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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 目的

了解全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寄生虫病防治人员寄生虫病专业理论、防治实践、实验诊断等水平，为加强

我国寄生虫病防治队伍能力建设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方法

按照分级推荐的方式，2017 年在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选取寄生虫病防治专业技术人员，采用书面答题和现场操作的方法，测评其寄生虫病专业理论和操作技
能；以分层分类方法，分析和评估不同性别、年龄、职称人员，以及不同流行程度地区防治专业人员的寄生虫病检测能力。
结果

2017 年全国共有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 124 名寄生虫病防治专业技术人员参加了测评，测评对象综合平均

得分为（125.0 ± 35.2）分，及格者占 54.8%。其中男性和女性综合平均得分分别为（120.8 ± 34.2）分和（126.6 ± 35.4）分，

≤ 30、＞ 30～40、＞ 40 岁年龄组人员综合平均得分分别为（125.6 ± 33.6）、
（124.9 ± 35.8）分和（119.3 ± 45.9）分，初级、中

级、高级职称人员综合平均得分分别为（119.8 ± 35.8）、
（136.0 ± 32.5）分和（127.1 ± 40.9）分。参加测评人员的寄生虫病

专业理论平均得分为（67.4 ± 15.6）分，及格率为 68.5%；技能操作平均得分为（57.6 ± 21.8）分，及格率为 46.0%。疟疾流行

区和非流行区专业人员对恶性疟原虫、间日疟原虫、卵形疟原虫、三日疟原虫的平均检出率分别为 64.1%、72.8%、57.0%、

58.3% 和 35.9%、46.9%、33.3%、43.8%，流行区专业技术人员对疟原虫的检测能力显著高于非流行区（χ 2 = 767.10、
462.12、134.97、360.80，P 均 < 0.01）；血吸虫病流行区和非流行区专业人员对血吸虫虫卵的检出率分别为 67.4% 和

36.8%，流行区专业人员对血吸虫虫卵的检测水平显著高于非流行区（χ 2 = 817.74，P < 0.01）；南方和北方地区专业人员

对蛔虫、鞭虫、蛲虫的检出率分别为 85.7%、78.6%、91.7% 和 61.8%、23.5%、74.4%，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χ 2 = 622.58、

301.70、588.71，P 均< 0.01）。结论
结论

我国寄生虫病防治专业技术人员的总体技术能力较高，但技能操作水平相对偏低。

因此，
需重视寄生虫病防治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和技术储备、强化寄生虫病防治队伍建设，
以满足寄生虫病防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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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professional theory，prevention and control practice，experimental diagnosis and

other technical skills of parasitic diseases among technicians of all levels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institutions，so as to

provide the evidence for strengthening the capacity building of Chinese professional personnel.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of recommendation at all levels，the subjects from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institutions at province，prefecture or

county levels were chosen to assess the theory of parasitic diseases and test operation skills by using the method of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together with on⁃site operations in China. A database was built consisting of subjects’basic information and assess⁃

ment scores. By using the method of hierarchical classification，the scores by gender，age，professional title，institutions and
places of participants were analyzed. Results

A total of 124 professions i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parasitic diseases in 31

provinces（cities and regions）were evaluated in China. The average total score of all the subjects was 125.0 ± 35.2，with a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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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rate of 54.8%. The average scores of male subjects and female subjects were 120.8 ± 34.2 and 126.6 ± 35.4 respectively；the

average scores of the subjects aged under 30 years，between 30 and 40 years，and above 40 years were 125.6 ± 33.6，124.9 ±

35.8，and 119.3 ± 45.9 respectively；the average scores of persons with junior，intermediate and senior professional titles were

119.8 ± 35.8，136.0 ± 32.5 and 127.1 ± 40.9 respectively. The average theoretical assessment score of all the subjects was 67.4

