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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摘要】 摇 目的摇 调查医护人员乙型病毒性肝炎（乙肝）防治知识的知晓程度。方法摇 圆园员员 年 苑—员圆 月，通过美
国斯坦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建立的网站（憎憎憎郾 噪灶燥憎澡遭增郾 燥则早）发布网上知识调查问卷，对山东省、市、县和乡镇医疗机
构的在职医护人员进行乙肝防治知识问卷调查。所有医护人员在网上注册并填写网上知识问卷，完成后提交答案。网

上知识调查问卷包括乙肝症状与结局、乙肝传播途径、防止 匀月灾感染措施及 匀月灾感染者和乙肝患者的常规检测项目 源
部分，共 圆园 个问题。结果摇 共 猿源源 名医护人员完成网上注册并提交了网上知识调查问卷，其中医生 员愿园 名，护士 员远源
名。猿源源 名医护人员全部问题回答正确率为 圆源郾 苑豫，其中医生为 猿圆郾 圆豫，护士为 员远郾 缘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孕 约
园郾 园员）。医生与护士 源 部分问题的回答正确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孕 约 园郾 园员），其中涉及乙肝不经食物和日常
接触传播的 远 个问题，医生与护士回答正确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孕 约 园郾 园缘）。医护人员各类问题回答正确率
均随着医院级别、受教育程度、职称的升高而升高（χ圆

趋势值分别为 圆缘郾 园怨，员园郾 缘远 和 愿郾 源圆，孕 约 园郾 园缘）。结论摇 医护人员
尤其是护士和乡镇卫生院医护人员对乙肝防治知识缺乏系统、全面的了解；部分护士和医生对于乙肝传播途径和预防

措施存在误解。建议对医护人员尤其是护士开展全面系统的乙肝防治知识培训，加强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机构医护

人员的培训，以重点提高医护人员的乙肝防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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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圆园园远 年中国乙型病毒性肝炎（乙肝）血清流行病学调查

结果显示，中国普通人群乙肝病毒（匀月灾）表面抗原（匀月鄄

泽粤早）携带率为 苑郾 员愿豫，据此推算，中国约有慢性 匀月灾 感染

者 怨 猿园园 万人，平均每 员圆 个成年人中就有 员 人是慢性 匀月灾 感

染者；每年因 匀月灾感染导致的肝硬化和肝癌死亡患者达 猿园 余

万例［员］。乙肝已成为中国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和需要优

先解决的重大健康问题。医护人员掌握正确的乙肝防治知识有

·怨员怨·

万方数据



助于控制 匀月灾传播，减少其并发症带来的疾病负担，也有助
于消除人们对慢性 匀月灾 感染者的误解和歧视。此外，医护人
员与慢性 匀月灾感染者及乙肝患者接触的机会较多，主要通过
被污染的针头刺伤或经破损的皮肤而被感染，是 匀月灾 感染的
高危人群［圆 原 远］。另一方面，医护人员可通过不安全注射操作和

消毒不规范的医疗器械将 匀月灾 传染给患者，进而造成乙肝医
源性传播［苑］。因此，提高医护人员乙肝防治知识水平对于加

强医护人员自身防护和控制乙肝的医源性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圆园员员 年 苑—员圆 月，美国斯坦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粤泽蚤葬灶
蕴蚤增藻则 悦藻灶贼藻则 葬贼 杂贼葬灶枣燥则凿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开发了全中文“了解乙肝”
循证网上培训课程（憎憎憎郾 噪灶燥憎澡遭增郾 燥则早），在山东省卫生厅的
支持下，与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对本省、市、县和

乡镇医疗卫生机构（包括各级医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

医疗疾控人员以及山东大学医学生开展乙肝防治知识与职业防

护的网上培训。课程内容包括乙肝基本知识、安全注射与防止

乙肝医源性传播及医生与患者交流 猿 部分内容；课程利用开放
源码的 酝韵韵阅蕴耘 网上学习系统（酝燥燥凿造藻 蕴藻葬则灶蚤灶早 杂赠泽贼藻皂）作
为平台，用以存放培训课件和网上知识调查问卷，并对参与培

