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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２年全国和高发省份伤寒、副伤寒

流行特征分析
孙军玲张静马会来常昭瑞
【摘要】

目的分析２０１２年全国伤寒、副伤寒法定报告数据，了解全国疫情态势和高发省份

发病、人群特征变化趋势，为制定全国和高发地区防控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采用描述流行病学
方法分析网络直报信息系统中２０１２年全国伤寒、副伤寒法定报告数据。结果２０１２年全国共报

告伤寒、副伤寒病例１１ ９９８例，死亡３例，发病率为０．８９／１０万。与２０１１年相比，伤寒、副伤寒发病
率上升１．２０％。报告实验室诊断病例６５２２例，占总病例数的５４．３６％，其中伤寒与副伤寒之比为

１．７１：１，副伤寒占３６．８６％。病例均以农民为主，其次为学生和散居儿童，伤寒、副伤寒发病率均以
０～４岁组儿童最高（分别为１．３１／１０万和０．４６／１０万）。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浙江、湖南和新疆为
高发省，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大部分高发省发病率呈明显下降趋势，但广东省下降幅度最小，各高发省
问发病高峰和高发人群有差异。结论２０１２年全国伤寒、副伤寒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发病水平，
而５岁以下儿童是防控重点人群，部分高发省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关键词】伤寒；副伤寒；流行特征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ｙｐｈｏｉｄ／ｐａｒａｔｙ’ｐｈｏｉｄ ｆｅｖｅｒ 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ｈｅｗｈｏｌ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ｎ ２０１２
ＳＵＮＪｕｎ—ｌｉｎ９１一，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９１，ＭＡＨｕｉ．１ａｉ２，ＣＨＡＮＧＺｈａｏ．ｒｕｉｌ．１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ｗａｒｎｉｎｇ ｏｎ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２ Ｃｈｉｎａ Ｆｉｅｌｄ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２２０６，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ｓ：ＣＨＡＮＧ Ｚｈａｏ－ｒｕｉ，Ｅｍａｉｈ

ｃｈａｎｇｚｒ＠ｃｈｉｎａｃｄｃ．ｃｎ；ＭＡ Ｈｕｉ－ｌａｉ，Ｅｍａｉｌ：ｃｆｅｔｐｍｈｌ＠

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ｒｎ

砚厶ｗｏｒｋ

Ｗａ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ａ

ｇｒａ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Ｆｕｎｄｓ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Ｎｏ．２００８０２０２５）．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０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ｙｐｈｏｉｄ，

ｐａｒａｔｙｐｈｏｉｄ ｆｅｖｅｒ ｉｎ ２０１２，ｗｅ ｗｅｒｅ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ｙｐｈｏｉｄ，ｐａｒａｔｙｐｈｏｉｄ
ｆｅｖｅｒ ａ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ｙｐｈｏｉｄ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ｔｙｐｈｏｉｄ ｆｅｖｅｒ 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ＳＯ ａｓ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ｍｏｓｅ ｈｉｇｈ．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Ｗ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ｆｅｖｅｒ
ｄａｔａ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ｙｐｈｏｉｄ
ｐａｒａｔｙｐｈｏｉｄ
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１１ ９９８ ｃ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ｈｏｉ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２０１２．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ｔｙｐｈｏｉｄ ｆｅｖｅｒ ｗｅｒｅ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ｗｉｔｈ ３ ｆａｔａｌ ｏｎｅｓ，ｉｎ ２０１２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ｗａｓ ０．８９ ｐｅｒ

１ ００ ０００．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ｔｙｐｈｏｉｄ ｆｅｖｅ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ｐａｒａｔｙｐｈｏｉｄ ｆｅｖｅｒ ｗａｓ ６５２２ ａｎｄ ｗａｓ
ｆｅｖｅｒ

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

ｄａｔａ

ｇａｔｈｅｒｅｄ ｉｎ ２０ １１．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ｙｐｈｏｉｄ／

１．２０％．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

ｃａｓｅｓ

ｏｎ

ｔｙｐｈｏｉｄ ａｎｄ

ｆｏｒ ５４．３６％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ｃａｓｅｓ，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ｐａｒａｔｙｐｈｏｉｄ

