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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市某高校大学生面部蠕形螨感染情况调查

王小莉1,张莉莉1,崔摇 洁2,杨小迪1,宋摇 迪1,胡守锋2

[摘要]目的:调查蚌埠市某高校大学生面部蠕形螨感染情况,探讨影响蠕形螨感染因素。 方法:随机抽取某高校临床医学专

业 5 个年级的学生,共 645 名。 采用改良透明胶纸法,在学生鼻翼、额头部采样,并以问卷形式对年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皮
肤状况、心理等进行调查。 结果:大学生面部蠕形螨感染率为 21. 78% (132 / 606),多为轻度感染,占 82. 58% (109 / 132)。 男、
女生的蠕形螨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5 个年级学生的蠕形螨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不同年龄、
饮食习惯、皮肤类型学生的蠕形螨感染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来自城市、良好卫生习惯者蠕形螨感染率明显较低

(P < 0. 01);不同睡姿学生的蠕形螨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面部皮肤损伤者蠕形螨感染率高于无皮肤损伤者

(P < 0. 05)。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卫生习惯和面部皮肤损伤均是蠕形螨感染的影响因素(P < 0. 01)。 76. 40% (463 /
606)的学生认为皮肤和容貌对自信心、社会交往乃至求职会有一定影响。 结论:蚌埠市某高校大学生面部蠕形螨感染率相对

较低,面部蠕形螨的感染与卫生习惯和皮肤损伤密切相关,防治蠕形螨亦需重视学生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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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facial Demodex infec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Bengbu City
WANG Xiao鄄li1,ZHANG Li鄄li1,CUI Jie2,YANG Xiao鄄di1,SONG Di1,HU Shou鄄feng2

(1. 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 and Parasitology,Anhui Key Laboratory of Infection and Immunity,
2. Microscopic Morphology Experiment Center,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facial Demodex infec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Bengbu City,and its relevant factors.
Methods:Six hundred and forty鄄five clinical medicine students from 5 grades of the College were randomly selected. The sample was
harvested from the nosewing and forehead of students using improved cellophane tape. The age,living habit,eating habit,skin type and
psychology in all students were surveyed using a questionnaire. Results:The total infection rate of facial Demodex was 21. 78% (132 /
606). The 82. 58% of facial infection was mild(109 / 132). The difference of the infection rate of Demodex between boy and girl
student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P > 0. 05 ). The differences of the infection rate of Demodex among five grad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he differences of the infection rate of Demodex in different ages,eating habits,skin types student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he infection rates of Demodex in the student with good health habit and student from city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 P < 0. 01). The difference of the infection rate of Demodex in different sleeping gesture student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1). The infection rate of Demodex in student with facial skin injury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student
without facial injury(P < 0. 05).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health habit and facial skin injury we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modex infection(P < 0. 01). The 76. 40% (463 / 606) students thought that skin and beauty could affect the
self鄄confidence,social interaction and apply for a job. Conclusions:The facial infection rate of Demodex in college student from Bengbu
city is lower,and the facial infection of Demodex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ealth habit and skin injury. During preventing Demodex,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students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Key words] Demodex;infection;undergraduate

摇 摇 蠕形螨(Demodex)俗称毛囊虫,是一种永久性

寄生螨类,已记录超过 140 种(亚种),呈世界性分

布。 寄生于人体的蠕形螨主要有毛囊蠕形螨

(Demodex folliculorum ) 和 皮 脂 蠕 形 螨 ( Demodex
brevis),可在前额、鼻颊沟、下颚、眼睑、外耳道等寄

生。 虫体以毛囊上皮细胞和腺细胞内容物为食。 感

染者可表现为局部皮肤弥漫性潮红、丘疹、脱屑,重
者可出现酒渣鼻、毛囊炎、痤疮、脂溢性皮炎等[1]。
本调查旨在了解某高校在校生面部蠕形螨感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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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并对影响流行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为大学生蠕

形螨疾病的防治提供依据。 现作报道。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调查对象摇 随机抽取蚌埠市某高校临床医学

