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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抗体阳性率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Ｘ２＝７．５２７，
Ｐ＝０．００６）。＞３５岁组人群阳性率较高，不同年龄组之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ｆ＝４０，２１６，Ｐ＝０．００１）。０～１６岁组与１７～
３４、３５～４４、４５～５４、５５～６４、≥６５岁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ｆ＝４．４８６，Ｐ＜０．０５；ｆ＝２５．０９０，Ｐ＜０．００１；Ｚ２＝２４．４２１，Ｐ＜
０．００１；）ｃ２＝１９．６９３，Ｐ＜０．００１；ｆ＝２２．６９３，Ｐ＜ｏ．００１）。１７～３４
岁组与３５～４４、４５～５４、５５～６４、≥６５岁组之间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Ｚ２＝７．４４６，Ｐ＜０．０５；Ｘ２：７．０１０，Ｐ＜０．０５；ｘ２＝９．６３６，
Ｐ＜０．０５；］（２＝６，２２３，Ｐ＜０，０５）。家政家务及待业人员、农民、
公务员及职员、离退人员、工人、学生阳性率分别为１９．６５％、

恙虫病发病率居北京市自然疫源性疾病首位ｎ。Ｊ，平谷区

１３．１ｌ％、１２．９９％、１２．０４％、１１．４８％和５．１８％，不同职业人群之间

恙虫病病例占全市９５％以上。为了解平谷区常住人口（连续居

抗体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２＝５５．１６８，Ｐ＜０．００１）。文化

住＞１年）恙虫病东方体的感染水平及分布，开展本项调查。

程度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阳性率依次为

ｌ，对象与方法：２０１２年８一１２月在平谷区将全部乡镇作

１９．１７％、１３．４６％、１２．２４％、１４．４７％和９．０２％。两两比较，文盲阳

为调查地区，每个乡镇按照东、南、西、北、中随机抽取５个

性率高于大学及以上人群（ｚ２＝４．４８７，Ｐ＝Ｏ．０３４，ＯＲ＝Ｏ．４７０，

村，按照６个年龄组不同性别１：１选取常住人口作为调查对

９５％ＣＩ：０．２３ｌ～Ｏ．９５７）。熊尔寨、平谷镇、华山、山东庄、独乐

象，累计调查３２４８人。临床诊断病例信息来源于中国疾病

河、黄松峪、金海湖、东高村阳性率分别为４５．９５％、２３．９６％、

预防控制信息系统。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开展恙虫病感染

２１Ｔ３５％、１８．３３％、１２．５０％、１２．０３％、１１，１ｌ％和１０．８３％，不同乡

问卷调查，并采集调查对象血液标本５ ｍ１。采用ＥＬＩＳＡ检测

镇间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３８８．７５４，Ｐ＜０，００１）。

血清恙虫病抗体水平，阳性者判定为曾经感染。采用

（２）单因素分析：公园晨练、饲养家禽、家禽养在屋内、家

３．０软件建立数据库，利用ＳＰＳＳ １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学

中经常有鼠类活动、接触流浪猫、菜地劳作、播种、野外散步

分析，组间率和构成比的比较采用ｆ检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与游玩、居住在村边或平房、院内地面为泥土地面、养猫、养

分析恙虫病感染影响因素，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犬等因素与恙虫病东方体感染有统计学关联（均Ｐ＜０．０５）。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２．结果：

（３）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

（１）基本情况：３２４８人中，恙虫病抗体阳性３８０人，阳性

意义的变量引入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年龄＞

率为１ １．７０％。女性阳性率为１３．０５％（２１９／１６７８），男性阳性率

３５岁、女性、职业为农民、离退休人员、家务待业人员、从事田

为１０，２５％（１６１／１５７０），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ｘ２＝６，１４０，

间作业、野外晨练、居住在农村、家中饲养家畜家禽与恙虫病

Ｐ＝０．０１３）。按照是否居住在农村进行分层，结果显示，农村

感染有关（Ｐ＜０．０５），见表ｌ。

表１恙虫病感染影响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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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感染人数，结果显示，截止２０１２年平谷区既往感染人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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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练、从事田间作业、居住在农村、饲养家畜家禽、职业为农

田丽丽，黎新宇，吕燕宁，等．北京市登革热病例流行病学特征及

民、离退人员、家政家务及待业为恙虫病感染的影响因素，应
针对以上因素进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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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主要公交线路车站点健康公益广告发布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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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结果与分析：共调查５条公交线路１８２个公交站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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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１４８个（８１．３％）站点有广告牌，２８个（１８．７％）站点无广告
牌。调查的３７２个广告牌中只有１７个（４．６％）为健康广告；市
区公交线路共有１５个（６．８％，１５／２１１）健康广告牌，郊区公交
线路共有２个（１．３％，２／１５）健康广告牌，市区内公交车站健康
相关广告发布多于郊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２＝５．６１，Ｐ＜

Ｐｒｏｇｒａｍ，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０．０５）。四环以内公交路线广告牌无损坏，市郊线路广告牌损

ａｕｔｈｏｒ：ＭＡ日越－如ｉ．Ｅｍａｉｌ：ｃｆｅｔｐｍｈｌ＠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ｉｌｌｂｏａｒｄ；Ｂｕｓ

救（５２．９４％，９／１７），包括交通安全、文明乘车和遵守交通法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ｓｔｏｐ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等；慢性病预防（２９＾４％，５／１７），内容为４０—６９岁居民免费癌

公益广告是指不以盈利为目的，为社会公众切身利益和
社会风尚服务的广告…。而健康相关的公益广告不仅是传

播健康信息的有效途径，也是健康教育的重要手段乜１。为了
解北京市主要公交线路站点健康公益广告发布现况及存在

症筛查；传染病预防（１１．８％，２／１７）内容为结核病防治需知；健
康科学观（５．９％，１／１７），内容为“少开一天车，多添一片绿”。
公益广告是社会宣传的一种有利方式，早在２０世纪４０
年代国外就已出现公益广告。有资料表明，社会经济发达国
家如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公益广告已占到广告发布的

的问题，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１日至１２月１０日开展了现场调查。
１．对象与方法：选取北京市环绕市区的二、三环线及东
西南北走向行驶穿越城区主要公交线路站点的广告牌为研
究对象。广告牌是指公交车站点旁以展示牌为载体形式的
构筑物；健康广告是指内容涉及有益提升大众健康的广告；
广告牌损坏是指展示牌基础组成受损致使不能展示广告内
容。对选定的公交线路所有沿线站点进行现场调查，记录各
站点有无广告牌、广告牌内容及破损情况，对有健康相关的
公益广告牌均现场拍照，确保调查质量。数据采用ＥＤｉ

坏占５．３％（８／１５０）。健康相关广告内容主要有４类：安全与急

ｌｎｆｏ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ｆ检验，分析两组间的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４０％。公益广告有助于公众关心环境保护、唤醒健康意识。
本次调查显示，北京主要公交线路车站健康相关广告牌仅占
调查总数的４．６％，且市区内站点发布多于郊区，郊区公交线
路广告牌也有部分损坏。由此可见现阶段健康公益广告发
展中存在资金投入不足、持续性不够等问题。此外由于城市
和农村发展的不平衡，应注重公益广告题材的比例，在选材
上相对提高对农村、老年人健康问题的关注，了解广告受众
需求，以保证健康公益广告的主题与受众需求间不脱节，有

规划性、有针对性开展有效的健康公益广告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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