ｆｏｒ ３６．８６％．Ｃａｓｅｓ ｗｅ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ｙｐｈｏｉｄ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ｔｙｐｈｏｉｄ ｆｅｖｅｒ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ｇｅｄ ０－４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１．３１／１００ ０００ ａｎｄ ０．４６／１００ ０００）．Ｙｕｎｎａｎ，Ｇｕｉｚｈｏｕ，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Ｇｕａｎｇｘｉ，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Ｈｕｎａｎ ａｎｄ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ｗｅ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ｙｐｈｏｉｄ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ｔｙｐｈｏｉｄ ｆｅｖｅｒ．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ｓ ｉｎ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ｈｉｇｈ—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ａ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ｔｒｅｎｄ．ｅｘｃｅｐｔ ｆｏｒ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ｄ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３．０１２．００７
基金项目：国家公益性卫生行业科研专项（２００８０２０２５）
作者单位：１０２２０６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处传染病监测预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重点实验室（孙军玲、张静、常昭
瑞）。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孙军玲、马会来）
孙军玲、张静同为第一作者
通信作者：常昭瑞，Ｅｍａｉｌ：ｃｈａｎｇｚｒ＠ｃｈｉｎａｃｄｃ．ｃｎ；马会来，Ｅｍａｉｌ：ｃｆｅｔｐｍｈｌ＠ｈｏｔｍａｉｌ．ｅｏｍ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１２ｆｌ第３４卷第１２期Ｃｈｉｎ
ｏｎｌｙ ｓｈｏｗｅｄ

ａ

ｈｉｇｈ－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ｓｌｉｇｈｔ 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ｏｎ ｐｅａｋ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ｌｙ－ｈｉ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ｅｖｅｎ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ｙｐｈｏｉｄ／ｐａｒａｔｙｐｈｏｉｄ ｆｅｖｅｒ ｗａｓ ｉｎ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ｏｗ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ｓｅｖｅｒｅ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１２

ａ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ｕｎｄｅｒ ５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ｗａｒｒａｎｔｅｄ ｍｏｒｅ ｗｏｒｋ ｔｏ ｂｅ ｄｏｎｅ．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ｉｎ ｓｏｍｅ ｈｉｇｈ－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ｙｐｈｏｉｄｆｅｖｅｒ；Ｐａｒａｔｙｐｈｏｉｄｆｅｖｅｒ；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伤寒、副伤寒是由伤寒沙门菌和甲、乙、丙型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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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沙门菌引起的肠道传染病，是我国法定报告的

２０１１年副伤寒发病率呈逐年下降趋势，其中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下降速度较大，２０１２年比２０１１年略

乙类传染病之一。２０世纪前期，通过提供安全卫生

有增加（图１）。

的饮用水和有效的粪便、污水处理系统，伤寒、副伤

３００００

寒在欧美已得到有效控制…，近些年美国伤寒、副伤

２５０００
＾

寒病例每年仅约３００例，且其中７０％～８０％的病例与
国际旅行有关乜’４１；但南亚、东南亚和非洲的发展中

Ｒ

糕２００００
氇
懊１５０００

ｏ
＜

＼一

斟
烬

国家，伤寒、副伤寒发病率超过１００／１０万，依然是一
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ｆ５ｆ“。１９９０年以前，我国伤
寒、副伤寒发病率在１０／１０万至５０／１０万一１，之后发病
率逐步下降，至２００９年已下降至１．２８／１０万随］，并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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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现出新的流行特征，即部分地区发病仍居高不下，远
超全国平均水平；甲型副伤寒在部分地区的流行逐

２００６

图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我国伤寒、副伤寒报告发病数
和发病率分布

年加重，并时有暴发ｎ］。为进一步掌握我国伤寒、副
伤寒流行现状和变化特点，以及高发省份发病和人

（１）季节分布：２０１２年全年均有伤寒、副伤寒病

群特征变化趋势，对２０１２年全国伤寒、副伤寒法定
报告疫情数据进行分析，为制定全国防控策略和高

例报告，５—９月为发病高峰期，８月发病数最高（图
２），但与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平均发病数相比，５—９月伤

发地区防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寒发病数所占比例由５６．９１％下降至５２．０１％，副伤寒

