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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一起学校水痘暴发的
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郑庆呜

曾华堂王铁强

【摘要】

梅树江

刘义王广力

张顺祥

目的探讨学校水痘暴发疫情的流行病学特征、传播因素和扩散方式，明确疫情控

制的难点。方法根据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和步骤，确定病例定义并完成病例搜索，描述病例

三间分布特征，重点分析可能的传播因素与该起疫情间的关系，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探讨相关传
播因素。结果该起水痘暴发的总罹患率为４．４％（１２２／２７４２），小学生罹患率（８．３％，１１８／１４１９）明
显高于初中生（０．３％，４／１３２３），但小学生罹患率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疫情波及全校９个年
级２２个班，罹患率最高的是五年级（２３．７％）和三年级（１３．４％），呈现明显的班级聚集性。该起疫情
为人与人接触传播，共持续７２ ｄ，出现４个发病高峰。“军训”促成疫情在首发病例的班级内传播，
而疫情期间全校组织学生健康体检，又引发疫情的跨年级传播；未及时有效的落实隔离措施，是该
起水痘在班级内传播的原因，但参加校外辅导班和乘坐社区免费接送车与疫情扩散的关联无统计
学意义。该起疫情突破性水痘病例占所有病例的５２．５％（６４／１２２），病例均接种过一剂次水痘减毒
活疫苗（ｖａｒｖ），从接种到发病的时间中位数为７年，接种疫苗与病程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可
能由于ＶａｒＶ剂次不足或接种疫苗年限较长而引发疫情。结论水痘暴发是学校重要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隔离措施难于落实，且跨班级的疫情传播链一旦形成，一般性的控制措施很难在短时
间内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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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痘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
传染病，由于其较长的传染期和高度的传染性，常在

成既往水痘患病史、参加校外辅导班和交通方式情
况等调查。

学校等易感者聚集的集体内暴发和流行，已是近年

（３）暴发特征和传播因素分析：采用描述性流行

来最常见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ｎ剖。２０１２年１０—１２

病学方法，明确病例的三间分布特征；采用描述性统

月深圳市某学校发生一起水痘暴发疫情，深圳市光

计分析、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探讨相关传播因素。

明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深圳市现场流行病学
培训项目（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４．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ｘｃｅｌ软件进行数据整理与

Ｆｉｅｌｄ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绘图；水痘病例三间分布特征分析采用率、）Ｃ２检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ＺＦＥＴＰ）学员联合开展了调查和处置，并
分析该起暴发疫情的流行病学特征和传播因素，探

等，通过Ｅｐｉｌｎｆｏ软件完成；二项分布拟合优度检验
通过Ｅｘｃｅｌ软件完成。

讨水痘暴发疫情控制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对象与方法

结

果

１．概况：该校分小学和初中部共９个年级５２个

１．调查对象：为深圳市某学校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６

班；在校学生２７４２人，其中小学部１４１９人，初中部

日至１２月２８日所有水痘病例，及首发病例班级和部

１３２３人；学生全部走读，无校车、食堂和学生宿舍，

分罹患率较高班级的全部学生。病例定义为２０１２

部分学生乘坐社区免费班车（共１６辆）上下学；教学

年１０月１日以来该学校学生中出现水痘样皮疹，并

楼５层，ｌ层为架空层，２～５层为教室。水痘疫情期

在医院或社区健康服务中心被诊断为水痘者。突破

间该校组织过两次集体活动（１０月１５—１７ Ｅｔ五、六

性水痘病例定义为符合上述水痘病例定义，且此次

年级学生在某教育基地军训；１１月１２—１３日全校学

发病前曾接种过水痘减毒活疫苗（ＶａｒＶ）。

生健康体检）。

２．调查内容：全部水痘病例的基本特征、发病日

２．发病特征：该校此次疫情共有１２２例水痘病

期、诊断日期、痊愈日期、临床症状、ＶａｒＶ接种史等；

例，均出现水痘样皮疹（１００．０％），发热（≥３７．５℃）者

部分水痘罹患率较高班级全部学生的既往水痘患病

占２９．５％（３６／１２２）；病程１～２２ ｄ（Ｍ＝７ ｄ）。突破性

史、参加校外辅导班和交通方式情况等；疫情期间该

水痘病例占５２．５％（６４／１２２），所有病例均接受过一剂

校组织的集体活动及详细经过；学校基本资料和传

次ＶａｒＶ，接种年限为８６ ｄ至１０年（Ｍ＝７年）。ＶａｒＶ

染病管理等情况。

接种时间＞３年者占９３．７５％，＞５年者占８４．３７％。

３．调查方法：

接种ＶａｒＶ者与未接种者相比，病程差异无统计学意

（１）病例搜索：１１月１６日接到学校疫情报告后，
调查组人员通过该校缺勤报表和进入班级开展病例

义（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检验，Ｚ＝一０．０３７，Ｐ＝０．９７１）。
３．流行病学特征：本次水痘暴发总罹患率为

