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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江夏区山坡街道农村居民肠道寄生虫感染
及其危险因素调查
熊受家 1，2，
刘镕 1，
钟沁萍 1，
宗红英 1，
姚万红 1，
董惠芬 1*
［摘要
摘要］
］ 目的
依据。 方法

了解武汉市江夏区山坡街道农村居民肠道线虫感染现况和危险因素，为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治措施提供
按照《全国人体重点寄生虫病现状调查方案》要求，2014 年 10 月于武汉市江夏区山坡街道随机选取农村

居民检查粪便中蛔虫、钩虫和鞭虫虫卵，阳性粪便进行感染度评估。设计问卷，随机对 9 个村中的 600 名村民进行肠道寄
生虫感染情况与危险因素调查。结果
结果

对 236 名农村居民进行的粪检仅检获钩虫卵，阳性者 18 例，阳性率为 7.63%。对

600 名居民进行肠道寄生虫感染情况及危险因素调查显示，疑似蛔虫感染、钩蚴性皮炎、钩虫感染和鞭虫感染者分别为
397、355、295 例和 145 例。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居民疑似蛔虫感染的危险因素包括未坚持便后洗手、农家肥与化肥混

合使用和干农活时不常穿鞋，保护因素包括知道蛔虫感染途径、不使用新鲜粪便施肥；疑似钩虫感染的危险因素包括饮
用水源为井水和池塘水、捡食掉在地上的食物、农家肥与化肥混用、一块砧板切菜时不洗砧板，保护因素包括饮用水源为
自来水和井水、知道蛔虫感染途径、有时用或不用新鲜粪便施肥；疑似鞭虫感染的危险因素有捡食掉在地上的食物。 结
论

武汉市江夏区山坡街道农村居民钩虫感染率较高，并存在肠道寄生虫感染的危险因素。应加强开展健康教育工作，

提高农村居民的自我防护意识；
同时应定期检查，
积极进行驱虫治疗，
以有效控制肠道寄生虫病的传播与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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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ection status of intestinal nematodes and their risk factors in rural residents

of Jiangxia District ，Wuhan City ，so as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argete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the national human key parasitic diseases，the

residents in Shanpo Sub⁃district，Jiangxia District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the object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infection status
of Ascaris lumbricoides，hookworm and Trichuris trichiura.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performed simultaneously. Results

Total⁃

ly 236 residents received the stool tests，and only the hookworm eggs were found，with an infection rate of 7.63%（18 cases）.

The survey of intestinal parasitic infection status and their risk factors in 600 residents found 397 cases of suspected roundworm

infection，355 cases of suspected hookworm larvae dermatitis，295 cases of suspected hookworm infection，and 145 cases of sus⁃

pected whipworm infection，respectively.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found that the risk factors of suspected roundworm in⁃
fection included not always washing hands after toilet，using manure and fertilizer，and not often wearing shoes when doing farm

work；the protective factors included knowing how roundworm infection was gained，and not using fresh dung for fertilization.

The risk factors of suspected hookworm infection included using well water and pond water as the source of drinking water，eat⁃

ing food off the ground，using manure and fertilizers，and not washing when there was only one cutting board，and its protective

factors included using tap water and well water as drinking water source，knowing how the roundworm infection was gained，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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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times or not suing fresh feces for fertilization. The risk factors for suspected whipworm infection included eating food off the
ground. Conclusions

The intestinal parasite prevalence in the residents of the Shanpo Sub⁃district，Jiangxia District in Wuhan

City is relatively high，and some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ir infection indeed exist. Therefore，the regional government and

health department should strengthen the health education to improve the residents’knowledge about parasitic diseases and self⁃
protection awareness. At the same time，the residents should take physical examination regularly and take necessary deworming
treatment to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prevalence and spread of intestinal parasitic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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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寄生线虫主要包括蛔虫、鞭虫、钩虫等［1］。