资料与方法

发病比例由５５．６４％下降至５２．９２％，即伤寒、副伤寒
季节性高发的趋势减弱。

＋２０１２年

伤寒、副伤寒法定报告数据和人口学数据来源

＋２０１１年

于中国“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对２０１２年
全国伤寒、副伤寒病例的季节性特征、人群特征和地
区分布做描述性分析，分析指标包括发病数、发病
率、构成比等。２０１２年伤寒、副伤寒发病率居全国
前五位的省份确定为伤寒、副伤寒的高发省份，对高
发省份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发病率的变化趋势、季节特征
和人群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

果

１．疫情特点：２０１２年全国（港、澳、台未统计在
内）共报告伤寒、副伤寒病例１１ ９９８例，死亡３例，报
告发病率为０．８９／１０万。其中伤寒８８１６例（７３．４８％），
死亡３例；副伤寒３１８２例（２６．５２％），无死亡。与
２０１１年相比，伤寒、副伤寒发病例数分别增加
０．５５％和５．０２％，总发病数上升１．７０％，总发病率上
升１．２０％。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伤寒发病率呈现较大幅
度下降，２００９年有所上升，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年继续呈

下降趋势，２０１２年与２０１１年发病率相似；２００５—

图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我国伤寒（Ａ）、副伤寒（Ｂ）
报告病例的月分布

（２）人群分布：２０１２年伤寒、副伤寒报告病例的
男女性别比均为１．２１：１。按年龄组发病率分析，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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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１２

寒发病率居前５位的年龄组人群为０。４岁组、５。１０
岁组、１０～１５岁组、３０—３４岁组和２５—２９岁组；副伤
寒发病率居前５位的年龄组人群为０～４岁组、２５。
２９岁组、３０—３４岁组、２０—２４岁组和１５一１９岁组，
其中０—４岁组婴幼儿伤寒、副伤寒的发病率均为最
高（分别为１．３１／１０万和０．４６／１０万）值得重点关注（图
３）。伤寒、副伤寒病例的职业构成相似，以农民为主
（分别占４１．３３％和３７．７１％），其次为学生（分别占
１５．０５％和１２．８５％）和散居儿童（分别占１１．８５％和
１１．４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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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１２年全国伤寒（Ａ）、副伤寒（Ｂ）发病率的地区分布

ｆｌ：龄小（岁）

图３

２０１２年我国伤寒（Ａ）、副伤寒（Ｂ）病例的年龄分布

（３）地区分布：除西藏外，全国３０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报告了伤寒、副伤寒病例。伤寒高发地区集

寒、副伤寒实验室诊断病例数＞５０例的省份有１７
个，其中云南比例最高（４７．９４％），其次为四川、河南、
贵州和浙江省（分别为４４．３１％、４３．０７％、４０．９９％和
３９．９３％），新疆的比例最低（４．４４％）。

中在西南部省份和西北部（新疆），发病率居前５位

２．高发省份疫情特点：

的省份依次为云南（５．９３／１０万）、贵州（１．８２／１０万）、

（１）发病率变化趋势：对２０１２年伤寒、副伤寒高

广西（１．７３／１０万）、湖南（１．１７／１０万）和新疆（１．１１／１０

发省份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浙江和新疆做

万）。副伤寒高发地区集中在西南部省份和东部省
份（浙江），发病率居前５位的省份依次为云南（３．５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发病率趋势分析显示（图５），贵州和

