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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宁夏三县区农村居民包虫病感染现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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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宁夏三县区农村居民包虫病感染现况及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的方法，对 2018

年宁夏三县区 2888 例农村居民采集血液并且检测血清中包虫特异性 IgG 抗体，结合相应的问卷调查资料，
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方法分析当地农村居民包虫病感染现况及影响因素。结果

宁夏三县区农村居民包虫病

平均检出率为 6.3%。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吃生菜程度、是否养狗的人群包
虫病检出率不同（P 均<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女性（OR =3.342，95%CI：2.243~4.981）和经常吃生菜

（OR =2.020，95%CI：1.192~3.423）是该地区农村居民感染包虫病的危险因素，经常洗手（OR =0.354，95%CI：
0.159~0.785）是该地区农村居民感染包虫病的保护因素。结论

应该继续加强三县区人群包虫病的预防和控

制，性别、不洁饮食和不洁卫生习惯是当地农村居民感染包虫病的主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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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虫病（hydatid disease），又称棘球蚴病，是
细粒棘球绦虫的幼虫感染人体所致的疾病，该病
为人畜共患病，主要发生于牧区和半农半牧地区，
其中以新疆、青海、西藏、甘肃 、宁夏、内蒙古和
四川西部流行严重[1]。宁夏三县区（西吉县、海原
县、固原原州区）位于丘陵地带，气候寒冷干旱，
昼夜温差大。三县区是两型包虫病（囊型包虫病
和泡型包虫病）的重灾区，其流行时间长且控制
效果不理想，给当地人民的健康和经济发展造成
严重危害[2]。为了解该地区农村居民包虫感染情
况及其影响因素，于 2018 年 7—8 月对宁夏三县
区农村居民开展问卷调查及血清检测分析，以期
为地方包虫病的科学防治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多阶段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在宁夏三
县区内（固原原州区、海原县和西吉县）分别随机
抽取 3 个乡（镇），在抽取的乡（镇）内各自随机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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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4 个行政村，在抽取的每个行政村依据知情同
意原则，对 3 周岁以上所有常住农村居民（全年
经常在家或在家居住 6 个月以上）进行血液采集
及包虫病问卷调查，共调查 2888 人。
1.2 方法
1.2.1 血清学检测 对三县区 2888 例农村居民
（1）血清收集：在居民空腹状态
进行血清学检测。

下，用含有促凝剂负压真空采血管采集 5 mL 静
脉血，室温静置 1 h，以 2500 r·min-1 离心 10 min，
（2）血清 IgG 检测：
分离血清后-20 益保存待检；
用珠海海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包虫 IgG
抗体检测试剂盒（ELISA 法）检测血清中的特异
取 10 uL
性 IgG 抗体，
具体步骤如下：淤样品准备，
血清待检样品，加入含有 1 mL 样品稀释液充分
混匀；于酶标板上设置阴性对照、阳性对照各 1
孔，临界对照 3 孔，空白 1 孔（不加样品和酶标记
物，只加显色液和终止液）。阴性、阳性和临界对
照直接使用，各加 100 滋L/孔，其余加稀释后样品

100 滋L/孔，37 益孵育 30 min；盂甩净孔内液体，
洗液反复冲洗 3 次后拍干，除空白孔外，加入酶

标记物 50 滋L/孔，37 益孵育 30 min；榆甩净孔内
液体，洗液反复冲洗 3 次后拍干，加入显色液 A、
B 各 50 滋L/孔，37 益避光孵育 15 min 后，加入终
止液 50 滋L/孔，轻微 振 荡混匀；虞 酶 标 仪 读 取
450 nm 处的吸光度值。（3）结果判定：阴性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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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值臆0.15，0.20臆临界对照 A 值平均值臆0.80，
临界对照 A 值平均值/阴性对照逸2.0，阳性对
照>临界对照 A 值平均值，实验成立，否则结果
无效需重新实验。S/Co 值=样品 A 值/临界对照 A
值平均值，若 S/Co<1.1 则为阴性（表示未感染包
虫），S/Co逸1.1 则为阳性（表示感染包虫）。
1.2.2

