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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的预防控制方法分析
韩伟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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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的预防控制方法。方法 应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本地在 2020 年 2 月
-2021 年 2 月期间入选的 200 名居民进行分组。其中一组设为参考组（n=100），本组未施行呼吸道传染性
疾病的预防控制管理；另一组设为实验组（n=100），本组施行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的预防控制管理。比较两
组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的预防控制知识掌握率、防控意识、防控行为以及传染病发生率。结果 实验组呼吸道
传染性疾病的预防控制知识掌握率高于参考组（P＜0.05）。实验组防控意识及防控行为高于参考组（P＜
0.05）。实验组传染病发生率低于参考组（P＜0.05）。结论 施行传染性疾病的预防控制管理，能够有效提
升居民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的预防控制知识的掌握，加强其防控意识及防控行为，从而能够减少传染病的发
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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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thods of respiratory infectious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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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thods of respiratory infectious diseases.
Methods 200 local residents selected from February 2020 to February 2021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by
using random number table. One group was set as the reference group (n=100), and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anagement of respiratory infectious diseases was not implemented in this group; The other group was set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n=100), and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anagement of respiratory infectious diseases was
implemented in this group. The mastery rate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knowledg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warenes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behavior and incidenc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of respiratory infectious diseas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mastery rate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knowledge of
respiratory infectious disease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The
awareness and behavior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The incidenc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anage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residents' knowledge of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respiratory infectious diseases,
strengthen their awareness and behavior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thus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Keywords】Respiratory infectious disease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anagement; Knowledge mastery rate;
Awareness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behavior; Incidence ra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同样很高，儿童、老年人身体素质差，容易受到感
染[2]。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种类繁多，临床症状各异，
考虑到该病经飞沫、接触等均有可能扩散，所以除
治疗之外，防控是抑制呼吸道传染性疾病进展与蔓

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是由于病原体通过上呼吸道
感染入侵机体而引起的，传染性为该病最突出的特
征[1]。呼吸道传染性疾病通常多发于春季与冬季，
而且早晚温差较大，气候突然变化情况下发病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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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的最有效手段。但是多数人对于呼吸道传染性疾

性疾病预防控制经费投入；按社区居民数量配备充

病了解不多，还抱有侥幸心理，最后造成严重的后
果[3]。为此，将本地在 2020 年 2 月-2021 年 2 月期
间入选的 200 名居民设为研究对象。分析呼吸道传

足的卫生技术专业人才；购置了先进仪器设备并不
断更新换代，强化设备检查和维修管理的，保证设
备仪器能够正常运转；改善员工薪资待遇，进一步
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染性疾病的预防控制方法及效果。研究结果详见下
文。

