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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29 日，北京市某高中国际部报告其学前班多

名儿童疑似感染头虱。专业人员立即赶赴现场进行调查处

2.1

理，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1.1

该学校位于北京市某高档小区内，为某高

中与房地产开发商合作成立、以中外合作办学为基本形式的
民办私立学校，包括学前班、小学部、初中部及高中部，全校
共 20 个班级，380 名学生，72 名教职员工。
1.2

调查方法

将学生头发从后颈往前逆毛发方向翻动，

用篦子仔细梳理头发，寻找头虱成虫、若虫及虫卵，以耳根、
头发发际为重点检查部位，查看头皮及颈部是否有丘疹、血
痂、抓痕等，并通过询问了解其是否有头皮瘙痒等症状。若
经过医院诊断及治疗，通过询问、查看就诊记录等方法了解
其医院就诊情况。
1.3

处置方法

通过暂时停课、药物杀灭、物理杀灭、宣传

教育等方式进行综合治理。停课期间，学校对教室、午睡室
等场所进行了全面消毒及除虱清理，要求家长对孩子头虱进
行清理与预防，包括强调个人卫生，勤洗头、洗澡，并对家庭
环境、衣物、卧具、发梳等进行清理和高温烫洗，沙发、高脚椅
等不便高温烫洗的物品可使用电熨斗、挂烫机等高温蒸汽处
理，有宠物的家庭做好宠物的检查与清洁工作。已感染头虱
者可通过自制灭虱酊剂或选取市售以百部、苦参等为主要成
分的灭虱产品灭虱驱虱。取中药百部加乙醇制作成百部灭
虱酊剂，搽湿头发和发根，可达驱灭头虱效果［1］。因头虱易
于传播，家庭中其他成员应与感染头虱的儿童同时灭虱。复
课后由学校医务室对每名学生进行检查，如发现有头虱或虱
卵应由家长带回继续治疗。
1.4

统计学处理

结

果

虫种鉴定

采集的头虱体长 2～3 mm，背腹扁平，体狭

长，灰白色。头部小，略呈菱形，触角分 5 节，较粗短，向头两

材料与方法
调查场所

2

利用 SPSS 13.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不

同性别学生中头虱阳性率的比较采用 χ 2 检验。P＜0.05 为

侧伸出。眼明显，位于触角后方。口器为刺吸式，足 3 对，粗

壮，各足胫节远端内侧具一指状胫突，跗节仅 1 节，其末端有
一弯曲的爪，鉴定为人头虱（Pediculus humanus capitis）。虱

卵为椭圆形，白色，0.8 mm × 0.3 mm，较宽的一端有帽状小
盖，边缘显著，黏附于发根处，为不易拨脱的白色晶莹状物
体，
与头皮屑有明显区别。
2.2

侵害及治疗情况

该校教学楼为 5 层楼房，学前班仅 1

个班，
位于一楼东北角，
与其他年级相隔，
学生活动无交叉。学

前班共有学生 13 名，
其中女孩 7 名，
男孩 6 名，
年龄为 5～6 岁。
3 月 7、17 日，学前班 2 名女孩分别经过医院诊断为头虱感染
并治疗。现场通过使用篦子对头发进行反复梳理，
另有 1 名女

孩及 1 名男孩发现头虱及虱卵，学前班学生头虱感染率为

30.77%（4/13），性 别 间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χ 2＝1.040，P＝
0.559）。其他年级学生及校内教职员工未发现感染头虱
者。4 例患者均采用市售驱灭虱药物遵医嘱或按照产品说明

书进行治疗，
并按要求做好居室及织物的高温烫杀。4 月 5 日
学前班复课，
对所有学生进行检查，
未再发现头虱及虱卵。

3

讨

论

虱类昆虫终身专性寄生于鸟类或哺乳动物体外，有极强

的宿主专一性。人体寄生虱隶属于吸虱目，有人虱和阴虱 2
种，人虱又分为人体虱和人头虱 2 个亚种［1］。人头虱可携带
立克次体、螺旋体等多种病原体，传播流行性斑疹伤寒、回归
热、
战壕热等，
严重危害健康。
由于卫生条件的改善，城市中人感染头虱的情况已很少
见，集体单位中头虱暴发更是罕见，此起案例提示我们不能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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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数据转换为空间信息，基本达到了将登革热相关资料进行

