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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 例物质相关障碍与其他精神障碍患者
经血液传播疾病感染现状的比较分析

胡 丽* 陈 娟 陶煜杰
(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成都，610041)

摘要 目的
獉獉

: 了解物质相关障碍与其他精神障碍患者经血液传播疾病感染流行现状，并进行对比分析，为临床医务人

员进行针对性血液传播疾病的预防控制提供参考。方法
獉獉

: 回顾性分析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精神科 2015 年

1 月 －2017 年 1 月 1140 例住院精神障碍患者的输血前全套检测结果，按疾病分组统计梅毒螺旋体抗体( 抗 － TP) 、人
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 抗 － HIV) 、丙型肝炎病毒抗体( 抗 － HCV)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HBsAg) 的比率，比较上述指标

在物质相关障碍与其他精神障碍患者之间的差异。结果
獉獉

: 1140 例患者中物质相关障碍患者 456 例、其他精神障碍患

者 684 例，共检测出 HBsAg 阳性 76 例，TP 阳性 46 例，抗 － HCV 阳性 16 例，抗 － HIV 阳性 8 例，阳性率分别为 6. 7%、
4%、1. 4%、0. 7%。分组比较显示物质相关障碍与其他精神障碍患者乙肝、梅毒感染率较高; 物质相关障碍患者中

TP、HCV 感染率及相对危险度明显高于其他精神障碍患者，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结论
獉獉

: 精神科医务人

员应做好经血液传播性疾病的职业防护，特别是对于物质相关障碍这一类患者，应引起高度的重视，加强职业安全教

育培训，增强防护意识，规范操作流程，从而有效降低职业暴露的发生，防止传染性疾病的传播及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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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blood － transmitted infections between 1140 patients
with substance related disorders and other mental disorders

HU Li，CHEN Juan，TAO Yujie
( Mental Health Center，West China Hospital，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61004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of blood － transmitted infections in patients with

substance related disorders and other mental disorders，making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providing reference of
prevention of blood － transmitted infections for clinical health care staffs．


Methods: Ｒ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blood examination indexes of 1140 in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from January 2015 to January 2017 in our
department． The positive prevalence of Treponema pallidum antibody ( anti － TP)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antibody ( anti － HIV) ，hepatitis C virus antibody ( anti － HCV) and 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 HBsAg)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patients with substance related disorders and other mental disorders．


Ｒesults: Among the 1140 patients，there were 456 patients with substance related disorders and 684 patients
with other mental disorders． A total of 76 patients were found HBsAg positive，46 were TP positive，16 were
anti －HCV positive，and 8 patients were anti －HIV positive． The positive rates were 6． 7%，4%，1． 4% and
0． 7% respectively． The among － group comparison showed that the prevalence of hepatitis B and syphilis was
higher than other infections in the patients with substance related disorder and other mental disorders，and the
infection rate and relative risk of TP and HCV in the patients with substance related disorder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 P ＜ 0． 05) than those in other mental disorders．


Conclusion: The health care staffs in

psychiatric department should do well in occupational protection of blood － transmitted infections，especi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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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g with substance abuse patients，and strengthen occupational safety education and training，and
enhance their awareness of protection． Standardize operational procedures to effectively reduce occupational
exposure and prevent the dissemination and spread of infectious diseases．

Keywords blood － transmitted infections; substance related disorders; mental disorders