（4）加强对工作人员的培训:举办相关知识讲
座活动，定期培训员工，为员工传授疾病防控知识，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应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本地在 2020 年 2 月-2021
年 2 月期间入选的 200 名居民进行分组。其中一组
设为参考组（n=100），本组未施 行呼吸道传染性疾
病的预防控制管理；另一组设为实验组（n=100），
本组施行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的预防控制管理。其中
参考组男性 55 名，女性 45 名，年龄 16-82 岁，平
均（47.65±2.34）岁。实验组男性 54 名，女性 46 名，
年龄 18-80 岁，平均（47.34±2.65）岁。上述两组入
选对象基础资料经统计学分析后差异较小，无法满
足统计学含义（P＞0.05）。上述研究对象均对本次
研究目的知情，且主动配合相关安排，排除因其他
因素无法配合本次研究者。
1.2 方法
参考组未施行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的预防控制管
理，实验组施行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的预防控制管理，
方法详见下文：
（1）危险因素分析： 深入剖析执行针对性预
防措施之前人群发病原因，了解男性、女性、成人、
老人、儿童发病率情况。多数患者对呼吸道传染性
疾病普遍关注程度不高，认识不到位，防范意识不
强，防范能力不强。在疾病高发期方面，春冬季发
病率明显高于夏秋季节，并通过危险因素分析制定
有针对性预防控制措施。
（2）完善管理制度:构建社区呼吸道传染性疾
病防控管理系统，要和当地疾病控制机构相互衔接，
形成良好合作关系，了解全市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流
行状况，把握控制和消除疾病流行的科学方法，要
制定和不断完善各项管理制度，明确机构职能，经
常进行指导，加强监督，从而促进工作质量的提高，
社区卫生工作系统的建立和卫生工作标准的建立，
使传染病在完善的体系中实现早发现、早报告以及
早治疗，保证疾病流行得到迅速、及时以及有效的
治疗和控制
（3）增加资金投入:增加社区居民呼吸道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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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其自主学习，不断提高专业知识和技能等，从
而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和职业素养，为员工讲疾病
危害性、使员工真正了解预防控制的重要性，从而
增强员工积极主动预防和控制疾病的自觉性
（5）强化社区居民管理:配置知识宣教相关器
材，针对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流行特点，通过多元化
途径向社区居民开展宣教工作，促进居民对疾病有
一个正确的认识，继而实现积极，主动地传染病预
防。儿童和老人作为吸道传染性疾病易感群体，要
加强管理，提高疫苗接种率，对于已经患呼吸道传
染性疾病者，要采取有效管理手段，让其定期体检，
在密切注意疾病变化的情况下，发现异常情况及时
报告，阻断一切传播途径，实现感染源的有效控制。
（6）强化院内预防管理：疾控部门和医院所有
部门共同组成了一个专业疾病预防小组，其入组准
则是由有多年工作经验的传染病或呼吸病专业医师
负责流行性传染局域内的疾病控制和治疗。对于患
者使用过的医疗废物应该及时地处理，同时有相当
数量的医务人员对于传染病缺乏正确的知识，应该
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其对传染病、呼吸道疾病病情特
点、传播途径等方面的掌握，增强其工作职责感，
增加工作积极性。
1.3 效果标准
（1）传染性疾病的预防控制知识掌握率，对两
组传染性疾病的预防控制知识掌握率进行了解，采
取本院自行拟制的传染性疾病的预防控制知识问卷
表，内容主要为传染性疾病病因、症状、预防及控
制方法等。等级为完全掌握、部分掌握及不掌握。
计算方法为完全掌握加上部分掌握比上总例数乘以
百分之百。（2）防控意识及防控行为，对两组防控
意识及防控行为进行评价，采取本院自制评估表进
行评估。（3）传染病发生率，观察并对比两组传染
病发生率。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所得到的数据均采用 SPSS 23.0 软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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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x ±s）用于表示计量资料，用 t 检验；（%）
用于表示计数资料，用（χ2）检验 。当所计算出的 P

的预防控制知识掌握率高于参考组（P＜0.05）。实

＜0.05 时则提示进行对比的对象之间存在显著差
异。

实验组传染病发生率低于参考组（P＜0.05）。提示
施行传染性疾病的预防控制管理可获得较好的传染

验组防控意识及防控行为高于参考组（P＜0.05）。

2 结果

性疾病预防效果。笔者分析认为，经健全管理制度，

2.1 两组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的预防控制知识掌

加大资金投入，加强工作人员培训和加强社区居民
管理等方面入手，督促社区构建科学有效预警机制，

握率对比分析
实验组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的预防控制知识掌握

从而能够增强居民防控意识和防控行为，明显降低
社区疾病发病率，取得明显的管理成效[8]。
综上所述，施行传染性疾病的预防控制管理，

率为 95.00%（95/100）；参考组呼吸道传染性疾病
的预防控制知识掌握率为 63.00%（63/100）。χ2 检
验值 ：（χ2=30.862，P=0.001）。实验组呼吸道传染

能够有效提升居民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的预防控制知
识的掌握，加强其防控意识及防控行为，从而能够
减少传染病的发生率。

性疾病的预防控制知识掌握率高于参考组（P＜
0.05）。
2.2 两组防控意识及防控行为对比分析
表 1 所见，实验组防控意识及防控行为高于参
考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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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呼吸道传染性疾病临床比较多见，多发于春季
和冬季，因为呼吸道传染性疾病具有治愈率高和传
染性强等特点，所以多数患者处于容易感染的大环
境中，对于该病的关注程度不高，而这正是呼吸道
传染性疾的感染率很难得到有效控制[4-5]。尽管多数
呼吸道传染性疾病都有抗病毒的治疗手段，而且治
愈率很高，并取得了一定的临床效果。但本病多发
于老年、儿童群体，重复感染时势必影响到儿童的
生长发育，多数老年人群自身具有各种老年病的特
点，呼吸道传染性疾病可诱发各种并发症而危及其
生命[6]。治疗仅仅是手段而已，怎样避免呼吸道传
染性疾病的发生则是重点[7]。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呼吸道传染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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