训人员进行乙肝防治知识的调查。现将医护人员乙肝防治知识

知晓程度的调查结果报道如下。

员摇 对象与方法
员郾 员摇 调查对象摇 山东省、市、县和乡镇医疗机构的在职医护
人员。省、市级医院来自济南市两个大医院，县级医院来自章

丘县，乡镇级卫生院来自高唐县和济宁市。

员郾 圆摇 调查方法摇 调查对象通过 酝韵韵阅蕴耘网上学习系统接受网
上知识问卷调查并学习“了解乙肝”循证网上培训课程。调

查对象在网上注册时需提供职业、工作单位级别、受教育程

度、职称等信息，在开始培训课程之前必需填写网上知识调查

问卷并在线提交答案。网上知识调查问卷共包括 圆园 个问题，
其中涉及乙肝症状与结局 猿 个问题；乙肝传播途径 愿 个问题；
防止 匀月灾感染措施 缘 个问题；匀月灾感染者和乙肝患者的常规
检测项目 源 个问题。在项目选定的医院通过会议、医院电子板
和在医院张贴宣传画等方式通知所有医护人员在一定时间内参

与网上知识问卷调查和循证网上培训课程，完成网上知识调查

问卷和全部培训内容者可获得医学继续教育学分 猿 分。
员郾 猿摇 统计学方法摇 通过 酝韵韵阅蕴耘网上学习系统的数据报告功
能获取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和网上知识问卷调查结果，采用微

软 耘曾糟藻造和 杂栽粤栽粤软件进行数据整理，采用 杂孕杂杂 员猿郾 园 软件进
行统计学处理。按照调查对象的主要特征分组计算各类问题回

答正确率，医生和护士回答正确率的比较采用 χ圆 检验；不同

单位级别、文化程度和职称医护人员回答正确率的比较采用趋

势 χ圆 检验。以 孕 约 园郾 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员郾 源摇 质量控制摇 所有医护人员在网上注册时需提供真实姓名
和个人邮箱地址，点击邮箱内链接确认注册人身份后进入培训

页面。在数据整理过程中，根据注册信息确定重复注册的账

户，只选用第一次完整试答的结果；未完成培训者相关数据不

录入数据库。

圆摇 结果
圆郾 员摇 一般情况摇 共 猿源源 名医生和护士完成网上注册并提交了

网上知识调查问卷，其中医生 员愿园 名，护士 员远源 名；医生与护
士工作单位、受教育程度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孕 约
园郾 园员）；职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孕 跃 园郾 园缘，见表 员）。
圆郾 圆摇 医生和护士乙肝防治知识问题回答正确率 摇 猿源源 名医护
人员全部问题回答正确率为 圆源郾 苑豫，其中医生为 猿圆郾 圆豫，护
士为 员远郾 缘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孕 约 园郾 园员）。医生与护士 源
部分问题的回答正确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孕 约
园郾 园员），其中问题 员、问题 猿、问题 源、问题 员园、问题 员员、问题
员圆、问题 员缘、问题 员远、问题 员怨 回答正确率比较，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孕 约 园郾 园缘，见表 圆）。

表 员摇 医生与护士一般情况比较〔灶（豫）〕

栽葬遭造藻 员摇 悦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燥枣 早藻灶藻则葬造 蚤灶枣燥则皂葬贼蚤燥灶 遭藻贼憎藻藻灶 凿燥糟贼燥则泽 葬灶凿 灶怎则泽藻泽