2002-2004 年全国第二次人体寄生虫分布调查结果
显示，肠道寄生线虫感染率为 19.56%，其中蛔虫、钩

虫 、鞭 虫 平 均 感 染 率 分 别 为 12.72%、6.12% 和

条索状包块”为疑似蛔虫感染，
“手、脚趾缝出现过烧
灼、刺痒感的丘疹或小疱疹即粪毒”为疑似钩蚴性皮
炎，
“上腹部不适、隐痛、贫血、腹泻、黑便”为疑似钩虫
感染以及“直肠脱垂、营养不良等症状”为疑似鞭虫感

4.63% 。2006 年湖北省人体重要寄生虫感染现状调

染。

26.86%、2.89% 和 7.38%，蛔虫与鞭虫感染率均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3］。王姝雅等［4］于 2013 年报道全国土源
性线虫感染率仍高达 18%。武汉市江夏区山坡街道

的乡村医生集中进行培训，协助参与调查；收集粪样
后集中带回实验室进行镜检。对问卷数据用 EpiData

［2］

查 发 现 ，蛔 虫 、钩 虫 、鞭 虫 的 平 均 感 染 率 分 别 为

农村居民以种植苗木、蔬菜等旱地作物与水稻以及渔
业为主，生产过程中有使用农家肥的情况，存在感染

肠道寄生虫的风险。本研究参照《全国人体重点寄生

虫病现状调查实施细则》，于 2014 年 10 月对江夏区山

坡街道农村居民进行肠道寄生虫感染现状及其危险
因素调查，现报道如下。
1

调查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的居民。
1.2

1.2.1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山坡街道辖区

调查方法
人群感染情况调查

夏区山坡街道辖区 41 个行政村中的 9 个行政村作为
调查点，随机收集该 9 个行政村共 236 名农村居民的

粪便，每份粪便在采用直接涂片法进行粪检（1 粪 3

检）的同时，采用饱和盐水浮聚法进行土源性线虫虫
卵检查［1］。粪检阳性的样本，再用改良加藤氏厚涂片

法进行感染度评估，每克粪便虫卵数（EPG）< 2 000 只
为轻度感染，2 001 ~ 4 000 只为中度感染，> 4 000 只
为重度感染［5］ 。
问卷调查

质量控制与统计学分析

设计调查问卷，随机对 9 个村中的

600 名村民进行可能感染肠道寄生虫（蛔虫、钩虫和

鞭虫）及其危险因素的调查。调查项目包括性别和年
龄等基本信息，以及职业、家庭饮用水来源、家庭粪便
处理方式等可能与肠道寄生虫感染有关的生产和生
活方式；并分别以“脐周疼痛、肚子剧烈阵发性绞痛或

调查前对各村卫生室

3.1 软件平行录入并导出至 SPSS 20.0 统计软件建立

数据库，分析居民肠道寄生线虫感染的影响因素，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粪便检查

粪检的 236 人中，以 55 ~ 75 岁年龄

段为主，未查到蛔虫卵与鞭虫卵，仅查到钩虫卵（感染

率 7.63%）。除建设村居民未查到钩虫感染外，其余 8

个村居民均有不同程度的感染；贺站村有 1 例中度感

染，其余各村居民均为轻度感染。感染率最高的是前
途村，为 33.33%；
其次是建国村，
为 12.00%（表 1）。
表1

按照《全国人体重点寄生

虫病现状调查方案》要求，随机选取湖北省武汉市江

1.2.2

1.3

山坡街道各调查村居民钩虫感染情况
感染
人数

感染率
（%）

村

粪检
人数

和平

32

2

6.25

18

6

33.33

2

8.00

红旗
前途
联盟
新华
建设
建国
陈六
贺站
合计

2.2

32
25
25
21
25
35
23

236

问卷调查

1
1
0

3.13

4.00

0.00

3

12.00

2

8.70

1
18

2.86

7.63

不同感染度人数
轻度

中度

重度

2

0

0

6

0

0

1
1
2
0
3
1
1

17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共调查 9 个村的居民 600 名，收回有

效问卷 600 份，问卷回收率 100%。男性居民 345 人
（占 57.5%），女性 255 人（占 42.5%）；其中报告了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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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的居民有 254 人，
男性 152 人，
平均年龄为（57.64 ±