± 15.6，with a passing rate of 68.5%. The average practical skill assessment score of all the subjects was 57.6 ± 21.8，with a

passing rate of 46.0%. The average detection rates of Plasmodium falciparum，P. vivax，P. ovale and P. malariae in endemic and

non⁃endemic areas were 64.1%，72.8%，57.0%，58.3% and 35.9%，46.9%，33.3%，43.8%，respectively. The detection abili⁃

ty of professionals in endemic area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non⁃endemic areas（χ 2 = 767.10，462.12，134.97 and
360.80，respectively，all P < 0.01）. The total detection rate of schistosome eggs was 48.7%，and the detection rates of schisto⁃

some eggs were 67.4% and 36.8% in endemic and non⁃endemic areas，respectively. The detection ability of professionals in en⁃

demic area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non⁃endemic areas（χ 2 = 817.74，P < 0.01）. The detection rates of Ascaris lum⁃

bricoides，Trichuris trichiura，and Enterobius vermicularis were 85.7%，78.6%，91.7%，and 61.8%，23.5% and 74.4% in the

technicians in southern region and northern region of China，showing significant differences（χ 2 = 622.58，301.70 and 588.71，
respectively，all P < 0.01）. Conclusions

The overall results of the subjects are good，but the technical operation capability of

them is relatively low. Therefore，the specific training based on daily work needs should be enhanced. In addition，we should at⁃

tach importance to talent cultivation and technical reserve，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m，so a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parasitic diseases.

［Ke
Key
y words
words］
］ Parasitic disease；Prevention and control technique；Professional theory；Technical skill；Professional person⁃
nel；Capability building

我国曾是寄生虫病严重流行的国家之一。新中

国成立后经过 60 多年的积极防治，寄生虫病防治工

识题库，设计相关寄生虫病诊断检测标准操作流程及
评估标准等，用于理论与操作测评。专业理论知识测

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由于我国地域宽广、社会经济

评采用集中书面、答题方式进行；技术操作能力测评

发展水平不均衡等因素的影响，全国各地寄生虫病流

采用独立操作、完成检测报告的方式进行，由专家对

行程度和防治水平等情况差异较大 。受自然和社

操作规范性进行跟踪评分，并对检测报告的准确性进

会因素变化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寄生虫病流行出现回

行评判，
根据符合程度评分。

升现象，同时一些新发、罕见或输入性寄生虫病病例

2.2

［1］

测评内容

分为专业理论和技能操作两部分。

时有报告，且呈增多趋势，对我国新时期寄生虫病防

专业理论包括寄生虫生活史、病原学，以及寄生虫病

治工作提出了新挑战 。2017 年，由中国疾病预防控

临床症状、诊断、治疗、预防控制等知识；技能操作包

［2］

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负责，对全国 31 个省（直

括疟原虫厚、薄血片制作和染色技术、粪便标本改良

辖市、自治区）的寄生虫病防治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了

加藤厚涂片制作技术，疟原虫虫种鉴别和定量计数，

防治技术能力测评，旨在通过全国不同地区、不同层

以及寄生虫虫卵鉴别等。

次寄生虫病防治专业机构人员技术能力现状分析，找

2.3

出主要影响因素与薄弱环节，为开展有针对性的寄生
虫病综合防治能力建设提供依据。

内容与方法
1

测评对象确定
按照分级推荐的方式，由各省（直辖市、自治区）

负责推荐在本省（直辖市、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从业的寄生虫病防治专业人员各 4 名。具体要求为：

