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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了解现阶段河南省普通人群丙型肝炎感染状况和流行特征。方法采用多

阶段抽样方法，于２０１２年４—７月在１８个省辖市抽取３０个县（区），每县（区）抽取２个调查点，对
１～７５周岁的普通人群进行问卷调查，并采集静脉血标本检测丙型肝炎病毒（ＨｃＶ）抗体和核酸。
结果共调查３２ ２０３人，１～７５周岁人群抗一ＨｃＶ、ＨｃＶＲＮＡ调整流行率分别为０．６４％和０．３５％，
男女性抗一Ｈｃｖ调整流行率分别为Ｏ．６０％和０．６８％，ＨｃＶ ＲＮＡ流行率分别为０．３７％和０．３３％，
抗一ＨＣｖ阳性率和ＨＣＶ＿ＲＮＡ阳性率均呈现随年龄增加而增长的趋势；城市人群抗一ＨＣＶ和ＨｃＶ
ＲＮＡ阳性率分别为０．５８％和０．３２％，农村人群分别为０．４１％和Ｏ．１９％。结论经综合防治措施实
施，目前河南省属丙型肝炎低流行区，流行呈整体水平较低、个别地区高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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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型肝炎（丙肝）是以血液传播为主的病毒性肝
炎，８０％的感染者慢性化，且无明显的临床症状和体

征。据２０１０年世界卫生大会决议，全球大约每年有

对象与方法

２３０万至４７０万新发丙肝感染者，１．３亿至１．７亿慢性

１．抽样方法：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第一阶段
按照经济因素（人均ＧＤＰ水平），将河南省１５９个县

丙肝感染者，死亡人数超过３５万…，成为全球疾病负

（区）划分为上、中、下三层，每层采用系统抽样方

担重和危害大的疾病之一。为了解河南省普通人群

法，随机抽取３０个县（区）；第二阶段按照城市：农

丙肝的感染水平和流行特征，为制定有效预防控制

村（４：６）比例（２０１０年河南省城镇化水平为３８％［２１），

措施提供依据，于２０１２年开展丙肝流行病学调查。

在３０个县（区）中抽取２４个街道办事处和３６个乡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ｊ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３．０６．００４
基金项目：河南省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工程；“十二五”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２０１２ｚｘｌ０００４—９０５）
作者单位：４５００１６郑州，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通信作者：王哲，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ｚｈｅ＠ｈｎｃｄｃ．ｃｏｍ．ｃｎ

（镇）；第三阶段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从每个街道
办事处或乡镇随机抽取１个居委会或行政村，共计
６０个居委会／行政村；第四阶段是由抽中的居委会／
行政村以家庭为单位整群抽样，即以１～１５岁（不含

·５５８。

±堡堕笪堕堂苤查！！！！生！旦箜！！鲞箜！塑堡垒垫！里￡塑！里！！！！！塑！！！！！！塑！：！！！堕！：！

满１５周岁）儿童确定抽样范围（为保证小年龄组在

１９

１９５人，分别占调查人口的４０．３９％和５９．６１％。

调查对象中的比例），在居委会／行政村中随机抽取

２．人群感染情况：全省１～７５岁人群抗一ＨｃＶ和

ＩⅢＡ阳性率分别为Ｏ．４８％和０．２４％，其中１～

１～１５岁儿童，抽中儿童所在家庭的其他成员均纳

ＨＣｖ

入调查，且保证男性所占的比例不低于４０％。

５９岁人群分别为０．４４％和０．２１％。按照河南省２０１０

２．研究对象：按照上述抽样方法，确定调查的居

年人口普查的性别和年龄构成，采用变量加权方法

委会／行政村，每个居委会／行政村以家庭为单位抽取

进行加权，加权后１～７５岁普通人群抗一ＨＣＶ和

１～７５周岁（满１周岁，不足７５周岁）５１４人。

ＨＣｖ

３．现场调查：调查前须预约调查对象，遇到拒访
时要再次预约，至少预约３次失败后方可放弃，且当

ＲＮＡ阳性率分别为０．６４％和０．３５％，其中１～

５９岁标化后抗一ＨＣＶ和ＨｃＶ ＲＮＡ阳性率分别为
０．５９％和０．３１％。

天内多次预约记为１次。每个调查点的拒访率不高

（１）性别、年龄分布：男性抗一ＨＣＶ调整后阳性

于１０％。现场调查前经统一培训调查员，在保密和

率为０．６０％，女性为０．６８％；男性ＨＣＶ ＲＮＡ调整后

获得知情同意情况下，采用一对一、面对面访谈，完
成问卷收集和静脉血采集。

阳性率为ｏ．３７％，女性为ｏ．３３％（表１）。经岔检验，性
别问抗一Ｈｃｖ和Ｈｃｖ ＲＮＡ阳性率的差异均无统计

４．实验室检测：采用ＥＬＩＳＡ抗一ＨｃＶ试剂盒（珠

学意义。各年龄组抗一ＨＣｖ和ＨＣＶ ＲＮＡ阳性率均

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初筛，初筛阳性者复

随年龄增长而增加，特别是≥２５岁人群随年龄增长

检一次（均采用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科

的幅度明显（图１）。经ｘ２趋势检验，抗一ＨｃＶ和
Ｈｃｖ ＲＮＡ阳性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均有统计学意

