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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睢阳区肺结核病流行病学分析及

病原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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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临床医学院预防医学教研室，河南 商丘４７６０００；２．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基础医学部

生理学教研室；３．商丘市睢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摘要】　目的　分析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肺结核病患者资料，了解该地区结核分枝杆菌的耐药情况，为

结核病防控措施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统计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睢阳区肺结核病报告数据资料，分析肺结核的发病

规律，并检测分离菌株对常用抗结核药物的耐药性。　结果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睢阳区共报告肺结核病４８２７例，其中新发

结核病１３６２例，呈逐年下降趋势，年均发病率为３２．３１／１０万。新发肺结核患者主要集中在１０～７５岁，占９７．２１％。其

中１６～２５岁占２６．１４％。女性病例数４１３例，占新发病例数的３０．３２％；男性９４９例，占６９．６８％。职业分布中居前３位

的依次为农民、家务待业及学生，其中以农民患者居多，占７９．６６％。肺结核病一年四季均有发生，但主要集中在３－５

月，４月为发病高峰。从３００例肺结核患者的痰液标本中分离培养出３００株结核分枝杆菌，５种痰液类型中结核杆菌检

情况为：粘液痰检出１９株，占６．３３％；浆液痰２５株，占８．３３％；干酪样痰６９株，占２３．００％；脓样痰３９株，占１３．００％；血

样痰１４８株，占４９．３３％。３００株结核杆菌中有５８株菌对常用抗结核药物不同程度耐药，总耐药率为１９．３３％，其中对氧

氟沙星的耐药率为８．００％，乙胺丁醇及卡那霉素耐药率分别为０和０．３３％。耐药相关因素分析显示，性别、吸烟、治疗

类型、规律服药与肺结核耐药有相关性（均犘＜０．０５）。　结论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睢阳区肺结核发病率呈缓慢下降趋势，

青年、男性、农民及学生为高发人群，是该地区肺结核病的防治重点，且性别、吸烟、治疗类型、规律服药与结核病耐药相

关。应制定针对性的防治措施，进一步控制肺结核病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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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ｏｒｔｓｉｎｔｈｉｓａｒｅａ．Ｇｅｎｄｅｒ，ｓｍｏｋｉｎｇ，ｔｙｐｅ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ｙｐｅ，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ｒｌｙｔａｋ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ｒ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ｔｕ

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结核病是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经

呼吸道传染，可累及全身多个器官，其中肺部结核感染

尤为常见［１－２］，是我国三大重点防治传染病之一。世

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２０１７年全球新发结核病患者约

１０００万，结核病发病率为１３３／１０万
［３－４］。据新华网

报道，河南省肺结核报告发病率由２０１５年的６８．０／１０

万下降到２０１８年的５９．４／１０万，全省肺结核报告发病

率呈现东南和东北部周边地区高于其他地区的现象。

商丘市位于河南省的东部，与山东省相邻，为了实现世

界卫生组织提出的２０３５年终止结核病的目标，并进一

步了解当地肺结核病流行情况，现将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睢

阳区肺结核病发病情况，流行特点及耐药性报告如下。

对象与方法

１　病例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按发病时间２０１４年

１月１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统计的河南省商丘市睢

阳区肺结核病患者４８２７例，其中对临床资料完整的

３００例新发肺结核患者做结核分枝杆菌耐药性检测。

该组患者均符合肺结核诊断标准［５］，且为肺内结核，痰

培养阳性；年龄１～８５岁，平均年龄（４２．１２±１１．１８）

岁；男２０９例，女９１例。

２　方法

２．１　结核分枝杆菌的培养　收集患者的痰液，按照

《结核病细菌学诊断操作规程》［６］分离培养结核分枝杆

菌，并进行鉴定。

２．２　耐药性检测　采用比例法对３００株结核分枝杆

菌进行抗结核药物的药敏试验，包括：异烟肼、链霉素、

利福平、乙胺丁醇、卡那霉素、氧氟沙星、丙硫异烟胺。

在含有抗结核药物的培养基生长的结核分枝杆菌菌落

数在２０个及以上为耐药。

２．３　结核分枝杆菌耐药性影响因素分析　收集患者

的临床资料，并经２名有经验的医师进行核验，对比分

析结核分枝杆菌耐药的影响因素。

２．４　统计学处理　使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率的比较采用χ２ 检验，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结　果

