伏性感染治疗

者的血清药物浓度对控制结核病复发并无益处ｎ］，而巴西的

未必有助于结核病的控制，因为接受治疗的潜伏感染者仍然

研究也有相似结论…。一些研究认为家庭经济贫困”…、痰结

面临再次感染而发病的危险。第四，在评价结核病治疗方案

核菌阴转时间延迟“…、移民““、低体重０１等可能是结核病复

时应充分考虑到外源性再感染的问题。结核病患者治疗失

发的危险因素；对ＨＩＶ／ＴＢ双重感染患者使用抗反转录病毒

败或复发率较高的原因可能是外源性再感染，而非治疗方案

治疗（ＡＲＴ）是预防复发的保护因素”１等。但对这些因素的研

不合理。

究较少，其结论难以外推。

３．结核病复发危险因素：

综上所述，相当部分结核病患者治愈后仍然面临复发，

（１）治疗：研究发现与四药（异烟肼、利福平、吡嗪酰胺、

尤其是在某些特殊人群（如ＨＩＶ感染者）中，而且结核病患者

乙胺丁醇）联用的化疗方案相比，缺少乙胺丁醇的三药方案

治愈后的复发率远高于普通人群的结核病发病率，因此治愈

是结核病复发的危险因素“…，长疗程利福平治疗、治疗方案

后的患者仍然应被视为结核病的高危人群。其次，部分国外

中包含链霉素或吡嗪酰胺可降低复发ｂ”，而初始治疗方案仅

研究发现虽然内源性复燃是普通结核病患者复发的主要原

使用异烟肼和利福平是复发的危险因素”“，用药间隔与结核

因，但是在某些特殊人群中和特定地区，外源性再感染在结

病复发无关ｂ“。结核病患者治疗依从性与复发也密切相关，

核病复发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动物模型试验结果也提示

遵守医嘱规则服药是复发的保护因素”“，而治疗依从性差则

机体对于结核菌缺乏有效的免疫清除机制，并不能保护机体

是结核病复发的危险因素…。

免受再次感染而发病。这一结果将对制定结核病防控策略

（２）宿主：主要包括结核病患者合并其他疾病、病变程

和疫苗研发具有重要意义。另外，治疗方案、ＨＩＶ感染和合

度、人种以及行为因素等。目前对ＨＩＶ合并感染的研究较为

并糖尿病是较为明确的结核病复发危险因素，应研究和制定

深入“－２’４，５’”’“ｔｚ…，其结果也比较一致，均认为ＨＩＶ合并感染是

相关临床和公共卫生干预措施。

结核病复发的危险因素。在美国““、南非金矿“１和马拉维Ｂ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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