项目 医生
（灶 越 员愿园）

护士
（灶 越 员远源） χ圆 值 孕值 合计

工作单位 源缘郾 怨愿 园郾 园园园

摇 省市级医院 远苑（猿苑郾 猿） 员员怨（苑圆郾 远） 员愿远（缘源郾 员）

摇 县级医院 猿缘（员怨郾 源） 摇 圆员（员圆郾 愿）摇 摇 缘远（员远郾 猿）摇

摇 乡镇卫生院 苑愿（源猿郾 猿） 摇 圆源（员源郾 远）摇 员园圆（圆怨郾 远）

受教育程度 缘猿郾 苑猿 园郾 园园园

摇 大专及以下 苑圆（源园郾 园） 愿愿（缘猿郾 苑） 员远园（源远郾 缘）

摇 本科 缘猿（圆怨郾 源） 苑源（源缘郾 员） 员圆苑（猿远郾 怨）

摇 研究生 缘缘（猿园郾 远） 摇 圆（员郾 圆）摇 摇 缘苑（员远郾 远）摇

职称 缘郾 圆园 园郾 园苑源

摇 高级 圆猿（员圆郾 愿） 员员（远郾 苑） 摇 猿源（怨郾 怨）摇

摇 中级 苑缘（源员郾 苑） 远圆（猿苑郾 愿） 员猿苑（猿怨郾 愿）

摇 初级及以下 愿圆（源缘郾 缘） 怨员（缘缘郾 缘） 员苑猿（缘园郾 猿）

圆郾 猿摇 不同工作单位医护人员各类问题回答正确率摇 乡镇卫生
院、县级医院和省、市级医院医护人员全部问题回答正确率分

别为 愿郾 愿豫、员怨郾 远豫 和 猿源郾 怨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孕 约
园郾 园员）；医护人员各类问题回答正确率均随着医院级别升高而
升高（孕 约 园郾 园员，见表 猿）。

表 猿摇 不同工作单位医护人员各类问题回答正确率比较〔灶（豫）〕

栽葬遭造藻 猿摇 悦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燥枣 糟燥则则藻糟贼 葬灶泽憎藻则 则葬贼藻泽 枣燥则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择怎藻泽贼蚤燥灶 糟葬贼藻早燥则蚤藻泽

遭赠 澡燥泽责蚤贼葬造 葬凿皂蚤灶蚤泽贼则葬贼蚤增藻 造藻增藻造 燥枣 凿燥糟贼燥则泽 葬灶凿 灶怎则泽藻泽

工作单位 例数
乙肝症状
与结局

（问题 员 耀 猿）

乙肝传
播途径

（问题 源 耀 员员）

防止乙肝
感染措施

（问题 员圆 耀 员远）

慢性乙肝
检测措施

（问题 员苑 耀 圆园）
全部

（问题 员 耀 圆园）

乡镇卫生院 员园圆 摇 缘缘（缘猿郾 怨）摇 摇 圆愿（圆苑郾 缘）摇 摇 源员（源园郾 圆）摇 摇 猿远（猿缘郾 猿）摇 摇 怨（愿郾 愿）摇

县级医院 摇 缘远摇摇 猿源（远园郾 苑）摇 摇 圆圆（猿怨郾 猿）摇 摇 圆源（源圆郾 怨）摇 摇 圆员（猿苑郾 缘）摇 员员（员怨郾 远）

省、市级医院 员愿远 员缘园（愿园郾 远） 员园远（缘苑郾 园） 员猿猿（苑员郾 缘） 员园愿（缘愿郾 员） 远缘（猿源郾 怨）

合计 猿源源 圆猿怨（远怨郾 缘） 员缘远（源缘郾 猿） 员怨愿（缘苑郾 远） 员远缘（源愿郾 园） 愿缘（圆源郾 苑）

χ圆趋势值 圆源郾 远员 圆源郾 员愿 猿圆郾 猿缘 员远郾 远圆 圆缘郾 园怨

孕值 园郾 园园园 园郾 园园园 园郾 园园园 园郾 园园园 园郾 园园园

圆郾 源摇 不同教育程度医护人员各类问题回答正确率摇 大专及以
下、本科、研究生学历医护人员全部问题回答正确率分别为

员愿郾 愿豫、圆缘郾 圆豫和 源园郾 源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孕 约 园郾 园员）；
医护人员各类问题回答正确率均随着教育程度升高而升高（孕