１　肺结核发病情况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睢阳区共报告肺结核病４８２７例，

其中新发肺结核患者１３６２例。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新发肺

结核病患者分别为２８７例、２４５例、２６２例、２８８例和

２８０例，患病率分别为３３．７６／１０万、３１．０１／１０万、３３．

１６／１０万、３３．１６／１０万和３０．４４／１０万，年均患病率为

３２．３１／１０万。２０１４年及２０１７年各出现１例死亡，死

亡率均为０．３５％。新发结核病患者中女性４１３例，占

３０．３２％；男性９４９例，占６９．６８％。男性病例数是女

性的２．３倍（图１）。

　　

图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睢阳区新发肺结核患者分布

犉犻犵．１　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狆狌犾犿狅狀犪狉狔狋狌犫犲狉犮狌犾狅狊犻狊狆犪狋犻犲狀狋狊犻狀犛狌犻狔犪狀犵犇犻狊狋狉犻犮狋

犳狉狅犿２０１４狋狅２０１８

２　新发肺结核病年龄分布

·４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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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睢阳区新发肺结核病患者年龄分

布见图２。患者主要集中在１０～７５岁，占９７．２１％。

其中１６～２５岁占２６．１４％。

　　

图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睢阳区新发肺结核患者的年龄分布

犉犻犵．２　犃犵犲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狆狌犾犿狅狀犪狉狔狋狌犫犲狉犮狌犾狅狊犻狊狆犪狋犻犲狀狋狊犻狀犛狌犻狔犪狀犵
犇犻狊狋狉犻犮狋犳狉狅犿２０１４狋狅２０１８

３　肺结核病职业分布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新发肺结核患者中儿童５例，学生

７１例，商业服务人员４例，医务人员１１例，工人１９

例，离退人员３６例，家务待业７６例，干部职员２４例，

教师３例，牧民１例，公共场所服务人员１例，不详６

例，其他２０例，农民１０８５例（图３）。

　　

图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睢阳区新发肺结核患者的职业分布

犉犻犵．３　犗犮犮狌狆犪狋犻狅狀犪犾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狆狌犾犿狅狀犪狉狔狋狌犫犲狉犮狌犾狅狊犻狊狆犪狋犻犲狀狋狊犻狀

犛狌犻狔犪狀犵犇犻狊狋狉犻犮狋犳狉狅犿２０１４狋狅２０１８

５　肺结核患者结核分枝杆菌检出情况

３００例新发肺结核患者痰培养分离出３００株结核

杆菌。５种痰液类型中结核杆菌检出情况为：粘液痰

检出１９株，占６．３３％；浆液痰２５株，占８．３３％；干酪

样痰６９株，占２３．００％；脓样痰３９株，占１３．００％；血

样株１４８例，占４９．３３％，各类痰标本中结核杆菌的检

出占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９６．８９８，犘＜０．０５）。

６　结核分枝杆菌的耐药性

对３００株结核杆菌进行常用抗结核药物的耐药性

检测，结果见表１。３００株结核杆菌中耐药５８株，总耐

药率为１９．３３％。其中氧氟沙星耐药率为８．００％，链

霉素和异烟肼耐药率分别为５．６７％和２．３３％，乙胺丁

醇及卡那霉素耐药率分别为０和０．３３％。

表１　３００株结核分枝杆菌对常用抗结核药物的耐药性

犜犪犫犾犲１　犚狅狌狋犻狀犲犪狀狋犻狋狌犫犲狉犮狌犾狅狊犻狊犱狉狌犵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狋犲狊狋犻狀犵

