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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定 义义

根据事先设计的要求，在某一人群中应用普查或

抽样调查的方法收集特定时间内疾病的描述性资

料，以描述该人群中疾病的分布及观察某因素与

疾病间的关联。

横断面研究

现患研究



主要用于慢性病的调查

但其基本方法也适用于感染情况、免疫

情况、解剖和生理、生化等指标的调查



目目 的的

描述疾病或健康状态分布，提供病因线索

了解人群健康水平

考核防治措施的效果

用于疾病监测



特特 点点

一种患病率调查，一般不能反映发病情况

提供的是病因线索



种种 类类

普 查

抽样调查



普普 查查

在特定时间内对特定人群所作的全面调查

优点：早期发现病人、早期治疗

缺点：工作量大，易漏诊

不适用于患病率很低的疾病

注意：划分明确范围、统一时间期限、

统一诊断方法、漏查率尽量小。



抽样调查抽样调查

从抽样总体中用一定的方法抽取一个样
本作为调查对象，再把结果推及总体。

优点：省钱、省力、快速，覆盖面大，

准确性高。

缺点：实施与分析比较复杂，不适用于

率很低的疾病

关键：随机抽样



随机化抽样方法随机化抽样方法

简单随机抽样(simple random sampling)

系统抽样 (systematic sampling)

分层抽样 (stratified sampling)

整群抽样 (cluster sampling)

分级抽样 (multistage sampling)



简单随机抽样简单随机抽样

每个抽样单元被选入样本的概率是相等的

常用的方法为随机数字表

当抽样范围与样本都不大时比较容易

适用于小型调查和实验研究的抽样



系统抽样系统抽样

首先必须确定抽样范围和样本含量，并给

每一个单元依次编号

确定抽样比，即从每多少单元中抽一个单

元进入样本

代表性较有保证

必需事先对总体的结构有所了解



分层抽样分层抽样

把总体按某个(些)标志或特征(如性别、年龄

组、居住地区、民族)划分为若干个次级总体(称

为层)，先从每层内独立抽取一个随机样本，再

合成为总体的一个样本。

比例分配抽样

最适分配抽样



整群抽样整群抽样

以个体组成的群体作为抽样单元，用以

上三种方法之一进行的抽样。抽得的样

本包括若干个群体，对群体内个体全部

加以调查。

优点：易为群众接受，省人力、物力和

时间。



多级抽样多级抽样

从总体中先抽取范围较大的单元，称为一

级抽样单元，再从每个抽中的单元中抽取

范围较小的单元，还可依次再抽取范围更

小的三级单元及更小的单元。

大规模调查常采用





抽样误差与非抽样误差抽样误差与非抽样误差

抽样误差（随机误差）

可通过增加样本量和抽样设计来控制，

且可测量。

减少抽样误差的方法



抽样误差与非抽样误差抽样误差与非抽样误差

非抽样误差（系统误差）

即偏倚。由某些较为恒定的不能准确定

量的因素所造成的。重复抽样和增加样

本量并不能减少这种误差。



样本大小样本大小

决定因素

预期现患率

对调查结果的精确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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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偏倚常见偏倚

无应答偏倚

回忆偏倚和报告偏倚

测量偏倚

调查员偏倚

观察者偏倚



偏倚防止偏倚防止

随机化

仪器精良、标准统一

严格培训调查员



资料分析资料分析

检查资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分级归类

分析比较



爆发调查爆发调查

爆发调查是对地区或集体单位在较短时间

内发生较多同一种疾病所进行的调查。

爆发常由共同的传染源引起或由共同的传

播途径或因素而引起。



调查目的调查目的

找到应采取的有效措施，防止疾病的蔓延

确认病例，确定是否爆发或流行，描述疾病的

分布

找出病原或病因，查明来源、传播方式与途径

找出已暴露于病因的易感人群和决定采取措施



调查方法调查方法

核实诊断(临床、实验室、流行病学资料)