问卷调查

参考《宁夏包虫病防治技术方

[3]

案（2007—2010）》 并且结合相关专家的意见和
建议，制定调查问卷的具体内容。在正式调查前，
组织调查人员进行集中培训及考核，合格者参与
现场调查。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 Epidata 3.1 软件对问卷资料的数据进
行整理录入，实行双人录入模式，设置逻辑差错
条件，保证数据录入的准确性。资料应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不同特征人群包虫感染
率比较采用 字2 检验，影响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检验水准 琢=0.05。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男性 1297 人（44.9%）、
女性 1591 人（55.1%）；
年龄范围 13~91 岁，平均年龄（50.67依14.76）岁；
学生 113 人（3.9%）、农/牧民 2577 人（89.2%）、其
他 198 人（6.9%）；文 盲 1513 人（52.4%）、小 学
673 人（23.3%）、初中 448 人（15.5%）、高中/中专
154 人（5.3%）、大专/本科以上 100 人（3.5%）。血
表1

特征

分类

性别

男
女

年龄/岁

文化程度

<20
20~

包虫病检出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
不同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及吃生菜频率人群包
虫病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其
中 40~59 岁年龄组人群包虫病感染率为 7.6%，
占 54.9%。随着文化程度的逐渐升高，人群包虫
病检出率逐渐下降（字2 趋 势 =9.714，P<0.05）；男性
包虫病检出率低于女性，家中养狗的人群包虫病
检出率高于不养狗的人群（P 均<0.05）。见表 1。
2.3 不同特征人群包虫病检出率的多因素分析
以人群是否感染过包虫病为因变量（是=1，
否=0），将性别、是否养狗、是否将切生食和熟食
案板分开作为自变量，对多分类变量如年龄、职
业、家庭饮用水来源、文化程度、喝生水习惯、吃
生菜习惯、瓜果清洗情况、食物落地捡食、饭前便
后洗手进行哑变量化转换，赋值情况见表 2。将
上述所有自变量引入多 因素 Logistic 回 归模型
中，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女性、
经常吃生菜的人群，包虫病检出率更高；饭前便
后经常洗手的人群，包虫病检出率更低，见表 3。

不同特征农村居民包虫病检出率情况

调查人数

IgG 抗体阳性人数

检出率/%

1591

143

9.0

586

27

1297
69

39
1

100

文盲

1531

111

448

18

初中
大专/本科以上
学生
农/牧民
其他
经常
偶尔
从不
是否养狗

882），原州区人群阳性检出率为 6.7%（68/1011）。
2.2 不同人群特征包虫病检出率的单因素分析
不同县区家庭饮用水来源、喝生水习惯、瓜
果清洗情况、食物落地捡食、饭前便后洗手人群

1324

60~

高中/中专

吃生菜

清中包虫特异性 IgG 抗体阳性 182 人，平均阳性
检出率为 6.3%。西吉县人群阳性检出率为 6.6%
（66/995），海原县人群阳性检出率为 5.4%（48/

40~

小学

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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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909
673
154
100
113

54
44
7
2
2

43.289

<0.001

1.4

9.311

0.025

10.703

0.030

6.251

0.044

6.533

0.038

4.792

0.029

4.6
7.6
5.9
7.3
6.5
4.0
4.5
2.0
1.8

172

200

21

10.5

1870

110

5.9

1369

72

818

1519

8

51

110

P值

3.0

2577
198

字2 值

6.7
4.0
6.2
7.2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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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变量名称
性别
年龄
职业
文化程度
家庭饮用水来源
是否养狗
饭前便后洗手
喝生水习惯
吃生菜习惯
瓜果清洗情况
食物落地捡食
切生食和熟食案板是否分开
是否感染包虫病
表3
因素
性别
饭前便后洗手

