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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三类重点老年群体中活动性
肺结核患病率调查
李曙光 张修磊 朱丽
【摘要】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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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65 岁肺结核可疑症状者、糖尿病患者、肺结核密切接触者（三类重点

人群）中活动性肺结核患病率。方法

采用目的抽样方法选择山东省 3 个县市为研究现场，利用

当地≥65 岁老年人健康体检项目，并纳入肺结核检查，对 2013 年 1－9 月登记的三类重点人群实施
X 线胸片和痰涂片检查。结果

9 041 名检查对象中共检出活动性肺结核 82 例，受检者中粗患病

率为 9.1‰。肺结核可疑症状兼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可疑症状者中活动性肺结核患病率分别
为 115.0‰、3.4‰、0.9‰，糖尿病兼肺结核密切接触者、肺结核可疑症状兼密切接触者及密切接触
者中均未检出活动性肺结核；不同老年人群活动性肺结核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97.478，
P＝0.000）。糖尿病患者中活动性肺结核患病率是非糖尿病患者的 18 倍（RR＝17.951），是肺结
核可疑症状者的 4 倍（RR＝3.860）；单因素分析显示糖尿病与活动性肺结核的患病率具有相关性
（χ2＝46.637，P＝0.000），糖尿病患病时间延长，其发生肺结核的危险性增高（RR＞1）。结论

患糖

尿病的老年群体中活动性肺结核患病率较高，应对糖尿病患者、肺结核可疑症状者实施重点人群
筛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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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nduct a survey on the prevalence of active pulmonary
tuberculosis among 65 year olds or above. Study subjects would include those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TB suspicious symptoms，diabetes and close contacts. Methods Purpose-sampling method was
applied to choose 3 counties in Shandong province as the study sites，relying on the local basic public
health service，for those elderly under 65 years old or above. The study team would introduce the
process and contents of this study to the subjects followed by chest X-ray and sputum smears on those
registered tuberculosis suspects，patients with diabetes，TB close contacts in the past 2 years，from
January to September，2013. Results 82 active pulmonary TB cases were identified among 9 041
cases who received the examination，with a crude prevalence rate as 9.1‰. From patients having both
suspicious TB and diabetic symptoms，patients with diabetes or having suspicious symptoms of TB，the
prevalence rates of active TB were 115‰，3.4‰，0.9‰ respectively. No active pulmonary TB case was
found in the TB close contacts，patients with diabetes，or those people with suspicious TB symptoms.
TB prevalence rates among all the above mentioned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χ 2＝697.478，
P＝0.000）. Prevalence rate of active pulmonary TB with diabetes was 18 times（RR＝17.951）higher
than those non-diabetic patients，and 2 times higher than those with suspicious symptoms （RR＝
3.860）. Results from single factor analysis showed that diabetes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evalence
of pulmonary tuberculosis（χ 2＝46.637，P＝0.000），the longer duration of diabetes and the higher risk
of tuberculosis（RR＞1）. Conclusion Our data showed that active pulmonary TB prevalence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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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in elderly diabetes patients which suggesting that‘Key crowd screening program’should be
introduced into case-finding strategy on TB，with special focus on TB patients with diabetes or those
people having suspicious symptoms of TB.
【Key words】 Pulmonary tuberculosis；Diabetes；Suspect；Close contact；Elder