证实爆发

初步了解疾病的分布，提出可能的病因与

传播途径的假设

调 查（普查与抽样调查等）

资料分析（“三间”分布，平均潜伏期）

提出控制措施，并观察其效果

总结和建议



步骤和内容步骤和内容

核实诊断
初步了解
疾病分析

病例及相关
资料收集 初步分析

提出假设
采取措施

进一步
分析

检验假设
采取防制措
施及效果评价 深入调查

总结报告



爆发调查的分析方法爆发调查的分析方法



时间分布时间分布

流行曲线 (epidemic curve)

疾病爆发的起止时间、发病强度和发展趋势

暴露类型、传播方式和易感者人数的不同，

流行曲线各异。



时间分布时间分布--同源性爆发同源性爆发

指某易感人群同时暴露于某共同的致病因素而引

起的爆发

同源一次暴露引起的爆发：流行曲线为单峰型，

病例数骤然升高，迅速达到高峰，随后缓慢下

降。

若暴露因素持续作用，其流行曲线虽呈单峰型，

但高峰持续时间延长。

混合型流行





时间分布时间分布--同源性爆发（续）同源性爆发（续）

时间分布-同源多次暴露爆发引起的病例

不是同时受染，而是分次受染的结果，

每出现一批病例在流行曲线上有一个高

峰。

潜伏期长短不同的疾病也可通过一个共

同因素引起爆发，其流行曲线的形式可

呈双峰型。



时间分布时间分布--连续性爆发连续性爆发

致病性病原体从一个感染者到另一个易感

者，可通过直接接触或经中介的人、动物

或媒介物实现。

在潜伏期长的疾病，病例数缓慢增多，整

个流行过程持续时间长。在潜伏期短而易

传播的疾病，流行曲线也可像同源性传播

相似，可突升突降，但持续时间长于一个

潜伏期。



地区分布地区分布

按病例发生的地点绘制出地区分布图或

标点地图。同时还可将病例的发病日期

标在地图上，使病例的分布及各病例之

间在时间上和地理上的关系更加直观。

地区分布还可按不同地区计算罹患率进

行比较。

一些病原携带者或隐性感染比较多的疾

病，在地区分布上多呈散在发生。



人群分布

分析比较不同年龄、性别、职业等罹患率

是爆发调查中常用的分析方法。



平均潜伏期的计算平均潜伏期的计算

疾病暴露日期确定后，即可计算爆发病例的潜

伏期。由于不同病原体侵入宿主至发病的潜伏

期不同，所以分析爆发疾病的潜伏期有重要价

值。传染病的潜伏期呈对数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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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日期的推算暴露日期的推算

关系到暴露范围和可疑爆发来源

如果病原已知，对于共源一次暴露引起

的爆发就可应用潜伏期推断可能的暴露

日期。

如果病原未知，就无法直接利用潜伏期

去推断暴露日期。可用数理方法首先推

断潜伏期，然后再去推算暴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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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重大传染病疫情对待的情况作为重大传染病疫情对待的情况

一个地区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新传染病，
而且对该地造成严重影响

一个已被控制或基本消灭的传染病又突
然大面积流行

当一个新的传染病从国外传入而且有可
能扩散传播



爆发、流行的紧急措施爆发、流行的紧急措施

限制或停止集市、集会

停工、停业、停课

临时征用房屋、交通工具

封闭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公共饮用水源



开展的具体工作开展的具体工作

主管人员听取当地医疗卫生单位的汇报，
查阅记录

临床医生对病人进行诊治和就地隔离

流行病学人员对疫区进行初步紧急处置和
调查

检验人员在实施疫区处置前及时采集标本

收集疫区的人口资料、地理、水文、气象
和近期社会活动资料



调查组还必须开展的工作调查组还必须开展的工作

核实爆发疫情的诊断

确定是否是爆发

划定疫区范围和进行疫区监测

向上级部门报告全情况，并作疫情发展

趋势的估计



病例调查病例调查

个案调查、个例调查。指对个别发生的病

例、病例的家庭及周围环境所进行的流行

病学调查。



目的与应用目的与应用

疫源地的处理
进一步明确传染病的诊断

根据情况决定是否需要消毒及其范围

登记接触者名单

总结某疾病的分布特点

对基本控制的疾病进行监测

特殊病例的调查



调查内容调查内容

一般项目

临床特征

实验室检查

流行病学资料



缺缺 点点

不易分析变量与疾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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