专业 5 个年级的学生,共 645 名,其中男生 309 人,
女生 336 人,年龄 17 ~ 23 岁。 受检者均为全日制本

科,集体寄宿,宿舍为 4 人 /间。
1. 2摇 方法摇 采用改良透明胶纸法检查蠕形螨,选
取 2015 年 7 月进行本次调查。 发给每位受检者 2
张载玻片(2 cm 伊 5 cm 胶纸贴于其上)。 受检者睡

前把面部清洁干净,不使用任何护肤产品,把胶纸贴

于鼻翼、额头部,次日晨于粘贴部位适度挤压,取下

粘有大量皮脂的透明胶带,平贴于原玻片上。 回收

玻片,立即带回实验室,于低倍显微镜下观察,记录

结果。 每张玻片由 2 名研究人员(教师 1 名,学生 1
名)共同检查,防止漏检、误检。

同时采用问卷调查,问卷由基本资料(年龄、性
别、年级、生源地)、饮食习惯(是否喜食咸、辛、辣等

刺激性食物)、睡姿(平躺式、侧卧式、俯趴式、蒙头

式)、皮肤状况(油性、混合性、干性肤质)、个人卫生

习惯、心理部分等构成。

1. 3摇 评价标准摇 镜检出蠕形螨任何一期(成虫、若
虫、前若虫、幼虫、卵)均为阳性。 统计 2 张玻片虫

体总和,1 ~ 5 条为轻度感染( + ),6 ~ 10 条为中度

感染(2 + ),10 条以上为重度感染(3 + )。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字2 检验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

归分析。

2摇 结果

2. 1摇 调查概况摇 向 645 名学生发放载玻片、问卷,
其中资料书写齐全、粘贴规范者共 606 名,男生 285
人,女生 321 人,有效率为 93. 95% 。 606 名学生中,
蠕形螨感染率为 21. 78% (132 / 606),包括毛囊蠕形

螨 78 例,皮脂蠕形螨 44 例,混合感染 10 例。 大多

数为轻度感染(82. 58% ,109 / 132),部分中度感染

(17. 42%,23 / 132),全程未见重度感染。 其中,鼻翼

部检出 51 例(38. 64%),额头部 47 例(35. 61%),
混合部位感染 34 例(25. 76%)。 男、女生的蠕形螨

感染率分别为 25. 26% 、18. 69% ,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字2 = 3. 83,P > 0. 05)。 5 个年级中,2013 级学生

的蠕形螨感染率最高,5 个年级学生的蠕形螨感染

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1)。

表 1摇 不同年级男、女生蠕形螨感染情况

年级 n
男生

调查人数摇 感染人数摇 感染率 / % 摇
女生

调查人数摇 感染人数摇 感染率 / % 摇
总感染率 / % 字2 P

2010 级 112 52 11 21. 15 60 11 18. 33 19. 64

2011 级 120 45 12 26. 67 75 13 17. 33 20. 83

2012 级

2013 级

136
118

66
58

16
20

24. 24
34. 48

70
60

10
19

14. 29
31. 67

19. 12
33. 05

11. 57 < 0. 05

2014 级 120 64 13 20. 31 56 7 12. 50 16. 67

合计 606 285摇 72 25. 26 321摇 60 18. 69 21. 78

2. 2摇 不同影响因素下学生蠕形螨感染率比较摇 不

同年龄、饮食习惯、皮肤类型学生的蠕形螨感染率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油性皮肤类型中,
男生蠕形螨感染率 (26. 12% ,38 / 134) 高于女生

(16. 49% ,16 / 97)( 字2 = 4. 42,P < 0. 05);而其他皮

肤类型中,男(22. 52% ,34 / 151)、女生 (19. 64% ,
44 / 224)蠕形螨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字2 =
0. 45,P > 0. 05)。 来自城市、良好卫生习惯者蠕形