2010 年全国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60 岁

长、结核病防治所所长、乡镇卫生院院长等进行访

老 年 肺 结 核 患 者 占 ＞15 岁 全 人 群 患 病 例 数 的

谈，建立结核病长效筛查机制。③由省、市级结核病

48.8%，该人群发病高峰出现在 65 岁后，但同期全国

防治机构主要负责方案设计与质控，县级机构负责

结核病防治规划框架内老年肺结核患者登记数仅占

基线调查、培训与诊断，乡镇卫生院健康体检小组负

20% ；高血糖是结核病发病的高危因素，同期我国

责查体组织、登记、摄片及转诊等。

［1］

全人群中 2 型糖尿病的患病率已达 9.7% ；此外，鉴
［2］

3. 标准及定义：①肺结核可疑症状者：出现咳

于活动性肺结核的密切接触者有更多的暴露机会，

嗽、咳痰≥2 周或咯血、痰中带血、胸闷、胸痛、低热、

且老年密切接触者发病率理论上也应高于一般人

盗汗、乏力、食欲减退和体重减轻等肺结核可疑症

群。目前鲜见针对老年人、糖尿病、密切接触者等高

状［3］。通过问卷筛查获得该指标数据。②2 型糖尿

危因素叠加效应下活动性肺结核发现效率的报道。

病患者：诊断标准参照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

为此本研究选择 2013 年山东省曲阜、邹平、文登市

［4］
2010 年修订的“中国 2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
，即糖

（县），借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65 岁老年人

尿病症状＋随机血糖≥11.1 mmol/L（200 mg/dl），或

健康体检平台，将肺结核检查纳入体检项目，了解老

FPG≥7.0 mmol/L（126 mg/dl），或 OGTT 中 2hPG≥

年人群中肺结核的患病和检出情况。

11.1 mmol/L（200 mg/dl）。该指标数据通过居民健

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采用目的抽样法 2013 年 1－9 月选

康档案或血糖检测确诊获得。③活动性肺结核患者
密切接触者：指 2011－2012 年期间与在当地结核病
防治机构登记的痰涂片阳性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的

取山东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开展较好的曲阜、

老年人。该指标数据由当地结核病防治所通过基线

邹平、文登市（县）为现场，通过将肺结核检查纳入当

调查获得。④活动性肺结核患者：指有肺结核可疑

地≥65 岁老年人健康体检项目，进行肺结核筛查登

症状，且胸片结果显示有斑片状阴影或是结核空洞，

记。纳入标准为≥65 岁，糖尿病患者或新发糖尿病

或者粟粒状播散病灶。其中痰涂片检查阳性者称为

患者，2 年内活动性肺结核的密切接触者（三类重点

涂阳患者，反之称为涂阴患者［3］。该指标数据通过

人群）；排除标准为因行动不便、交通等因素未参与

拍摄 X 线胸片（CR/DR 电子影像片）、荧光显微镜下

体检者。共登记≥65 岁老年人 9 044 例，对其中的

痰涂片检查获得。

9 041 例开具免费胸片检查单，实际拍摄胸片 8 418

4. 统计学分析：采用 Microsoft-Access 软件建立

例。三类重点人群按照是否同时具备其他两种特征

数据库，糖尿病患病年限等定量数据采用 x±s 表示，

进行组合，即可疑症状者兼糖尿病患者、可疑症状者

定量数据的比较采用两样本 u 检验，构成比、检出率

兼密切接触者、糖尿病患者兼密切接触者。

等定性数据的比较采用χ2 检验，采用 RR 值描述高危

2. 研究方法：①对健康体检登记的三类重点人
群拍摄正位 X 线胸片或 CR/DR 影像片，其中胸片异

因素下肺结核的发病强度，数据均经 SPSS 17.0 软件
进行统计学处理，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常的疑似肺结核患者转诊至当地结核病防治所进行

结

痰涂片检查，并诊断是否患活动性肺结核，计算检出

果

率和分析两种以上高危因素的叠加效应。②选取当

1. 样本人群概况：
见表 1、2。

地卫生局居民健康档案主管人员、慢性病管理科科

2. 登记人群中肺结核检查情况：登记人群中胸

表1

山东省 3 个市（县）三类重点及其他分类人群肺结核筛查登记情况

肺结核
糖尿病
活动性肺结核
市(县)
可疑症状者
患者
密切接触者
邹平
984(61.7)
425(26.6)
36(2.3)
曲阜
1 841(37.8)
2 479(51.0)
112(2.3)
文登
656(25.4)
1 760(68.1)
0(0)
合计
3 481(38.5)
4 664(51.6)
148(1.6)
注：
括号外数据为人数，
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可疑症状兼
糖尿病患者
124(7.8)
390(8.0)
145(5.6)
659(7.3)