（1）目前该模块仅开通查询和预警功能，专题地图的制作、空

数据管理和可视化目的。王涛等［7］将媒介生物防控信息化

间分析中的缓冲区分析、属性数据的统计分析等功能有待完

应用于口岸卫生检疫，
提高了风险预警能力。

善。
（2）由于历史数据的部分缺失，导致数据的截尾；预警模

本研究 GIS 模块将媒介生物监测信息与空间位置相结

合来揭示媒介生物的动态变化，基本实现了监测数据的可视
化管理。利用媒介生物密度预警病媒相关疾病的发生基于
两个假设：①媒介生物密度升高会增加病媒相关疾病发生的
概率；②媒介生物密度变化具有延续性，在下个月中不会出
现突然升高或下降的情况。但该系统中的 GIS 预警功能并

非自动实时预警，而是人为操作，因月底最后 1 天是数据上
报的截止日期，故在预警时效上有 1 个月的滞后行为，此功

能的设计与该系统的建立目的密不可分。该预警以蚊、蝇、
鼠和蜚蠊密度监测为主要内容，以提示病媒相关疾病发生风
险为目的，而非病例监测，因此，从预警的及时性角度考虑，
无需达到传染病直报系统的实时水平。此外，从病因因果关
系角度考虑，媒介生物密度增加到病媒相关疾病病例出现有
一定的窗口期，
也为该系统的预警提供了可能。
一般预警系统算法建立离不开预警模型的建立和预警
值的设定两大因素。而预警值的设定方法与预警模型的选
择密切相关。传统的预警模型有常用的累积和控制图法、休

型有待进一步完善，警界值的设定需要科学的统计方法进行

判别［10］。
（3）目前 GIS 中媒介生物密度为某科的总密度，还未
精确到种；同科媒介生物不同种间可以传播不同疾病，应对

种密度进一步细分。
（4）数据的上传截止日期还有待商榷。
宁波市媒介生物平台系统 GIS 模块处于方法探索和经验积

累阶段，应进一步完善其功能，实现媒介生物的信息化管理，
从而为媒介生物传染病控制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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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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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是通过比较预警系统发出警报的情况与事先定义的

［7］ 王涛，徐世文，徐晓霞. 国境卫生病媒生物防控信息化处理研

项指标的平衡［9］，一般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法。而 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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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大多为非正态分布，故该系统的预警模型为类似于休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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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中的应用［J］.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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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
1406-1409.

为 P25 分位数和 P75 分位数。该系统预警值的设定比较灵

［9］ 杨维中，邢慧娴，王汉章，等. 7 种传染病控制图法预警技术研

和 P75 分位数作为一次预警操作的预警值，优点在于既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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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媒介生物平台系统于 2016 年 12 月试运行，诸多

方面还有待改进。尤其是 GIS 模块有以下内容需要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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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松警惕。蚌埠市一项头虱调查显示，农村中小学学生头虱

感染率高达 19.16%，女生感染率较高，头虱感染与不良卫生
习惯、父母文化程度及职业、居住情况和家庭子女数等因素
密切相关［2］。但本起案例中因班级儿童人数较少，未体现出
性别差异，且儿童家庭条件普遍较好，提示城市头虱感染和
传播存在新特点。因头虱可通过旅店及交通工具的坐席等
传播［2］，近年来兴起的农家乐等旅游方式以及火车、长途汽
车等成为防范头虱感染的重点环节，外出游玩应选择卫生条
件好的住宿地点及交通工具，游玩归来应及时洗头、洗澡并
换洗衣物。浙江省曾报道一起由灭头虱引起溴氰菊酯中毒

究［J］.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4，
25（12）：1039-1041.

法 预 警 界 值 优 选 分 析［J］. 中 国 卫 生 统 计 ，2014，31（4）：
598-601，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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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件［3］。提示要进行有关头虱防控的健康教育，提高个人
的防病意识和健康素养，规范头虱治疗方法，避免头虱感染
以及不规范治疗导致的中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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