4.61）岁，女性 102 人，平均年龄为（55.58 ± 4.46）岁。

根据蛔虫感染、钩蚴性皮炎、钩虫感染和鞭虫感染等

自来水和井水、有时或不用新鲜粪便施肥（表 4）。
表3

居民疑似钩蚴性皮炎的危险因素分析

的典型症状，问卷调查了解到可能曾经有过蛔虫感

因素

染、钩蚴性皮炎、钩虫感染和鞭虫感染的人分别有
397 人（占 66.2%；其中男 220 人，女 177 人，χ 2 = 2.086，

家庭饮用水源
井水 vs. 自来水

P = 0.149）、355 人（占 59.2%；其中男 198 人，女 157

自来水+井水 vs. 自来水

158 人，女 137 人，χ = 3.688，P = 0.055）和 145 人（占

蛲虫是怎么感染的

人，χ = 1.059，P = 0.303）、295 人（占 49.2%；其中男
2

2

24.2%；
其中男 75 人，
女 70 人，χ = 2.610，P = 0.106）。
2

Logistic 回归分析得出，居民疑似蛔虫感染的危

险因素有未坚持便后洗手，农家肥与化肥混合使用，
干农活时不常穿鞋，切生、熟食的砧板未分开。疑似
蛔虫感染的保护因素有知道蛔虫感染途径、不使用新
鲜粪便施肥。另外，疑似蛔虫感染的人对鞭虫感染途
径更为了解（表 2）。
表2

居民疑似蛔虫感染的危险因素分析

因素

Wald

蛔虫是怎么感染的？

9.25

0.002 0.28（0.12，
0.63）

7.19

0.027

鞭虫是怎么感染的？
便后洗手
经常 vs. 每次

农用肥料来源
农家肥+化肥 vs. 农家肥
干农活时是否穿鞋？
经常穿 vs. 总是穿

4.69
4.38
4.80
4.55

P值

OR 值（95% CI）

0.030 2.50（1.09，5.71）
0.036 2.17（1.05，
4.49）
0.187

0.033 2.05（1.06，
3.96）

19.95 < 0.001
1.43

0.232 1.55（0.76，
3.19）

切生、熟食的砧板是否分开 7.68

0.006 2.51（1.31，
4.81）

偶尔穿 vs. 总是穿

是否使用新鲜粪便施肥
不用 vs. 总是用

7.39

0.007 2.82（1.34，
5.96）

20.95 < 0.001

16.08 < 0.001 0.25（0.13，
0.49）

居民发生疑似钩蚴性皮炎的危险因素有饮用井
水、掉在地上的食物有时候捡起来直接吃、农家肥与
化肥混用。疑似钩蚴性皮炎的保护因素有使用自来
水与井水、知道蛔虫是怎么感染的、不使用新鲜粪便
施肥。另外，知道蛲虫感染途径的人发生疑似钩蚴性
皮炎的危险更高（表 3）。

发生疑似钩虫感染的危险因素有饮用水源为池

塘水、认为有必要接受寄生虫病防治教育（可理解为
发生过钩虫感染的居民更了解寄生虫病防治教育的

重要性）、只用一个砧板切菜时不洗砧板（表 4）。另
外，居民发生疑似钩虫感染的保护因素有饮用水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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蛔虫是怎么感染的
掉在地上的食物