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抗一ＨｃＶ试剂盒），若两
结果一致，即判定为阳性或阴性，以复核结果为准；若
不一致，采用蛋白印迹法试剂（ＭＰ生物医学亚太私

义（分另０为￡＝１０．７５，Ｐ＜０．０１；￡＝１０．６６，Ｐ＜０．０１）。
（２）城乡和行政区域分布：依据设计时确定的城

人有限公司）确认。所有抗一ＨＣＶ阳性标本均采用

乡调查点统计，全省１～７５岁城市人群抗一ＨｃＶ和

ＰＣＲ试剂（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产品）检测Ｈｃｖ

ＨＣｖ ＲＮＡ阳性率分别为０．５８％和０．３２％，农村分别

Ｉ斟Ａ。以上检测方法和操作程序均由培训合格的实

为０．４１％和０．１９％（表２）。全省总抗一ＨｃＶ阳性率为

验室专业人员严格按照检测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０．４８％，其中１８个省辖市人群抗一ＨＣＶ阳性率为

５．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软件建立数据

１·６
ｌ·４

库，双录人并进行一致性检验，直至两数据库完全一

—１．２

致为止。采用ｓＡｓ ９．１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

登１．ｏ
料Ｏ．８

采用率或比的＃检验，等级资料采用￡趋势检验。本
调查属多阶段复杂抽样，因此使用变量加权方法估

噩ｏ．６
４
Ｏ．４

计总体率的水平。

Ｏ．２
Ｏ．Ｏ

结

１５～

果

２５～

３５～

４５—

５５～６５～７５

年龄组（岁）

１．一般特征：本次各调查点（居委会／村级）拒访
率为２．０３％～７．８９％（平均４．８８％）。共收
表１

图１河南省１～７５岁各年龄组人群丙肝感染率分布
河南省ｌ～７５岁人群丙肝血清学标志物的年龄、性别分布

集有效调查问卷３２ ２０８人份，采集静脉

血标本并反馈实验室检测结果共３２

４４４

人份。按照调查编码（惟一识别码），
调查问卷和实验室检测结果对接后，
符合研究对象人选条件并纳入分析共
计３２ ２０３人份。其中男性１５ ６３４人，女
性１６ ５６９人，分别占调查人口的４８．５５％
和５１．４５％；各年龄组（１一、５～、１５。、
２ｌ一、３５～、５５～７５岁）的构成比分别为
１７．１２％、２４．１０％、８．７２％、１８．７６％、

合计

１５ ６３４

６５

０．４２

３６

０．２３

１６ ５６９

２１．３７％、９．９３％；城市１３ ００８人，农村

标化率（％）

一

一

０．６０

一

０．３７

一

８８
一

０．５３

４２

Ｏ．２５

０．６８

—

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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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河南省１—７５岁人群丙肝血清学标志物的城乡分布

论

讨

ＨｃＶ流行呈世界性分布。据估计，全球

人群抗一ＨＣｖ流行率为３％ｂ］，但地区差异明
显，如在非洲、亚洲、欧洲南部诸国有较高的
流行率ｎ１。我国属于ＨｃＶ感染低流行区，
２００６年全国病毒性肝炎流行病学调查结果

显示，１～５９岁人群的抗一Ｈｃｖ标化阳性率为
０．４３％ｂ］。本次调查显示河南省１～７５岁人

群抗一ＨＣＶ标化阳性率为０．６４％，其中１～５９
合计１３

００８

７５

Ｏ．５８

４１

０．３２

１９１９５

７８

Ｏ．４１

３７

０．１９

岁人群抗一ＨｃＶ标化阳性率为０．５９％，略高

０．１０％～１．２２％，１３个省辖市人群抗一ＨＣＶ阳性率低

于我国同年龄组人群感染水平，但略低于我国中部

于全省平均值（０．４８％），以平顶山、安阳市感染水平

地区人群的感染水平（０．６７％ｂ１）。

较高，抗一ＨｃＶ阳性率均＞１％；Ｈｃｖ ＩⅢＡ阳性率也

人类对ＨＣＶ普遍易感。但未发现Ｈｃｖ感染率

呈现相同的趋势（表３）。经３（２检验，抗一ＨＣｖ和

在性别间有显著性差异。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河南省

ＨｃＶ ＲＮＡ阳性率在各市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１—７５岁人群抗一ＨＣｖ和ＨＣＶ ＲＮＡ阳性率均随年

（分别为＃＝７５．０３，Ｐ＜０．０１；Ｚ＝７３．７５，Ｐ＜０．０１）。

龄增加而增高，即年龄越小，其阳性率越低，这与相

表３河南省ｌ～７５岁人群丙肝血清学标志物的行政区域分布

关研究结果一致【５＇“。调查还显示，１５３名抗一ＨＣｖ
阳性者中，＜１５岁儿童未发现ＨＣＶ ＲＮＡ阳性者，＞

２５岁人群阳性率较高，这与１—７５岁人群ＨｃＶＩ埘Ａ
随年龄变化的趋势一致。低年龄组ＨｃＶ ＲＮＡ阳性
率较低，与河南省贯彻加强血液安全管理，增强采供
血机构监管，改善医疗卫生水平，提倡安全注射，开
展健康教育宣传等综合防治措施的实施有关。
本次调查还表明河南省丙肝感染呈整体水平低，
而个别地区较高的特点，其原因有待进一步分析。
（本研究为河南省卫生厅委托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的
“河南省乙肝、丙肝、高血压和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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