·园圆怨·

万方数据



约 园郾 园员，见表 源）。
圆郾 缘摇 不同职称医护人员各类问题回答正确率 摇 初级及以下、
中级和高级职称医护人员全部问题回答正确率分别为 员愿郾 缘豫、

圆怨郾 圆豫和 猿愿郾 圆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孕 约 园郾 园缘）；医护人员
各类问题回答正确率均随着职称级别升高而升高（孕 约 园郾 园缘，
见表 缘）。

表 圆摇 医生与护士乙肝防治知识问题回答正确率比较〔灶（豫）〕

栽葬遭造藻 圆摇 悦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燥枣 糟燥则则藻糟贼 葬灶泽憎藻则 则葬贼藻泽 枣燥则 澡藻责葬贼蚤贼蚤泽 月 责则藻增藻灶贼蚤燥灶 葬灶凿 糟葬则藻 噪灶燥憎造藻凿早藻 遭藻贼憎藻藻灶 凿燥糟贼燥则泽 葬灶凿 灶怎则泽藻泽

问题 医生（灶 越 员愿园） 护士（灶 越 员远源） χ圆 值 孕值 合计

乙肝症状和结局

摇 问题 员：慢性 匀月灾感染者大部分无症状 员远远（怨圆郾 圆） 员圆愿（苑愿郾 园） 员猿郾 愿愿 园郾 园园园 圆怨源（愿缘郾 缘）

摇 问题 圆：慢性乙肝可导致肝硬化和肝癌 员缘圆（愿源郾 源） 员猿圆（愿园郾 缘） 园郾 怨猿 园郾 猿猿猿 圆愿源（愿圆郾 远）

摇 问题 猿：匀月灾感染者可成为携带者或慢性肝炎患者 员愿园（员园园郾 园） 员缘怨（怨苑郾 园） 缘郾 缘苑 园郾 园员愿 猿猿怨（怨愿郾 缘）

摇 问题 员 耀 猿 员源猿（苑怨郾 源） 怨远（缘愿郾 缘） 员苑郾 远怨 园郾 园园园 圆猿怨（远怨郾 缘）

乙肝传播途径

摇 问题 源：被病毒污染的食物与水 员缘远（愿远郾 苑） 员园苑（远缘郾 圆） 圆员郾 愿愿 园郾 园园园 圆远猿（苑远郾 缘）

摇 问题 缘：接受病毒污染的血液 员远源（怨员郾 员） 员源愿（怨园郾 圆） 园郾 园愿 园郾 苑愿圆 猿员圆（怨园郾 苑）

摇 问题 远：重复使用针头、针筒 员远缘（怨员郾 苑） 员源愿（怨园郾 圆） 园郾 圆员 园郾 远源缘 猿员猿（怨员郾 园）

摇 问题 苑：与携带者发生没有防护措施的性交 员缘园（愿猿郾 猿） 员圆猿（苑缘郾 园） 猿郾 远猿 园郾 园缘远 圆苑猿（苑怨郾 源）

摇 问题 愿：携带者母亲分娩过程中传染给婴儿 员缘苑（愿苑郾 圆） 员猿缘（愿圆郾 猿） 员郾 远员 园郾 圆园缘 圆怨圆（愿源郾 怨）

摇 问题 怨：与携带者握手 员苑苑（怨愿郾 猿） 员缘缘（怨源郾 缘） 猿郾 苑圆 园郾 园缘源 猿猿圆（怨远郾 缘）

摇 问题 员园：携带者打喷嚏或咳嗽 员苑源（怨远郾 苑） 员源猿（愿苑郾 圆） 员园郾 远猿 园郾 园园员 猿员苑（怨圆郾 圆）