药物

Ｄｒｕｇｓ

耐药株数

Ｎｏ．ｏｆｓｔｒａｉｎ

耐药率（％）

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ｅ

异烟肼 ７ ２．３３

链霉素 １７ ５．６７

利福平 ５ １．６７

乙胺丁醇 ０ ０．００

卡那霉素 １ ０．３３

氧氟沙星 ２４ ８．００

丙硫异烟胺 ４ １．３３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５８ １９．３３

４　肺结核发病时间分布

肺结核病一年四季均有发生，但主要集中在每年

的３～５月，４月为发病高峰；１、２、６～１２月也有发生，

以１０月发病数最少（图４）。

　　

图４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睢阳区新发肺结核病时间分布

犉犻犵．４　犜犻犿犲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狆狌犾犿狅狀犪狉狔狋狌犫犲狉犮狌犾狅狊犻狊犻狀犛狌犻狔犪狀犵犇犻狊狋狉犻犮狋

犳狉狅犿２０１４狋狅２０１８

７　结核分枝杆菌耐药影响因素

对可能与结核杆菌耐药有关的因素进行分析，其

中年龄、居住地、婚姻状况与结核杆菌耐药无显著相关

性（均Ｐ＞０．０５）；性别、吸烟、治疗类型、是否规律服药

与结核杆菌耐药有相关性（均犘＜０．０５）（表２）。

·５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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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结核分枝杆菌耐药影响因素分析

犜犪犫犾犲２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犻狀犳犾狌犲狀犮犻狀犵犳犪犮狋狅狉狊狅犳犱狉狌犵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