１０万）、贵州（０．６４／１０万）、广西（０．４４／１０万）、广东

（０．２８／１０万）和浙江（０．２３／１０万）。２０１２年云南、贵

下降速度相对较快（浙江、贵州伤寒２０１２年发病率
与２００５年相比分别下降了７９．９７％和７３．５１％；副伤

州、广西、广东、湖南、浙江和新疆７省伤寒和／或副伤

寒分别下降了８９．５４％和９５．６３％）；云南、广西和湖南

寒发病率位居全国前５位，病例数之和分别占全国

伤寒、副伤寒逐年下降速度相对缓慢（３省区７年中

伤寒、副伤寒的７７．１２％和８２．０２％，为全国伤寒、副伤

伤寒下降幅度为５５．０８％。５８．５９％；副伤寒下降幅度

寒的高发省份（图４）。

为５６．２０％。７５．２４％）；广东伤寒、副伤寒发病率在７

（４）菌型构成：２０１２年全国报告伤寒、副伤寒实

浙江两省伤寒、副伤寒的发病率变化趋势相似，逐年

验室诊断病例６５２２例，占总病例数的５４．３６％，其中

年中的下降幅度很小（伤寒、副伤寒２０１２年发病率
与２００５年相比分别下降了３２．１０％和４４．７２％）；而新

伤寒与副伤寒之比为１．７１：１，副伤寒占３６．８６％。伤

疆伤寒、副伤寒的发病率均呈波浪式下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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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２０１２年我国７个高发省份伤寒（Ａ）、副伤寒（Ｂ）
病例发病时间分布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均有上升（新疆伤
９

寒、副伤寒２０１２年发病率与２００５年相比分别下降了

８

６５．０９％和７５．４６％）。

７

（２）高发省份发病时间分布特征：２０１２年云南

６

报告伤寒病例数占全国的３１．１７％，７—８月和１０月

５
４

发病数较高，广东、广西高峰期与全国相同（７—８

３

月），浙江、湖南高峰期为６月，贵州为５月，新疆为９
月（图６）。２０１２年云南省报告副伤寒病例数占全国
的５１．１６％，其发病时间曲线与全国的曲线相似，５—

２●Ｏ

６月发病数最高（分别为１８４例和１８３例），７月略有
下降，８—９月上升，１０月后逐月下降。而贵州、广

７

一≮ｏＩ／）姆豢《

６

西、广东、浙江和湖南５个副伤寒高发省份，月度报

５

告发病数最高不超过４０例，广东、湖南７—９月为发

４

病高峰，广西高峰期为９月，贵州和浙江高峰期为８
月（图６）。

３
２
●

（３）高发省份发病人群特征：高发省伤寒年龄别

０
０—５～１０～１５～２０—２５—３０～３５—４０一４５～５０～５５．６０～

发病率结果显示（图７），贵州以１５～２０岁组发病率

年龄组（岁）

最高，其余省０。５岁组儿童发病率均处于较高水
平，广西６０岁以上老年人发病率最高；副伤寒年龄
别发病率结果显示，云南２０。２５岁组和２５～３０岁组
发病率较高，贵州２５—３０岁组和３０。３５岁组发病率

图７

２０１２年我国７个高发省份伤寒（Ａ）、副伤寒（Ｂ）的
年龄组发病率分布

较高，其余高发省０～５岁组儿童发病率均处于较高

动监测数据，其质量受医疗机构诊断、采样、检测、报
告等多重因素影响，虽然不能准确反映全国伤寒、副

水平。

伤寒的疾病负担，但可以了解目前我国伤寒、副伤寒
讨

论

我国法定报告伤寒、副伤寒发病率数据属于被

的流行特点，为制定防控措施和策略提供依据。
２００４年ＷＨＯ公布了全球伤寒的疾病负担数据，将全
球伤寒的发病率水平分为高（＞１００／１０万）、中（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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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万至１００／１０万）和低（＜１０／１０万）３个等级ｂ］。