① 未曾参加过同类全国寄生虫病防治技术考核；

② 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③ 来自县级及以下疾病预防

测评分数

设置测评总分为 200 分，其中专业理

论和技能操作各 100 分。专业理论中血吸虫病、疟疾

和棘球蚴病各占 15%，蛔虫病、钩虫病、鞭虫病、蛲虫
病 和 广 州 管 圆 线 虫 病 等 占 55%；得 分 ≥ 90 分 为 优

秀，≥ 60 分、＜ 90 分为及格，＜ 60 分为不及格。技能

操作中，蠕虫和疟原虫镜检分别占 50% 和 30%，血液

和 粪 便 涂 片 制 作 各 占 10%。 得 分 ≥ 90 分 为 优 秀 ，
≥ 60 分 、＜ 90 分为及格，
＜ 60 分为不及格。
3 统计分析

将每位测评对象的基本资料和成绩录入计算机，
用 Microsoft Excel 2007 建立数据库，并使用 SPSS 21.0

控制机构人员不少于 2 名。

进行统计学分析。将测评对象按性别、年龄、专业技

2.1

分层比较，比较流行区与非流行区、高流行区与低流

2

测评方法与内容
测评方法

组织相关专家建立寄生虫病专业知

术职称等分组，对各组别的成绩及知识点得分率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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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区等不同区域间专业技术人员的差异，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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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8 ± 34.2）分和（126.6 ± 35.4）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F = 0.19，P > 0.05）；≤ 30、＞30～40、＞ 40 岁专业

人员综合平均得分分别为（125.6 ± 33.6）、
（124.9 ±

果

35.8）分和（119.3 ± 45.9）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 =

0.10，P > 0.05）；初、中、高级职称人员综合平均得分

测评对象基本情况

分 别 为（119.8 ± 35.8）、
（136.0 ± 32.5）分 和（127.1 ±

本次共调查了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 124 名

40.9）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 = 2.87，
P > 0.05）
（表1）。

寄生虫病防治专业技术人员，
其中男性 33 人（26.6%），

女性 91 人（73.4%）；
≤ 30 岁 76 人（61.3%），
＞ 30～40 岁

41 人（33.1%），＞ 40 岁 7 人（5.6%）；初级职称 83 人

（66.9%），中级职称 39 人（31.5%），副高及以上职称 2

3 测评对象得分情况
专业理论水平

测评对象专业理论平均得分为

（67.4 ± 15.6）分，及格人数为 85 人、及格率 68.5%。专

人（1.6%）；
来自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17 人（13.7%），
地市级 50 人（40.3%），
县级 57 人（46.0%）。
2

3.1

不同群体人员测评得分比较

124 名 专 业 人 员 的 综 合 平 均 得 分 为（125.0 ±

35.2）分 。 其 中 男 性 和 女 性 综 合 平 均 得 分 分 别 为

业理论测评的 5 个知识点得分率分别为生活史

71.4%、临 床 症 状 68.6%、检 测 技 术 72.6%、诊 断

70.8%、防治 52.5%。专业理论测评中虫种或病种得

分率分别为棘球蚴病 80.9%、钩虫病 90.3%、内脏利什

曼病 69.9%、疟疾 62.8%、食源性寄生虫病 60.5%、血

吸虫病 60.0%、锥虫病 86.3%、其他 66.2%。

表 1 不同性别
不同性别、
、
年龄、
年龄
、职称寄生虫病防治专业人员得分情况
Table
Ta
ble 1 Sc
Scores
ores of parasitic disease control professionals by gender，
gender，age and job title
title（x ± s）
人群特征
Characteristic