因素

Ｆａｃｔｏｒ

敏感（ｎ＝２４２）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耐药（ｎ＝５８）

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χ２值

χ２ｖａｌｕｅ

犘 值

犘ｖａｌｕｅ

性别 男 １６１ ４８ ５．８３２ ＜０．０５

女 ８１ １０

年龄 ≤４０ １４５ ４０ １．６２０ ＞０．０５

＞４０ ９７ １８

吸烟 是 ８０ ２８ ４．７０３ ＜０．０５

否 １６２ ３０

治疗类型 初治 １８１ ２５ １０．０４０ ＜０．０１

复治 ６１ ２３

规律服药 是 ２１５ ４１ １２．３１９ ＜０．０１

否 ２７ １７

居住地 农村 １６０ ４６ ３．７８６ ＞０．０５

城镇 ８２ １２

婚姻 已婚 １７０ ３８ ２．１２０ ＞０．０５

未婚 ７２ ２０

讨　论

震宇等［４］报道，２０１５年河南省肺结核报告发病率

为６８．０／１０ 万，２０１８ 年为 ５９．４／１０ 万，年递降率

４．４％。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２０１５年报告肺结核发病

率为３３．７６／１０万，２０１８年为３０．４４／１０万，呈下降趋

势，与河南省的肺结核发病率趋势一致，但低于河南省

肺结核的发病率，表明随着结核病防治规划的实施，当

地大量肺结核患者得到积极有效的治疗，使肺结核疫

情得到了遏制。此外，还与该区结核病防治的专项经

费投入和防治宣传力度加大、病人发现和管理工作加

强等有关。

全国的结核病调查显示，６５岁以上是结核病发病

高峰人群。睢阳区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新发肺结核患者的

年龄分布显示，患者主要集中在 １０～７５ 岁，占

９７．２％，其中１６～２５岁，占２６．１４％。农民１０８５例，

占总发病人数的７９．６６％；学生７１例，占５．８５％，农民

和学生为主要发病人群。究其原因，可能与１６～２５岁

属于青少年阶段，基数较大，大部分是学生，而学生的

学习紧张、压力较大，教室内人口密度大、环境通风较

差，部分学生因为生活及饮食习惯不良、作息不规律等

原因造成机体抵抗力下降，易感染结核分枝杆菌［７］。

河南省属于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来源，农民劳

动强度高，工作环境差，也增加了感染的风险［８］。所以

农村和学校仍然是目前该地区肺结核防治的重点。

睢阳区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每月均有肺结核发生，但主

要集中在３～５月，４月为发病高峰，可能与肺结核病

情本身特点有关。该病一般于感染后４～８周发病，而

河南省外出打工人数较多，春节期间回家过年导致当

地人口流动增大，加之北方冬季寒冷，室内活动多，且

春节期间聚会多，机体过度疲劳，造成身体免疫力下降

而发生结核分枝杆菌感染［９］。因此需要关注外出打工

回家过春节人群的结核病防治。

３００株结核分枝杆菌分离自粘液痰１９株，占

６．３３％；浆液痰２５株，占８．３３％；干酪样痰６９株，占

２３．００％；脓样痰３９株，占１３．００％；血样痰１４８株，占

４９．３３％，各类痰标本中结核杆菌检出占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均犘＜０．０５）。结核杆菌检出率与痰标本的质

量有关，合格痰标本的留取是结核杆菌检出的关

键［１０－１１］。

随着我国结核病防治的不断深入，耐药结核病已

成为当前结核病防治的重点，结核杆菌的耐药性检测

可为结核病的治疗用药提供参考。本研究检测了３００

株结核杆菌的耐药性，有５８株菌对常用抗结核药物耐

药，总耐药率为１９．３３％，其中对氧氟沙星的耐药率为

８．００％，乙胺丁醇及卡那霉素耐药率分别为０和

０．３３％。由于乙胺丁醇药敏结果可靠性较差，尤其是

复发治疗失败者，一般不推荐用于耐药结核病的治疗，

但是可作为辅助治疗药物。异烟肼耐药性不稳定，即

使产生耐药也有一定的抗结核作用，还可防止结核杆

菌对其他抗结核药物产生耐药，推荐用于非ｋａｔＧ基

因突变肺结核的治疗［１２］。结核杆菌耐药相关因素分

析显示，年龄、居住地、婚姻状况与结核杆菌耐药无显

著相关性，而性别、吸烟、治疗类型、是否规律服药与结

核杆菌的耐药有相关性。这可能与男性工作压力大，

吸烟、酗酒、熬夜等生活习惯，以及对自身健康的重视

程度欠缺有关［１３］。高会霞等［１４］报道，复治患者产生

耐药的几率是初治患者的１２．１３倍，不规律用药患者

发生耐多药的危险性是规律用药患者的３．９１倍。

综上所述，近年来睢阳区肺结核的发病率呈下降

趋势，青年、男性、农民及学生是该地区肺结核的高发

人群，性别、吸烟、治疗类型、是否规律服药与结核杆菌

耐药相关，应给予足够重视，并制定相应防治措施，使

肺结核病疫情得到进一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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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该螨属（犉犲狊狊狅狀犻犪）迄今国内外记述的种类尚少，

中国记述的仅此一种，以往称之为一种费索螨（犉犲狊狊狅

狀犻犪狊狆．）
［１８］。本次从储藏中药材木耳中分离到该螨。

该螨由陆联高（１９９４）首先记述，故将其正式命名为陆

氏费索螨（犉犲狊狊狅狀犻犪犾狌犲狀狊犻狊）。该螨营自由生活，在环

境温度２０～２６℃，相对湿度８４％～９０％的储藏物中

常与其他螨类营腐生该螨。喜欢栖息在阴暗、潮湿、温

暖的环境中，如粮食仓库、副食品仓库、碾米厂、雀巢和

鼠窝等，多孳生于潮湿的米糠、谷物碎屑、霉变的菌物、

各种微小节肢动物栖息的有机质和落叶堆中，捕食其

他螨类和微小节肢动物。

本次检出的费索螨数量较少，只制备了玻片标本，

因此仅在光学显微镜下进行了形态特征观察，某些细

微结构观察还不够不清。若需进一步研究该螨形态，

需做进一步的扫描电镜观察。

致谢：储藏中药材黑木耳由朱玉霞２０１７年２月采自淮南市某中药

店，陆氏费索螨的标本由朱玉霞制作；本研究在李朝品教授指导下完

成，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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