搜索。随之在该校启动应急监测，班主任每日组织

４．４％（１２２／２７４２），其中小学生罹患率（８．３％，１１８／

晨检，将可疑水痘病例和因病休假者的信息报告到

１４１９）明显高于初中生（０．３％，４／１３２３）。小学生男女

校医处，由校医追踪并指导其就医和隔离。所有可

罹患率分别为８．８％（７４／８４０）和７．６％（４４／５７９），差异

疑水痘病例均被推荐到医院或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就

无统计学意义（）ｃ２＝１．２４，Ｐ＝０．２６）。本次疫情共波

诊，并将诊断证明交至校医登记。

及全校９个年级中的２２个班级，罹患率最高的年级

（２）资料收集：设计调查表，向学生和家长询问，

是五年级（２３．７％）和三年级（１３．４％），病例数占全部

完成所有水痘病例的一般情况、患病信息和ＶａｒＶ接

病例的６６．４％。根据水痘罹患率进行分类，水痘疫

种史等调查；同时与班主任协助对相关班级学生完

情严重的班级（罹患率≥３０％）有３个，分别为五（３）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９月第３４卷第９期Ｃｈｉｎ

·９０８·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９

班、五（１）班、三（３）班；水痘疫情较严重的班级（罹患

（１４～２１ ｄ），１１月２７日至１２月３日出现第３个发病

率≥１０％）有５个，分别为一（６）班、五（４）班、六（３）

高峰（图２）。经调查１１月１３一１５日期间共有１３名

班、四（４）班、五（２）班。水痘疫情严重班级均在教学

学生发病，均在１３日参加健康体检；这１３名学生除

楼三楼，水痘疫情较严重班级中３个在三楼，２个在

１名三（３）班学生外，其余均为五年级学生。由于五

二楼，其余楼层的疫情相对平稳。对２２个班级病例

（１）班至五（４）班和Ｚ（３）班的水痘疫情以班级内传

发病聚集性进行二项分布拟合优度计算，表明病例

播为主，因此剔除这５个班级的水痘病例后，绘制１１

分布有班级聚集性（合并Ｚ＝８．５７Ｘ １０７，Ｐ＜０．００５）。
首发病例出现在１０月１６日，分别于１０月３０日

月１３日参加体检的班级中于１１月２６日至１２月３日

至１１月２ Ｅｌ、１１月１２—１４日、１１月３０日至１２月２

至１２月３日期间共有５个班级１２名学生在１３日体

Ｅｌ、１２月１５—１８ Ｅｌ出现４个发病高峰，各峰间隔为

检中被传染，且４个班级的首发病例均是在此期间

ｄ。疫情期间该校举行两次集体活动，尤其

发病。结果提示，该校１２—１３日的学生体检活动提

是全校学生体检可能与疫情的扩散有关。从区疾病

供了全校学生间的交叉感染机会，导致了水痘疫情

预防控制中心介入调查并采取控制措施后，此次疫

跨年级传播。

１３。１８

发病时间曲线图（图３）。由潜伏期推测，１１月２６日

情经历约４５ ｄ（图１）。提示本次疫情以班级和年级

４

内人与人接触传播方式为主；传播链形成后，一般性

２

的控制措施没有在短时间内显效。

０

２０

８

１８

６

鑫基霉
１６

４
１４

墅１２

，一

蓬１０

Ｏ

８
６

时问
４
２

图２

２０１２年深圳市某校学生体检与水痘发病高峰的关系

０
，一

１０月

１１月

１２月
０

时间

图１

８

２０１２年深圳市某校水痘病例发病时间分布

６

彝毫攀

４．传播因素：

４

（１）军训：本次疫情首发病例于１０月１５日随该
校五、六年级学生在深圳市某教育基地军训，１６

２

Ｅｔ

晚发病，颜面出现疱疹，但未被隔离；１７日该名学生

Ｏ

胸、腹、面部相继出现丘疹、疱疹，并于当日晚与其他
同学返校后经医院诊断为“水痘”。首发病例的五
（３）班共有学生５２人，军训期间住在４间宿舍，接触

时间

图３

２０１２年深圳市某校学生体检活动
可能导致水痘交叉感染

密切。根据水痘潜伏期（１４～２１ ｄ）推算，ｌＯ月３０日
至１１月７日该班发病的７人均为二代病例。军训期

（３）隔离措施不及时：发病后未及时隔离的２ｌ

间与首发病例同寝室的学生水痘二代罹患率高于其

例分布在９个班级，其中６个班级水痘罹患率＞