经血液传播疾病是指一类可通过血液、体液途径

传播的传染性疾病，包括乙型肝炎、丙型肝炎、艾滋

病、梅毒等 20 多种疾病［1］。我国是乙型肝炎高发国，

乙型肝炎总感染率高达 60% 左右，艾滋病也进入快

速增长阶段［2］，而梅毒近年来在我国的发病率也不断

增高［3］。医护人员进行医疗护理操作过程中经常接

触病人的血液、体液等，这些都是职业性感染的高危

因素。与普通科室相比，精神科住院患者存在着一定

的特殊性，如多数精神障碍患者存在情感与思维的异

常，行为冲动表现怪异［4］，加之大部分患者自知力缺

乏，否认有精神症状而不配合治疗等等，导致精神障

碍病人暴力攻击行为发生率约为一般人群的 10 倍，

而受攻击的对象中，精神科护士所占的比例最高［5］。
据郑淑凤等［6］报道，精神科护士遭受攻击率已高达
98. 47%，攻击行为包括抓伤、咬伤、吐口水等，这些攻

击行为均可能导致精神科护士经血液传播疾病感染

风险成倍上升。为此，了解精神障碍患者经血液传播

疾病感染的流行病学现状，针对性采取相关护理预防

对策，对减少职业暴露的发生非常重要。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通过病历查阅，回顾性分析精神科 2015 年 1 月
－ 2017 年 1 月收治住院且符合 ICD － 10 诊断标准

的精神障碍患者病历，经删除重复病例后共获得病

历 1140 例，其中男性 786 例，占 68. 9%，女性 354
例，占 31. 1%，年龄 12 － 79 a，平均年龄 38. 00 ±
13. 78 a。患者在住院期间均有不同程度的幻觉、妄
想等精神症状。
1. 2 资料收集方法

由工作 5 年以上并获取精神专科护士资格证书

的临床护理人员进行病历资料的收集，资料收集前

对资料检索流程、内容、表单填写等进行统一培训，

并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室检查结果查询系统中

对输血前全套结果资料进行收集。资料收集完成后

由双人完成资料录入。
1. 3 统计学方法

采用构成比对一般资料及各疾病组感染率进行

描述性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一般资料的

分组比较，采用比值比描述物质相关障碍患者与其

他精神障碍患者经血液传播疾病感染率的危险度。

2 结果

2. 1 精神障碍患者经血液传播疾病感染现况
1140 例患者中共检测出经血液传播疾病感染

者 146 例，阳性率为 12. 8% ; 其中 HBsAg 阳性 76
例，TP 阳性 46 例，抗 － HCV 阳性 16 例，抗 － HIV 阳

性 8 例，阳性率分别为 6. 7%、4%、1. 4%、0. 7%。
其性别、年龄、职业分布情况见表 1。

表 1 精神障碍患者一般资料( n =1140)

项目 人数 构成比( % )

性别

男 786 68. 9

女 354 31. 1

职业

个体经营 64 5. 6

工人 40 3. 5

公司职员 121 10. 6

公务员 74 6. 5

管理人员 24 2. 1

军人 2 0. 2

农民 161 14. 1

其它 63 5. 5

退休 55 4. 8

无业 311 27. 3

学生 93 8. 2

专业技术人员 71 6. 2

自由职业 61 5. 4

年龄 / a

≤20 111 9. 7

21 － 30 305 26. 8

31 － 40 244 21. 4

41 － 50 248 21. 8

51 － 60 150 13. 2

＞ 60 82 7. 2

2. 2 物质相关障碍与其他精神障碍患者经血液传播

疾病感染情况对比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物质相关障碍患者 TP、HIV、HCV
感染率均高于其他精神障碍患者; 物质相关障碍患

者感染 TP、HCV 的相对危险度分别为 2. 06、6. 73，

明显高于其他精神障碍患者，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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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物质相关障碍与其他精神障碍患者经血液传播疾病感染情况对比分析

感染类型 疾病类型 总人数 阳性人数 阴性人数 感染率( 95% CI) 相对危险度 APＲ( 95% CI)

TP 其他精神障碍 684 18 666 0. 03( 0. 01，0. 04) 1

物质相关障碍 456 28 428 0. 06( 0. 04，0. 08) 2. 06( 1. 07，3. 96) *

合计 1140 46 1094 0. 04( 0. 03，0. 05)

HIV 其他精神障碍 684 3 681 0. 00( 0. 00，0. 01) 1

物质相关障碍 456 5 451 0. 01( 0. 00，0. 02) 2. 34( 0. 51，10. 67)