螨感染率明显较低(P < 0. 01);不同睡姿学生的蠕

形螨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以蒙头式者感染率

最高(P < 0. 01);面部皮肤损伤者蠕形螨感染率高

于无皮肤损伤者(P < 0. 05)(见表 2)。

2. 3摇 蠕形螨感染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

析摇 以蠕形螨感染为因变量(阳性赋值为 1,阴性赋

值为 0),以卫生习惯、皮肤类型、面部病变为自变

量,建立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逐步回归分析结

果显示,卫生习惯和面部皮肤损伤均是蠕形螨感染

的影响因素(P < 0. 01)(见表 3)。
2. 4 摇 心理因素与皮肤状况调查 摇 调查对象中,
76. 40% (463 / 606)的同学认为皮肤和容貌对自信

心、社会交往乃至求职会有一定影响,其中男生占

65. 61% (187 / 285),女生占 85. 98% (276 / 321),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字2 = 34. 74,P < 0. 01)。 在面部皮

肤损伤者中,84. 41% (157 / 186)的学生认为因此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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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不同因素下蠕形螨感染率比较

分组 n 感染人数 感染率 / % 字2 P

年龄 /岁

摇 17 ~ 20
摇 21 ~ 23

309
297

72
60

23. 30
20. 20

0. 85 > 0. 05

生源地

摇 农村

摇 城市

264
342

72
60

27. 27
17. 54

8. 28 < 0. 01

睡姿

摇 平躺式 216 27 12. 50

摇 侧卧式

摇 俯趴式

189
123

41
33

21. 69
26. 83

27. 53 < 0. 01

摇 蒙头式 78 31 39. 74

卫生习惯

摇 良好

摇 不良

543
63

110摇
22

20. 26
34. 92

7. 12 < 0. 01

饮食习惯

摇 喜食刺激性食物

摇 正常饮食

156
450

35
97

22. 44
21. 56

0. 05 > 0. 05

皮肤类型

摇 油性

摇 其他

231
375

54
78

23. 38
20. 80

0. 56 > 0. 05

面部皮肤损伤

摇 有

摇 无

186
420

51
81

27. 42
19. 29

5. 01 < 0. 05

表 3摇 蠕形螨感染的多因素分析

变量 B SE Wald P 95% CI

卫生习惯 1. 722 0. 258 36. 570 < 0. 01 3. 203 ~ 9. 779

皮肤类型 - 0. 419 0. 233 3. 541 > 0. 05 0. 425 ~ 1. 018

面部皮肤损伤 0. 909 0. 217 17. 555 < 0. 01 1. 623 ~ 3. 799

致“面子冶问题,在人际交往中易自卑,甚至会出现

社交回避。

3摇 讨论

摇 摇 蠕形螨感染在人群中极为普遍,目前国外人群

蠕形螨感染率为 27% ~ 100% ,国内一般为 20% ~
97. 86% ,从 4 个月婴儿至 90 岁老人均可存在感染

现象[2 - 3]。 各地大学生蠕形螨感染率则差异较

大[4 - 8],如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校大学生蠕形螨感

染率为 21. 78% ,低于赵亚娥等[9] 研究结果。 分析

其原因,其一可能与受检者配合程度和操作规范性

有关,检查对象的依从性和操作规范性直接影响蠕

形螨检出率;其二则可能与地域差异和调查时间有

关,夏季大量汗液排出,可能使透明胶带的黏附力下

降,本次调查过程中,有部分同学反映粘贴部位有胶

带脱落现象;此外,也可能与调查设计,检查部位、次
数、面积等有关。

目前已知寄生在人体的蠕形螨有毛囊蠕形螨和

皮脂蠕形螨 2 种。 毛囊蠕形螨常 3 ~ 6 个共同寄生

于 1 个毛囊内,而皮脂蠕形螨一般多为单个寄生,且
寄生部位较深,不易检获。 本次调查显示,132 例蠕

形螨感染中包括毛囊蠕形螨 78 例,皮脂蠕形螨 44
例,混合感染 10 例,以毛囊蠕形螨感染和单纯感染

居多;轻度感染 109 例,中度感染占 23 例,全程未见

重度感染。 证实了蠕形螨以单纯感染为主,致病性

较低,感染率与致病率不一致[10 - 11]。
此外,本研究结果显示,来自城市、良好卫生习

惯者蠕形螨感染率明显较低(P < 0. 01),这与崔金

环等[12]研究结果相符。 同时,油性皮肤类型中,男
性蠕形螨感染率高于女性(P < 0. 05)。 青春期学生

多面部油脂分泌旺盛,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常更加

注意个人形象,往往具有良好的面部护理习惯;男性

在集体生活中则多存在护肤品、寝具、剃须刀等交叉

使用的情况,容易增加接触性感染的机会。 而不同

睡姿学生的蠕形螨感染率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以
蒙头式者最高(P < 0. 01)。 蠕形螨发育的适宜温度