０～５岁组儿童伤寒、副伤寒发病率均处于较高水

１年全国伤寒、副伤寒发病总数年均环比
下降幅度较大（１５％一２０％），２０１２年全国及各省发

平。Ｂｕｃｋｌｅ等哺１２０１０年对全球伤寒、副伤寒发病率
估算结果表明，５岁以下儿童病例占伤寒病例总数

病率结果显示我国总体和各省级发病率水平均属于

的５７．７％，特别是在南非、南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

低发病率地区。这可能与我国农村地区改水改厕工

该年龄组儿童的发病率在１０００／１０万以上。尼泊尔

作不断推进，对食品卫生监督力度的加大，诊断、治

的一项研究表明，５岁以下儿童不仅发病率高，其并

疗水平的提高，人群健康卫生意识的不断增强以及

发症发生率和住院率也高陋０｜。因此关注５岁以下儿

近些年广西、贵州和云南等伤寒、副伤寒高发地区干
预项目的开展和推广等有关阳。１ ２Ｉ。２０１１年全国伤

童伤寒和副伤寒的发病，调查其高发的危险因素，并

寒、副伤寒达到一个历史新低（０．８８／１０万），２０１２年

作中的一个重点。

２００１－－２０１

开展相应的干预研究将是今后伤寒、副伤寒防控工

全国伤寒、副伤寒发病率比２０１１年略有上升（升高

只要人群带菌状态的确认与清除不能有效进

１．２０％），这与伤寒、副伤寒菌株耐药性增加和不规范

行，人群卫生习惯和居住条件差且不能提供安全饮

治疗造成带菌者增多有关，或与气候变化等因素有

用水、卫生食品、良好卫生设施（污水、污物处理系

关，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统），那么伤寒、副伤寒将保持地方性流行状态。王

了解伤寒、副伤寒的发病与构成，对于危险因素

鲁茜等乜“研究表明，伤寒、副伤寒的地方性流行，也

的识别、防控策略的制定至关重要。有研究证明，个

与气温、降雨量和湿度等气候因素有关。２０１２年云

人卫生、居住条件等家庭因素可能是伤寒最重要的

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浙江和新疆７省区伤寒、

危险因素，路边食品、饮水污染等家庭外因素对副伤

副伤寒病例数之和分别占全国的７７．１２％和８２．０２％，

寒传播更为重要口３Ｉ。本分析中，２０１２年全国法定报

呈地方性流行特点，与闫梅英等ｎ１、常昭瑞等阳１对

告病例中伤寒与副伤寒之比为２．７７：１，实验室诊断

１９９５－－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９年全国伤寒、副伤寒分析结果

病例中伤寒与副伤寒之比为１．７１：１，副伤寒比例均

相似。加强高发地区防病工作，能有效地降低全国

高于ＷＨＯ在２０００年对伤寒、副伤寒疾病负担的估

发病水平。董柏青等陋２１也认为，伤寒、副伤寒的防控

算（４：１）ｂ］，也高于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控
制手册（第１８版）提到的比例（１０：１）ｎ“，与２００９年

应依据科学确定重点防治区域，针对重点流行地区

全国伤寒、副伤寒监测数据分析结果相近ｎ ３。江苏

的发病率，减少暴发疫情的发生。我国７个高发省

伤寒疫情报告质量调查发现伤寒实验室诊断病例

份发病率变化趋势显示，大部分省份发病率均有显

（２５５例）中细菌培养阳性仅占６．６７％（１７例）”“。湖南

著下降，其中广东省下降幅度最小且其排位上升至

省伤寒住院病例培养率仅为１．５９％［１ ６｜，广西等省份也

全国第４位，建议进一步重视该地区的防控工作，将

存在病原学诊断比例低的问题ｎ”。因伤寒、副伤寒
实验室诊断多数是以肥达反应结果为主要依据，细

其纳入全国伤寒、副伤寒重点监测系统。高发地区

集中力量、准确实施预防控制措施，全面降低高发区

菌培养比例较低，而肥达反应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差，

的发病时间分析和人群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省份伤
寒、副伤寒的发病高峰时间、重点防控人群不尽相

特别是对甲型副伤寒其可靠性低，需要以细菌培养
结果为准，因此本文伤寒、副伤寒的菌型分布结果不

同，所以在高发地区开展专项调查研究，分析不同
地区的特点和疫情传播的危险因素，实施有针对性

能真实反映其菌型分布，在使用本文结果时需要谨

的干预措施才能尽快降低当地的伤寒、副伤寒发病

慎。全国伤寒、副伤寒重点传染病监测数据内容，以

水平∞１。

细菌培养为主陋３，可对部分高发地区的菌型构成结
果做补充。
安全饮水和卫生设施等控制措施尚未完善的情
况下，预防接种仍是伤寒防控的一项重要措施ｎ

８】。

伤寒Ⅵ多糖菌苗和Ｔｙ２１ａ减毒口服活菌苗是ＷＨＯ
推荐使用的两种伤寒疫苗，但其接种对象均需年
龄＞２岁ｎ ９Ｉ。对２０１２年全国总体疫情分析可见，０。
４岁组婴幼儿伤寒、副伤寒发病率均为最高，分别达
１．３１／１０万和０．４６／１０万；７个高发省份大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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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张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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