可疑症状兼
密切接触者
15(0.9)
17(0.3)
3(0.1)
35(0.4)

糖尿病患者兼
密切接触者
11(0.7)
25(0.5)
21(0.8)
57(0.6)

合计
1 595
4 864
2 585
9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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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中活动性肺结核的患病率是非糖尿病

三类重点及其他分类人群肺结核筛查登记基本信息和摄胸片情况
性别
（男/女）

分 类

年龄
(岁)

开具胸片
检查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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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 18 倍（RR＝17.951），单因素分析显

拍摄
胸片数

肺结核可疑症状者

1 669/1 812

69.4±5.2 3 478(99.9)

糖尿病患者

2 073/2 591

72.4±5.9 4 664(100.0) 4 165(89.3)

示糖尿病与活动性肺结核的患病率具有

3 455(99.3)

相关性（χ2＝46.637，P＝0.000）
（表 5），并伴

68/80

68.4±5.2

148(100.0)

146(98.6)

随糖尿病患病时间的延长，发生肺结核的

可疑症状兼糖尿病患者

278/381

68.9±7.3

659(100.0)

565(85.7)

危险性越高（表 6）。

可疑症状兼密切接触者

19/16

70.2±6.5

35(100.0)

35(100.0)

糖尿病患者兼密切接触者

26/31

70.7±5.9

57(100.0)

52(91.2)

活动性肺结核密切接触者

合 计

讨

9 044(4 133/4 911) 71.5±9.1 9 041(100.0) 8 418(93.1)

论

2010 年全国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显

注：
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比例（%）

示老年人是活动性肺结核的高发人群。而

片检查异常比例为 4.7%，胸片异常者接受痰检比例

未就诊的有症状老年肺结核患者比例超过 50%［5］。

为 59.4%，共检出活动性肺结核 82 例，受检者中活动

鉴于活动性肺结核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有更多的暴露

性肺结核患病率为 9.1‰，其中痰涂片阳性 13 例，涂

机会，Erkens 等［6］提出从活动性肺结核患者的密切

阳肺结核患病率为 1.4‰（表 3）。

接触者中筛查应作为发现患者的优先策略。
“中国结

表3

山东省 3 个市（县）肺结核登记人群检查情况

市(县)

登记
人数

胸片
异常 a

胸片异常者 活动性肺
痰检例数 b 结核例数 b

邹平

1 595

79(5.1)

67(84.8)

11(16.4)

2(3.0)

曲阜

4 864

262(5.8)

115(43.9)

66(57.4)

11(9.6)

文登

2 585

51(2.2)

合计

9 044

392(4.7)

51(100.0)
233(59.4)

5(9.8)
82(35.2)

涂阳
例数 b

0
13(5.6)

注：a 括号内数据为开具免费胸片检查单中胸片异常比例（%）；
b
括号内数据为胸片异常者痰涂片检查的检出比例（%）

3. 不同人群中肺结核检查情况：三类重点及其

核病防治规划实施指南”
（指南）将咳嗽、咳痰≥2
周、咯血或血痰等肺结核可疑症状者作为活动性肺
结核发现的主要关注对象。本研究中登记的 3 481
例肺结核可疑症状者（不含同时具备其他高危因素
者）中，胸片异常率（0.8%）与活动性肺结核检出率
（0.9‰）均 低 于 6 类 人 群 的 平 均 水 平（4.7% 和
9.1‰）。指南中虽未明确将糖尿病患者作为活动性
表 4 三类重点及其他分类人群中肺结核检查结果
胸片
异常 a

分 类

他分类人群中胸片异常比例不同（χ ＝2 198.139，
2

P＝0.000），由高到低排序为：可疑症状兼糖尿病患

肺结核可疑症状者

28(0.8)

者、糖尿病患者兼密切接触者、可疑症状兼密切接触

糖尿病患者

97(2.3)