摇 问题 员员：与携带者共用食具、同桌共饮 员远缘（怨员郾 苑） 员员怨（苑圆郾 远） 圆员郾 苑缘 园郾 园园园 圆愿源（愿圆郾 远）

摇 问题 源 耀 员员 员园猿（缘苑郾 圆） 缘猿（猿圆郾 猿） 圆员郾 源愿 园郾 园园园 员缘远（源缘郾 猿）

防止 匀月灾感染措施

摇 问题 员圆：把食物洗干净煮熟 员缘园（愿猿郾 猿） 员员怨（苑圆郾 远） 缘郾 愿源 园郾 园员远 圆远怨（苑愿郾 圆）

摇 问题 员猿：注射乙肝疫苗 员苑愿（怨愿郾 怨） 员缘苑（怨缘郾 苑） 猿郾 猿远 园郾 园远苑 猿猿缘（怨苑郾 源）

摇 问题 员源：避免重复使用针头、针筒 员远远（怨圆郾 圆） 员源愿（怨园郾 圆） 园郾 源圆 园郾 缘员缘 猿员源（怨员郾 猿）

摇 问题 员缘：避免饮用污水 员缘缘（愿远郾 员） 员圆圆（苑源郾 源） 苑郾 缘圆 园郾 园园远 圆苑苑（愿园郾 缘）

摇 问题 员远：避免与携带者共用食具、同桌共饮 员远缘（怨员郾 苑） 员员愿（苑圆郾 园） 圆圆郾 愿苑 园郾 园园园 圆愿猿（愿圆郾 猿）

摇 问题 员圆 耀 员远 员圆远（苑园郾 园） 苑圆（源猿郾 怨） 圆猿郾 怨猿 园郾 园园园 员怨愿（缘苑郾 远）

匀月灾感染者和乙肝患者的常规检测项目

摇 问题 员苑：甲胎蛋白水平检测 员员源（远猿郾 猿） 员园猿（远圆郾 愿） 园郾 园员 园郾 怨员怨 圆员苑（远猿郾 员）

摇 问题 员愿：转氨酶水平检测 员苑园（怨源郾 源） 员源苑（愿怨郾 远） 圆郾 缘苑 园郾 园怨愿 猿员苑（怨圆郾 圆）

摇 问题 员怨：腹部超声波检查 员猿园（苑圆郾 圆） 苑怨（源愿郾 圆） 圆园郾 愿圆 园郾 园园园 圆园怨（远园郾 愿）

摇 问题 圆园：如没有出现症状，不用做例行检查 员苑缘（怨苑郾 圆） 员缘远（怨缘郾 员） 员郾 园源 园郾 猿园愿 猿猿员（怨远郾 圆）

摇 问题 员苑 耀 圆园 怨愿（缘源郾 源） 远苑（源园郾 怨） 远郾 猿缘 园郾 园员圆 员远缘（源愿郾 园）

摇 问题 员 耀 圆园 缘愿（猿圆郾 圆） 圆苑（员远郾 缘） 员员郾 源远 园郾 园园员 愿缘（圆源郾 苑）

摇 摇 注：匀月灾 越乙型肝炎病毒

表 源摇 不同教育程度医护人员各类问题回答正确率比较〔灶（豫）〕

栽葬遭造藻 源摇 悦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燥枣 糟燥则则藻糟贼 葬灶泽憎藻则 则葬贼藻泽 枣燥则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择怎藻泽贼蚤燥灶 糟葬贼藻早燥则蚤藻泽