有时候捡起来直接吃
vs. 直接扔掉
农用肥料来源

农家肥+化肥 vs. 农家肥

Wald

18.41
9.15

P值

OR 值（95% CI）

0.001

0.002 3.78（1.60，
8.92）

7.39

0.007 0.22（0.08，
0.66）

8.22

0.004 3.21（1.45，
7.11）

15.14 < 0.001 0.16（0.06，
0.40）
8.37

0.015

4.86

0.027 2.11（1.09，
4.09）

11.19
8.30

0.011

0.004 2.69（1.37，
5.27）

是否使用新鲜粪便施肥 22.26 < 0.001
不用 vs. 总是用
表4

16.74 < 0.001 0.23（0.11，
0.47）

居民疑似钩虫感染的危险因素分析
Wald

因素
家庭饮用水源
池塘水 vs. 自来水

P值

OR 值（95% CI）

20.20 < 0.001
5.82

0.016 4.14（1.30，
13.10）

是否有必要接受寄生虫病
10.27
防治教育

0.001 4.39（1.78，10.85）

自来水+井水 vs. 自来水 10.56

是否使用新鲜粪便施肥 13.96
有时用 vs. 总是用
不用 vs. 总是用

只有一个砧板切菜时
不洗 vs. 每次都洗

5.44

0.001 0.11（0.03，0.41）
0.001

0.020 0.50（0.28，
0.90）

13.89 < 0.001 0.31（0.17，0. 57）
10.75
7.58

0.013

0.006 5.73（1.65，
19.82）

疑似鞭虫感染的危险因素为掉在地上的食物有
时候捡起来直接吃，保护因素为使用池塘水或自来水
与井水。另外，疑似鞭虫感染的人更了解蛲虫感染途

径（表 5）。

表5

居民疑似鞭虫感染的危险因素分析

因素
家庭饮用水源
池塘水 vs. 自来水

自来水+井水 vs. 自来水
蛲虫是怎么感染的
掉在地上的食物
有时候捡起来直接吃 vs.
直接扔掉

Wald

10.79
4.86
4.49

10.36
6.13
6.13

P值

OR 值（95% CI）

0.029

0.028 0.26（0.08，0.86）

0.034 0.17（0.03，0.88）

0.001 3.55（1.64，7.68）
0.047

0.013 2.04（1.16，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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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有必要接受寄生虫病防治教育是钩虫感染的危险

本研究对武汉市江夏区山坡街道农村居民肠道

因素，可理解为由于可能的钩虫感染才认识到健康教

寄生虫的感染情况进行调查，未检获蛔虫或鞭虫感

育的重要性；饮用池塘水和井水是鞭虫感染的保护因

染，说明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经济的不断发

素，可理解为疑似感染者由于知道饮用安全卫生水的

展、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以及卫生条件的明

重要性才选择饮用自来水。

显改善，加上新农合医疗制度的健全，使得蛔虫、鞭虫

感染率大幅下降。粪检钩虫卵阳性率为 7.63%，高于

鉴于江夏区山坡街道农村居民钩虫感染率较高
的现状，该地区应加强土源性寄生虫病防治，尤其是

全国第二次人体重要寄生虫病现状调查结果
［2］
［4］
与我国土源性线虫病监测结果（2.04%）
（6.06%）

钩虫病防治的健康教育与宣传，以改变原有不健康的

以及湖北省调查的平均水平（2.89%），低于湖北省通

及原生态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提高自我防护意

城 县 居 民 感 染 率（11.16%），与 宜 都 市 居 民 感 染 率

识，加强粪便的无害化管理，以切断肠道寄生虫病的

（7.11%）相当 ，表明武汉市江夏区山坡街道农村居

传播；同时应定期检查并积极进行驱虫治疗，减少传

［3］

民土源性线虫感染的代表虫种是钩虫，感染率仍较

高。本次调查检获有钩虫感染的农村居民主要以 55

~ 75 岁的老人为主，分别以水产养殖与种植水稻、苗
木为主要生产活动，种植水稻等时会用部分化肥，但
平时吃的蔬菜均用农家肥，并常赤脚下地、挖地，早上

不戴手套在露水地里采摘蔬菜。这种原生态的生产、
生活方式，正是感染钩虫的危险因素。可见，该街道
农村居民土源性线虫感染表现为仅钩虫感染，无蛔虫
和鞭虫感染，且主要分布于老年人群的特点，与当地
的自然环境、经济水平以及居民的生产方式、生活习

意识与不良生产习惯、生活方式，在提倡绿色、环保以

染源，以有效控制肠道寄生虫病的传播与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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