男性 Male

性别
Gender

女性 Female
≤ 30

年龄（岁）
Age（Years）
职称
Job title

3.2

＞ 30～40
＞ 40

初级 Junior

中级 Intermediate
高级 Senior

技术操作能力水平

总得分
Total score

专业理论得分
Theoretical assessment

技能操作得分
Practical skill assessment

126.6 ± 35.4

68.4 ± 15.5

58.1 ± 22.3

120.8 ± 34.2

125.6 ± 33.6

124.9 ± 35.8

119.3 ± 45.9

119.8 ± 35.8

136.0 ± 32.5

127.1 ± 40.9

测评对象技能操作平均得

64.5 ± 16.0

56.3 ± 20.9

58.4 ± 21.4

67.2 ± 14.8

57.3 ± 21.7

67.6 ± 16.5

51.2 ± 29.6

68.1 ± 22.0

55.0 ± 21.8

64.8 ± 15.5

62.9 ± 21.1

73.0 ± 14.6

62.3 ± 31.3

64.8 ± 26.5

65.8%、60.4%、50.2%、49.8%、46.8% 和 40.3%。

分 为（57.6 ± 21.8）分 ，及 格 人 数 57 人 、及 格 率 为

4 不同类别地区检测能力比较

3.2.1

核，根据疟疾流行程度，将本次参赛省（直辖市、自治

46.0%。

涂片制作能力

测评对象血、粪涂片总及格率

为 99.2%。加藤片制作及格率为 98.4%，其中“压片”
环节得分率仅为 52.5%；血片制作及格率为 98.4%，其

4.1

疟原虫检测能力

因西藏自治区未参加本次考

区）分为疟疾流行区（包括河北、山西、辽宁、上海、江
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

中血片染色得分率为 84.5%。

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和

58 人，及格率为 46.8%；疟原虫镜检及格人数 46 人，及

建设兵团）。流行区和非流区测评对象对恶性疟原

3.2.2

镜检观察能力

测评对象中，镜检观察及格

格率为 37.1%，其中恶性疟原虫、间日疟原虫、卵形疟

原虫、三日疟原虫和阴性标本检出率分别为 56.6%、

66.1%、44.5%、54.1% 和 52.8%。蠕虫镜检及格人数
56 人，及格率为 45.2%；蠕虫总体检出率为 61.6%，其

中蛲虫、蛔虫、并殖吸虫、带绦虫、姜片虫、血吸虫、鞭

虫 和 曼 氏 迭 宫 绦 虫 检 出 率 分 别 为 83.9%、73.7%、

新疆等 23 个省份）和非流行区（其他 7 个省份和新疆

虫、间日疟原虫、卵形疟原虫、三日疟原虫的平均检出

率 分 别 为 64.1%、72.8%、57.0%、58.3% 和 35.9%、

46.9%、33.3%、43.8%，流行区专业技术人员对恶性疟

原虫、间日疟原虫、卵形疟原虫、三日疟原虫的检测能

力显著高于非流行区（χ 2 = 767.10、462.12、134.97、
360.80，
P 均< 0.01）
（表 2）。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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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吸虫检测能力

参加测评的 31 个省（直辖市、

自治区）专业技术人员对血吸虫虫卵平均检出率为
48.7%，其中 12 个血吸虫病流行省区和 19 个非流行省

区（包括新疆建设兵团）测评对象血吸虫虫卵检出率
分 别 为 67.4% 和 36.8%，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χ 2 =
817.74，
P < 0.01）。
Table 2

4.3

土源性线虫检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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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南方 14 个土源性线

虫病高流行区和北方 17 个低流行区（包括新疆建设

兵团）测评对象对蛔虫、鞭虫、蛲虫的检出符合率分别
为 85.7%、78.6%、91.7% 和 61.8%、23.5%、74.4%，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χ 2 = 622.58、301.70、588.71，P 均<
0.01）
（表 3）。

表 2 疟疾流行区和非流行区测评对象疟原虫检出率比较
Comparison of Plasmodium detection rates between malaria endemic and non⁃endemic areas
area s
检出率 Detection rate（%）

疟疾流行区
Malaria endemic areas

疟疾非流行区
Malaria non⁃endemic areas

χ2 值

χ 2 value

P值
P value

64.1

35.9

767.10

0.00

间日疟原虫
P. vivax

72.8

46.9

462.12

0.00

卵形疟原虫
P. ovale

57.0

33.3

134.97

0.00

三日疟原虫
P. malariae

58.3

43.8

360.80

0.00

虫种
Parasite species
恶性疟原虫
P. falciparum

表 3 土源性线虫病高流行区与低流行区测评对象土源性线虫检出率
Table 3 Co
Comparison
mparison of detection rates of soil⁃transmitted nematodes between highly and lowly endemic areas of soil⁃
transmitted nematodiasis
nematodiasis
土源性线虫检出率
Detection rates of soil⁃transmitted nematodes（%）