者、糖尿病患者、可疑症状者、密切接触者（表 4）。6

活动性肺结核密切接触者

类人群中检出活动性肺结核 82 例，其中可疑症状兼

可疑症状兼糖尿病患者

糖尿病患者中检出活动性肺结核 65 例，占检出总例
数的 79.3%，该群体患病率为 115‰；糖尿病患者中
检出 14 例（17.1%），患病率为 3.4‰；肺结核可疑症
状者中检出 3 例（3.7%），患病率为 0.9‰；密切接触

胸片
活动性肺 涂阳肺
异常者
结核 a，b 结核 a，b
痰检阳性
3(10.7)

3(100.0)

1(33.3)

48(49.5) 14(29.2)

0

0

1(2.1)

0

0

252(44.6) 173(68.7) 65(37.6)

可疑症状兼密切接触者
糖尿病患者兼密切接触者

4(11.4)

1(25.0)

0

11(21.2)

8(72.7)

0

11(6.4)
0
0

392(4.7) 233(59.4) 82(35.2)

合 计

13(5.6)

注：a χ2＝2 198.139，χ2＝697.478，P＝0.000；b 括号内数据为胸片
异常者痰涂片检查的检出比例(%)

者中未检出活动性肺结核病例。6 类人群的活动性

表5

肺结核患病率有差异（χ ＝697.478，P＝0.000），由高

糖尿病

排除结核
例数

合计

至低依次为：可疑症状兼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患者、

活动性肺
结核例数

检出率
(‰)

是

79

5 301

5 380

14.9

可疑症状者、糖尿病患者兼密切接触者（可疑症状兼

否

3

3 661

3 664

0.8

密切接触者、密切接触者）。据此计算，可疑症状兼

合计

82

8 962

9 044

9.1

糖尿病患者中活动性肺结核的患病率是肺结核可疑

注：
χ ＝46.637，
P＝0.000；RR＝17.951，
95%CI：
5.663～56.883

2

症状者的 133 倍（RR＝132.5），糖尿病患者中活动性
肺结核患病率是可疑症状者的近 4 倍（RR＝3.860）。
4. 糖尿病与活动性肺结核发病的相关性：5 380
例老年糖尿病登记患者中，糖尿病患病时间 1～40

糖尿病与非糖尿病患者活动性肺结核检出率

2

表 6 不同糖尿病患病年限老年患者中活动性
肺结核检出情况
糖尿病
患病年限

糖尿病
例数

活动性肺
结核例数

RR 值

1～

2 997

34

1.000

年，平均患病（5.227±3.995）年；肺结核患者糖尿病

5～

1 700

22

1.182

患病时间 1～16 年，平均（7.215±5.016）年。糖尿病

≥10

683

27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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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结核的筛查对象或发现对象的目标人群，但越来

Press，
2011：
16-18.（in Chinese）

越多的报道显示，肺结核住院患者中合并糖尿病的

王宇. 全国第五次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资料汇编［M］. 北

比例较高［7］，或者糖尿病住院患者中检出肺结核的
比例较高［8］。本研究接受结核检查的 4 165 例糖尿

京：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2011：16-18.
［2］Zhang J，Dong Z，Li G，et al. A cross-sectional study on risk
factors of associated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among adults

病患者（不含同时具备其他高危因素者）中，胸片异

in Beijing［J］. Chin J Epidemiol，2011，32（4）：357-360. （in

常率（2.3%）均高于可疑症状者、密切接触者中胸片

Chinese）

异常比例（0.8%），活动性肺结核检出率（3.4‰）是可

张京，董忠，李刚，等. 北京市居民 2 型糖尿病现况调查和危险

疑症状者中检出率的近 4 倍（RR＝3.860）。若将糖
尿病患者合并可疑症状的受检者考虑在内，糖尿病

因素研究［J］.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11，
32（4）：357-360.
［3］Xiao DL，Zhao MG，Wang Y. China Guildline for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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