他寝室（ＲＲ＝５．０，９５％ＣＩ：１．３～１０．０）。

１０％。这些未及时隔离的病例，是造成班级内水痘

（２）体检：１１月１２—１３日该校在教学楼三楼活

传播的原因。由图４示，１１月１８ Ｅｌ之前该校水痘病

动室为全校学生健康体检。其中１２日参加体检的

例共计３２例，其中未及时隔离病例１５例，即在该起

年级依次是七、六、一和九年级，１３日参加体检的年

疫情介入调查前，并未引起学校重视，没有及时采取

级依次是五、四、三、二和八年级。１１月１３—１７日为

隔离措施导致传染源在班级内传播，随后的全校学

该校水痘疫情的第２个发病高峰，经过一个潜伏期

生聚集性活动，又进一步造成疫情扩散，形成了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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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间的传播链，表现为疫情更大范围传播。

一般性的控制措施在短时间内难以显效。如针对本
次疫情采取的控制措施包括落实晨检制度和隔离措

——

口技Ｉ付黼＾ ％ｆ 与例

施，教室通风和消毒，动员学生自愿接种水痘疫苗，

●未及时日 自｛ ％俩例

罹患率较高班级停课，卫生知识宣传和教育等一般
性措施＂删。但这些措施其效果有限，即使区疾病预

－＿

防控制中心介人调查后并加强控制措施，疫情仍经
——

——

■ 一
●
７Ｉ Ｈ『Ｉｄ １２ｌ ３

历一段时间才结束。

一

ｌｌ
１６ｌ

一
■

一

＿ ＿ ■

■

■

Ｉ：

２４

３（

８

广

６Ｉ

＿
１２

］］ｎ

１８Ｉ叫ｂｄ

∽｛ｊｊ

图４

２０１２年深圳市某校水痘暴发期间未及时隔离病例的
发病时间分布

该起水痘暴发疫情及控制实践提示：①按有关
管理要求，水痘病例的隔离期限是疱疹结痂后５

ｄ，

但由于症状轻预后良好，隔离期未满的患病学生经
常是提前返校。因此需要进一步明确合理的隔离
期限及其如何落实。②停课是疫情控制的有效手
段，但水痘潜伏期长，因此停课措施往往难以有效
落实。③ＶａｒＶ应急接种是控制水痘暴发的特异性

（４）校夕ｔｑ，ｂ习班和交通方式：采用回顾性队列研

措施［１１。１２１，但由于ＶａｒＶ未纳入我国儿童免疫规划程

究方法探讨在校外辅导班和部分学生搭乘社区班车

序，且费用昂贵，加之水痘潜伏期较长，应急性接种

两因素是否与此次水痘疫情扩散有关。以罹患率较

者仍可能在此期间发病，使得这一特异性措施难以

高的７个班级共３８５名学生为调查对象，排除既往水

实施。

痘病史者７９名，分别按照是否具有上述两因素区分

本次水痘暴发疫情中，突破性病例６４例（占所

为暴露组和非暴露组，以介入调查之日加上水痘平

有病例的５２．４％）。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些病例均曾

均潜伏期为时间点，在此时间点之前患水痘的５６名

接受过一剂次ＶａｒＶ，从接种到发病的时间中位数为

学生确定为病例，其余２５０名学生为非病例。由表１

７年，接种与未接种ＶａｒＶ两组相比，病程差异无统计

可见，是否参加校外辅导班和乘坐社区班车两因素

学意义。提示可能由于ＶａｒＶ剂次不足或接种年限

与此次水痘疫情扩散的关联性无统计学意义。

较长，使接种者失去免疫力而发病。目前ＶａｒＶ的接

表１

２０１２年深圳市某校水痘疫情与学生参加校外补习班
和乘坐社区班车的关系

传播因素

发病人数未发病人数罹患率（％）Ｒ尺值（９５％Ｃ／）

种剂次与水痘发病和传播的关系，已经成为国内外
研究的热点¨３。１８】，但本次调查没有追踪到未患水痘
学生的既往ＶａｒＶ接种史，未能得出既往疫苗接种与
水痘发生和传播关系的结论。
［本文为深圳市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２０１２０４２３）、深圳市科
技项目（２０１３０３２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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