吃生菜

分组
男性
女性
不洗
偶尔洗
经常洗
从不吃
偶尔吃
经常吃

3

研究变量及赋值情况

赋值
男=1，女=2
<20=1，20~=2，40~=3，60~=4
学生=1，农/牧民=2，其他=3
文盲=1，小学=2，初中=3，高中/中专=4，大专/本科以上=5
窖水=1，井水=2，自来水=3，其他=4
否=0，是=1
坚持洗手=1，偶尔洗手=2，不洗=3
经常=1，偶尔=2，从不=3
经常=1，偶尔=2，从不=3
经常=1，偶尔=2，从不=3
经常=1，偶尔=2，从不=3
是=1，否=2
否=0，是=1
农村居民包虫病检出率影响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茁

S.E.

W ald 字2

P值

1.207

0.204

35.137

<0.001

-0.869
-1.039

0.514
0.407

2.863
6.519

0.091
0.011

0.033
0.703

0.185
0.269

0.031
6.832

0.860
0.009

讨论
包虫病病灶可侵犯人体的多个部位，包括
肝、肺、脑、肾等组织器官，其中肝包虫病最为多
见。胡晓敏 [4]对宁夏中南部地区囊型包虫疾病负
担的研究结果显示，由此病所造成的住院患者人
均经济负担为 10842.18 元，非住院患者人均经济
负担为 1318.13 元，包虫病患者经济负担较重，
甚至有可能会导致一部分家庭因病致贫或因病
返贫。因此，政府及卫生部门仍需加强对包虫病
的防控力度。
本次调查研究显示，宁夏三县区农村居民包
虫病平均检出率为 6.3%，高于甘肃省合作市 [5]、
新疆塔城地区[6]和宁夏泾源县[7]，低于青海省玉树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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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州 和宁夏中宁县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男女
包虫病检出率有差异，主要以女性人群为主，这
与伍卫平、姜进勇等 [10-11]报道的结果一致。原因可
能与女性在家庭中承担过多的家务有关，日常中
频繁接触牛羊、家犬等动物，增加了持续感染的
风险；相反，男性很少承担家庭日常劳务，相应也
减少了感染包虫的风险。不同年龄组人群包虫病
检出率有差异，其中 40~59 岁组检出率最高。该
年龄段人群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经济来源，过
多的家庭劳作增加了感染包虫病的风险。文化程
度的高低与人群包虫感染发生有关，随着文化程

OR 值
1
3.342
1
0.419
0.354
1
1.033
2.020

95%CI
2.243~4.981
0.159~1.147
0.159~0.785
0.719~1.485
1.192~3.423

度的提高，人群包虫病检出率逐渐下降，可能与
他们对包虫病的认识及防治知识逐渐增加有关，
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为其保护因素[12]。养狗
的人群包虫病检出率高于不养狗人群，细粒棘球
绦虫（俗称包虫）成虫寄生在犬科如狗、狼和狐狸
等食肉动物的小肠内，其虫卵会随着犬科动物的
粪便播散到环境中去，污染水、蔬菜或其他食物
等，如果人误食了虫卵，虫卵就会在小肠内孵出
幼虫，进而穿过肠壁随血液循环到达人体的其
他脏器（主要累及肝脏和肺）[13]。因此，与狗接触
的次数多会增加感染包虫病的风险。吃生菜的频
率与包虫感染发生有关，也间接说明农村居民所
吃的生菜有被虫卵污染的可能。多因素 Logistic 回
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感染包虫病的风险高于男
性，经常吃生菜是感染包虫病的危险因素，而经
常洗手是其保护因素，说明包虫病发生率的高低
与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卫生习惯等紧密相关。
综上所述，宁夏三县区的包虫病防治仍需被
重视，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干预：一要加强
对犬的管理，定期使用药物对家犬进行驱虫，从
传播源头上降低虫卵播散的风险；二要改变不洁
的卫生习惯和饮食习惯，防止病从口入；三要加
大对包虫防治的宣传教育。

窑798窑

42卷

宁夏医科大学学报

参考文献：
［1］ 李炳军，郭淑霞，彭心宇. 包虫病流行病学调查现状

［7］ 李月梅. 宁夏泾源县 2012 年人群棘球蚴抗体检测结
果分析［J］. 现代预防医学，2014，
41（20）:3799-3801.