为 37 益,其活动力可随着温度上升而增强,蒙头睡

觉时环境温度较高,有利于虫体爬出。 我们试图找

出饮食习惯与蠕形螨感染的关系,但结果显示不同

饮食习惯学生的蠕形螨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这与王新彩等[13]报道一致。 有研究[10]

认为,痤疮、酒渣鼻、脂溢性皮炎等与蠕形螨感染有

一定关系。 本调查中,面部有或无皮肤损伤学生的

蠕形螨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多因

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进一步显示,面部皮肤损伤和不

良卫生习惯均为蠕形螨感染的危险因素 ( P <
0. 01)。

此外,本调查还显示,女生比男生更加关注“面
子冶问题;在社会交往、求职中,颜面部有皮肤损伤

的学生更容易产生自卑心理。 青少年是蠕形螨的主

要易感人群,在防治蠕形螨方面,我们不仅要关注蠕

形螨造成的皮肤问题本身,也要重视由此引发的心

理问题,适当进行心理疏导,帮助学生以积极、乐观

的心态正确面对。
(感谢陈海龙、丁忆晗、张静雨、王婉璐同学在

本次调查中给予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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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对安乐死的认知和态度调查

赵摇 龙1,杨秀木1,2

[摘要]目的:调查医学生对安乐死的认知和态度,并分析可能的影响因素,为医学伦理教育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采用自行设

计的问卷对某医学院校 526 名本科生进行关于安乐死认知和态度方面的调查。 结果:526 名被调查者中,安乐死知晓率为

63. 9% ,被调查者表示对安乐死有所了解,但了解的内容和范围有限,94. 3%的被调查者认为生命权属于个人,但对于个人是

否有权利决定自己生死则表现得较为矛盾。 被调查者均承认安乐死属于跨学科、跨领域的争议性问题,63. 9% 赞成安乐死,
63. 5%表示安乐死在我国立法是非常必要的。 58. 7%表示在本人面临是否选择安乐死时要视具体情况而定,64. 6%的被调查

者在面对亲人选择安乐死时表示不会主动建议,但会支持其决定。 结论:多数调查者对安乐死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受我国传

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医学生对于死亡和安乐死的认识有限,被调查者对实施安乐死态度较为严谨,应加强医学生伦理教育和

死亡教育,正确引导医学生认识死亡,正确看待安乐死。
[关键词] 安乐死;医学生;认知;态度

[中图法分类号] R -05摇 摇 摇 [文献标志码] A摇 摇 摇 DOI:10. 13898 / j. cnki. issn. 1000鄄2200. 2017. 05. 036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cognition and attitude of medical students to euthanasia
ZHAO Long1,YANG Xiu鄄mu1,2

(1. School of Nursing,2. Research Center for General Practice Education,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ognition and attitude of medical students to euthanasia,analyze the possible influencing
factors,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nursing ethics education. Methods:The cognition and attitude toward euthanasia of 526 undergraduates
from a medical college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a self鄄designed questionnaire. Results:Among the 526 respondents,the awareness rate of

摇 摇 摇 euthanasia was 63. 9% , and the respondents had a limited
understanding on euthanasia. 94. 3% of the respondents
believed that the life right belonged to the individual,while the
right of deciding own life and death in respondents was
uncertain. Respondents acknowledged that the euthanasia was
a cross鄄disciplinary and controversial tissue,63. 9% of the
respondents approved euthanasia, and 63. 5% of the
respondents thought that the legislation of euthanasia in China
was very necessary. 58. 7% of the respondent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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