虫种
Parasite species

χ2 值

χ 2 value

P值
P value

高流行区
Highly endemic area

低流行区
Lowly endemic area

85.7

61.8

622.58

0.00

鞭虫
Trichuris trichiura

78.6

23.5

301.70

0.00

蛲虫
Enterobius vermicularis

91.7

74.4

588.71

0.00

蛔虫
Ascaris lumbricoides

讨

论

寄生虫病主要流行于欠发达国家或经济发展落

担和推进我国寄生虫病防治工作［6⁃9］。
良好的专业理论知识是寄生虫病防治专业人员
开展防治工作的重要基础，影响着专业技术人员对寄

后地区，也是造成这类地区贫困的因素之一；同时，由

生虫病突发事件做出反应的速度和准确性［10⁃11］。本

于缺乏有效的防治资源，以及专业防治机构和队伍严

次寄生虫病防治专业技术人员能力测评中，专业理论

重不足，也影响了欠发达国家或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

测评总体上得分最低的知识点主要涉及与寄生虫病

寄生虫病防控工作进展［3⁃4］。自 1950 年代我国开展有

计划的寄生虫病防控工作以来，血吸虫病、疟疾、丝虫

防治相关内容，得分率仅为 52.5%，表明专业人员的

病等预防控制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1⁃2，5］。然而，随着

分析表明，防治技术专业人员在疟疾、血吸虫病等重

我国寄生虫病防治工作的不断深入开展，对防治新技

点寄生虫病以及食源性寄生虫病知识方面的得分率

术、新产品、新方法的需求越来越大，亟需建立高水平

均较低，这可能与对即将消除或在局部地区流行的寄

的防治专业队伍、培养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员，来承

生虫病重视与宣传不够有关。因此，今后须有针对性

寄生虫病防治知识水平尚有待进一步提高。进一步

· 522 ·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2018 年第 30 卷第 5 期

地开展寄生虫病防控知识培训。
病原学检测水平是评价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质量
的重要指标之一［12］。寄生虫病原学检验专业人员是
我国寄生虫病防治队伍的基础，高水平的病原学检测
能力是寄生虫病防治、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的有力保
障，在寄生虫病防控和消除工作中举足轻重［13］。本次
镜检能力测评结果显示，专业人员总体及格率仅为

42.7%，主要是非流行省份专业技术人员检出率较低
所造成的。结果提示，提高专业人员的寄生虫病防控

技术能力，必须充分利用好国家建立的寄生虫虫种资
源库等信息平台，经常开展实战训练，以适应现场防
控工作的需求。
随着我国血吸虫病和疟疾等寄生虫病消除工作
的推进，寄生虫病流行程度逐渐降低［14⁃16］，而日趋频
繁的出国务工、留学、旅游等活动导致输入性病例日
渐增多［17］。因此，对寄生虫病防治技术人员的技能要
求也越来越高。随着社会经济、人口、物资等流动剧
增及人类食谱的扩大，输入性寄生虫病、食源性寄生
虫病等逐渐成为危害人群健康的新疾病和新风险［18］。
本次能力测评结果显示，我国寄生虫病防治专业人员
的总体技术能力水平良好，但技术操作能力水平相对
偏低。因此，需要根据各地区不同的防治水平和人才
需求现状，通过实施多层次的人才培养和技术储备来
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有针对性地开展对专业人员的培
训和继续教育工作。特别是在寄生虫病非重点流行
省份，要建立一支应对突发、输入性寄生虫病疫情的
专业队伍，为寄生虫病防治事业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
基础

。

［19］

志谢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贵州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在本次能力考核过程中做了大量筹备、技术支持
及组织工作，
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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