遭赠 藻凿怎糟葬贼蚤燥灶葬造 造藻增藻造 燥枣 凿燥糟贼燥则泽 葬灶凿 灶怎则泽藻泽

教育程度 例数
乙肝症状
与结局

（问题 员 耀 猿）

乙肝传
播途径

（问题 源 耀 员员）

防止乙肝
感染措施

（问题 员圆 耀 员远）

慢性乙肝
检测措施

（问题 员苑 耀 圆园）
全部

（问题 员 耀 圆园）

大专及以下 员远园 员园员（远猿郾 员） 摇 远猿（猿怨郾 源）摇 摇 苑苑（源愿郾 员）摇 摇 远员（猿愿郾 员）摇 猿园（员愿郾 愿）

本科 员圆苑 摇 愿怨（苑园郾 员）摇 摇 缘远（源源郾 员）摇 摇 苑愿（远员郾 源）摇 摇 远猿（源怨郾 远）摇 猿圆（圆缘郾 圆）

研究生 缘苑 摇 源怨（愿远郾 园）摇 摇 猿苑（远源郾 怨）摇 摇 源猿（苑缘郾 源）摇 摇 源员（苑员郾 怨）摇 圆猿（源园郾 源）

合计 猿源源 圆猿怨（远怨郾 缘） 员缘远（源缘郾 猿） 员怨愿（缘苑郾 远） 员远缘（源愿郾 园） 愿缘（圆源郾 苑）

χ圆趋势值 员园郾 猿苑 员员郾 员怨 员源郾 园远 员怨郾 源远 员园郾 缘远

孕值 园郾 园园远 园郾 园园源 园郾 园园员 园郾 园园园 园郾 园园缘

表 缘摇 不同职称医护人员各类问题回答正确率比较〔灶（豫）〕

栽葬遭造藻 缘摇 悦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燥枣 糟燥则则藻糟贼 葬灶泽憎藻则 则葬贼藻泽 枣燥则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择怎藻泽贼蚤燥灶 糟葬贼藻早燥则蚤藻泽

遭赠 责则燥枣藻泽泽蚤燥灶葬造 造藻增藻造 燥枣 凿燥糟贼燥则泽 葬灶凿 灶怎则泽藻泽

职称 例数
乙肝症状
与结局

（问题 员 耀 猿）

乙肝传
播途径

（问题 源 耀 员员）

防止乙肝
感染措施

（问题 员圆 耀 员远）

慢性乙肝
检测措施

（问题 员苑 耀 圆园）
全部

（问题 员 耀 圆园）

初级及以下 员苑猿 员园苑（远员郾 愿） 摇 远苑（猿愿郾 苑）摇 摇 愿源（源愿郾 远）摇 摇 苑猿（源圆郾 圆）摇 猿圆（员愿郾 缘）

中级 员猿苑 员园圆（苑源郾 缘） 摇 远愿（源怨郾 远）摇 摇 愿苑（远猿郾 缘）摇 摇 远苑（源愿郾 怨）摇 源园（圆怨郾 圆）

高级 猿源 摇 猿园（愿愿郾 圆）摇 摇 圆员（远员郾 愿）摇 摇 圆苑（苑怨郾 源）摇 摇 圆缘（苑猿郾 缘）摇 员猿（猿愿郾 圆）

合计 猿源源 圆猿怨（远怨郾 缘） 员缘远（源缘郾 猿） 员怨愿（缘苑郾 远） 员远缘（源愿郾 园） 愿缘（圆源郾 苑）

χ圆趋势值 员员郾 怨怨 苑郾 苑苑 员源郾 猿苑 员员郾 圆远 愿郾 源圆

孕值 园郾 园园猿 园郾 园圆员 园郾 园园员 园郾 园园源 园郾 园员缘

·员圆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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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摇 讨论

本调查结果显示，医护人员对乙肝的防治知识缺乏全面、

系统和完整的了解，护士乙肝防治知识特别是乙肝传播途径知

识的知晓程度显著低于医生，工作单位级别、受教育程度和职

称越低的医护人员，乙肝防治知识的知晓程度越差。

乙肝传播途径主要包括血液传播、母婴传播及性接触传

播［愿］。本调查结果显示，约 员园豫的医生和护士不知晓“接受

病毒污染的血液”和“重复使用针头、针筒”可以传播乙肝，

对于血液暴露可能感染 匀月灾 的危险性缺乏充分的认识，可能

不会在暴露后采取个人预防免疫措施，并可能在医疗操作中导

致乙肝的医源性传播，急需对该部分医护人员进行此方面的强

化培训。医护人员尤其是护士对乙肝通过母婴传播及性接触传

播的知晓率较低，员苑郾 苑豫的护士和 员圆郾 愿豫的医生不知晓乙肝

“在携带者母亲分娩过程中传染给婴儿”；圆缘郾 园豫 的护士和
员远郾 苑豫的医生不知晓“与携带者发生没有防护措施的性交”