合计 1140 8 1132 0. 01( 0. 00，0. 01)

HBV 其他精神障碍 684 51 633 0. 07( 0. 05，0. 09) 1

物质相关障碍 456 41 415 0. 09( 0. 06，0. 12) 1. 03( 0. 65，1. 63)

合计 1140 92 1048 0. 08( 0. 06，0. 10)

HCV 其他精神障碍 684 2 682 0. 00( 0. 00，0. 01) 1

物质相关障碍 456 14 442 0. 03( 0. 01，0. 05) 6. 73( 1. 50，30. 10) *

合计 1140 16 1124 0. 01( 0. 01，0. 02)

* P ＜ 0. 05，AOＲ: 调整比值比( 校正性别和年龄)

3 讨论

根据 2008 － 2014 年《卫生统计年鉴》，正常人

群病毒性肝炎、梅毒、艾滋病等单病种年均感染率分

别为 100. 01 /10 万、27. 19 /10 万、2. 00 /10 万，传染

病年均感染率为 203. 20 /10 万［7 － 13］。此外，据研究

报道，普通术前及输血患者 HBsAg、TP、抗 － HCV、
抗 － HIV 感 染 率 分 别 为 8. 69%、2. 07%、1. 31%、
0. 09%［14］。本研究结果显示精神障碍患者 TP、抗
－ HCV、抗 － HIV 感染率分别为 4%、1. 4%、0. 7%，

均高于普通术前及输血前患者。由此可见，精神障

碍患者经血液传播疾病感染率较高，由于其病情原

因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及现实检验能力，对自己的行

为不能约束和控制，从而增加了感染经血液传播疾

病的风险。
医务人员在临床工作中因意外接触携带含有病

原体患者的血液、体液，有被感染发病的危险称为血

液传播性疾病职业暴露［15］。调查显示医务人员职

业暴露发生率已高达 50. 7% －80. 3%［16］，职业暴露

中最常见的是血源性职业暴露及体液溅入。有关研

究资料显示，眼、鼻、口腔暴露于污染血液和体液而

感染 HIV 的几率为 0. 1%，被 HCV 污染的锐器刺伤

而感染的几率为 1. 8%［17］。本研究结果显示精神

障碍患者经血液传播疾病感染率较高，尤其是物质

使用障碍相关患者。长期以来，精神活性物质的使

用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世界卫生组织已

经将酒精、烟草、非法精神活性物质列入危害健康的
20 个高危因素之一［18］。物质相关障碍患者大部分

会出现激越、混乱、谵妄、夸大、偏执、不合作等症状。
相关研究发现: 普通人群中物质滥用者暴力行为的

发生率较非物质滥用者高出 3 倍，而精神疾病患者

合并物质滥用暴力行为的发生率则较普通人群高出
5 倍［19］。由于暴力攻击行为的增加，也就大大增加

了经血液传播疾病感染的危险度。本研究调查显示

物质相关障碍患者 TP 及 HCV 的感染率及相对危险

度明显高于非物质相关障碍精神障碍患者，且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因而精神科医务人员

所面对的不仅是经血液传播疾病的高风险患者，还

是具有高暴露攻击行为的精神障碍患者，一旦发生

职业暴露，将对医护人员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

甚至威胁生命。
综上所述，精神障碍患者经血液传播疾病感染

率明显高于普通人群，而在精神障碍患者中物质相

关障碍患者经血液传播疾病感染率又明显高于其他

精神障碍患者。因此，精神科的医务工作人员在避

免暴力攻击行为发生的同时也应做好经血液传播性

疾病的职业防护，特别是对于物质相关障碍这一类

患者，医护人员应引起高度的重视，针对性的采取干

预措施，加强职业安全教育培训，规范操作流程，从

而有效降低职业暴露的发生，防止传染性疾病的传

播及蔓延，确保医护人员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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