［J］. 医学综述，2009，15（8）:1195-1198.

［8］ 丁天龙. 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包虫病流行病学现状

［D］. 银川:宁夏医科大学，2015.

［9］ 吴昊，张振华，张向国. 中宁县人群包虫病学现况调

［2］ 许阳阳. 宁夏西海固地区包虫病传播动力学调查
［3］ 宁夏包虫病防治技术方案［EB/OL］.［2019-7-3］.
http://www.mayiwenku.com/p-5264258.html.

［4］ 胡晓敏. 宁夏中南部地区囊型包虫病疾病负担研究
［D］. 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0.

［5］ 杨素华. 基于囊型/泡型包虫病抗体检测试剂盒的
甘肃合作市人群包虫病血清流行病学调查［J］. 疾病

分析［D］. 西宁:青海大学，2016.

查分析［J］. 宁夏医学杂志，2017，39（7）:659-661.

［10］ 伍卫平，王虎，王谦，等. 2012—2016 年中国棘球蚴
病抽样调查分析［J］.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
志，2018，36（1）:1-14.

［11］ 姜进勇，
罗天鹏，
甘子明，
等. 云南省人群包虫感染情
况现状调查［J］. 热带医学杂志，2006，6（1）:69-70.

预防控制通报，2018.

［12］ 刘平，孙向东，康京丽，等. 包虫病相关影响因素

江·卡依多拉，等. 新疆塔城地区棘球蚴病流行现状

［13］ 罗永珍. 浅谈包虫病的防治［J］. 中国畜禽种业，

［6］ 阿达来提·托留汉，漫格库丽·哈提木拉提，阿合里
调查［J］.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2018，
36（6）:
565-570.

Meta 分析［J］. 中国动物检疫，
2018，
35（10）:13-18.
2019，15（2）:52.

（责任编辑：常晓玉，王秀玉）

Analysis of Current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chinococcosis
Infection among Rural Residents in Three Counties of Ningxia in 2018

ZHAO Rui1，2， DONG Fei3， ZHAO Yinqi2， ZHAO Jiaqing2， QIAO Hui4， ZHAO Wei2
（1. Ningxia Medical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04，China； 2. Ningxia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s，Yinchuan
750004，China； 3. 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Ningxia Medical University，Yinchuan 750004，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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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chinococcosis infection in

rural residents of three counties in Ningxia. Methods Using a cross-sectional study method，
blood was collected
from 2888 rural residents in three counties of Ningxia in 2018 and the specific IgG antibodies in the serum were
detected. Combined with the corresponding questionnaire data，the current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chinococcosis infection in local rural residents were analyzed by single factor and multi-factor methods.

Results The average detection rate of echinococcosis among rural residents in three counties of Ningxia was
6.3% . The results of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detection rate of echinococcosis was different among
people of different sex，age，education level，occupation，degree of eating lettuce and whether they owned dogs
or not.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all<0.05）. The results of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female（OR=3.342，95%CI:2.243-4.981）and often eating lettuce（OR=2.020，95%CI:1.192-3.423）were the
risk factors of hydatid disease among rural residents in this area，and frequent hand washing（OR=0.354，95%
CI:0.159-0.785）was the protective factor of echinococcosis among rural residents in this area. Conclusi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chinococcosis in the three counti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Sex，unclean diet and
unclean hygiene habits ar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ydatid disease among local rural residents.
Key words：rural；hydatid disease；current status of infection；influencing fact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