可以感染 匀月灾。医护人员对于乙肝传播途径的认识不足会制

约医护人员在预防乙肝传播和开展公众教育中发挥积极作用。

匀月灾不经消化道传播，学习、工作或日常生活接触不会

感染 匀月灾［愿］。但本调查结果发现，有 猿源郾 愿豫的护士和 圆猿郾 猿豫
的医生错误地认为“被病毒污染的食物与水”可以传播乙肝；

圆苑郾 源豫的护士错误地认为“与携带者共用食具、同桌共饮”

可以感染 匀月灾；涉及乙肝不经食物和日常接触传播的 远 个问

题，护士回答正确率均明显低于医生。医护人员对乙肝传播途

径的错误认识，加之公众对医护人员的特别信任，会导致更多

人对乙肝传播途径的误解，不利于缓解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乙肝

歧视现象。因此，应该对医护人员尤其是护士开展全面系统的

乙肝传播途径和预防措施等方面的培训教育。

慢性 匀月灾感染者大多数没有症状，因而不易被发现，但
其仍可能将病毒传播给他人，自身有可能发展为肝硬化和肝

癌。有研究表明，转氨酶水平正常的 匀月灾 携带者也可能发生

肝硬化和肝癌；如果没有定期的常规检测，员缘豫 耀 圆缘豫的慢性

匀月灾感染者会死于肝硬化和肝癌［怨］。因此，慢性 匀月灾 感染者

需要定期进行肝脏转氨酶、甲胎蛋白检测和腹部超声波检查，

以早期发现肝脏损伤和肝癌，及时治疗，从而降低乙肝导致的

肝硬化和肝癌发生率［员，愿，员园 原 员员］。本调查结果显示，医护人员对

慢性乙肝症状与结局的认知程度均有待提高，员缘郾 远豫的医生和

员怨郾 缘豫的护士不知晓慢性乙肝可导致肝硬化和肝癌。此外，医
护人员对乙肝定期检查项目的回答正确率较低，源缘郾 远豫的医生

和 缘怨郾 员豫的护士不知道 匀月灾携带者的常规检测项目，特别是

有关肝癌筛查的检测项目，猿远郾 苑豫的医生和 猿苑郾 圆豫护士不知

晓应为 匀月灾携带者定期进行甲胎蛋白水平检测；缘员郾 愿豫的护

士和 圆苑郾 愿豫的医生不知晓应定期为 匀月灾 携带者进行腹部超声
波检查。医护人员对慢性乙肝预后和常规检测措施认识不足有

可能造成对患者的误导，延误治疗时机［员圆］，影响乙肝患者的

预后。因此，在医护人员乙肝防治知识的宣传培训工作中，应

该注意加强慢性乙肝长期管理知识的培训，提高医护人员对慢

性 匀月灾感染者定期开展肝脏损伤检测和肝癌筛查的重要性的

认识和实践。

本调查结果发现，在乡镇、县和省、市级医院工作的医护

人员乙肝防治知识知晓率比较，乡镇卫生院医护人员乙肝防治

知识知晓率最低。乡镇卫生院分布广泛，承担着对广大农村诊

所和医生的技术指导和培训工作，最可能为控制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的乙肝医源性传播发挥作用；同时乡镇卫生院医护人员直

接面对广大的农村人口，最可能早期发现乙肝患者，乡镇卫生

院医护人员乙肝防治知识缺乏不利于乙肝的预防和乙肝患者的

早期发现和转诊治疗。因此在医护人员乙肝防治知识的培训工

作计划中，应该重点加强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护

人员的培训。

因本次调查没有任何考核的性质，调查对象为受教育程度

和自信度较高的医生和护士，且样本数量较大，在一定程度上

减低了偏倚，但采用的是网上知识问卷，无法对调查对象的答

题过程进行现场监督和控制，可能会对调查结果有一定的影

响；且调查只局限在山东省部分地区，其结果对于不同省份和

地区的医护人员的情况可能不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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