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疾病监测》审稿意见与作者答复 

 

题目：太原市 2006—2015 年丙型病毒性肝炎流行特征分析 

作者：车晓文 

 

————————————审稿专家意见与答复————————————— 

 

审稿专家 1 意见： 

 

    丙型肝炎已成为全球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我国日趋加重的一种传染病，

尤其随着与艾滋病混合感染的出现，使丙型肝炎的诊断和治疗增加了困难，已成

为我国法定报告乙类传染病之一，国家卫计委已明确按以血液传播疾病与艾滋病

共同防治。因此，定期关注本地丙型肝炎疫情，随时分析其发病流行特点及其影

响因素，对防治丙型肝炎与艾滋病均有意义。从这个观点上， 作者能够应用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系统的传染病报告信息系统数据，对太原市 2006-2015 年 10

年的数据作了分析，对这种做法，是值得提出的。但是作为省级城市，尤其要发

表在《疾病监测》杂志上觉得水平还有待提高。 

 

首先，分析期限还可扩大到 80 年代开始； 

 

其次，各年份的传报率质控调查和计算发病率时的率标准化，以及诊断标准

的核实； 

 

第三，收集数据时，不但有时间、年龄、性别、地区、职业、人群，行为等，

而且有各种通过血液途径转播的可能方式，例如有偿供血史、输血史、纹身、手

术史、不规范注射史、不规范口腔诊疗史、使用血制品史、内窥镜检查史、针灸

或刮痧史、穿耳筒或纹眉史，等等。这些数据库里不一定有，那么太原市每年病

例流调资料有没有？ 

 

第四，疫情最大的问题是每年报告的病例是急性肝炎，还是慢性肝炎？因为

急性丙型肝炎感染者中，75%-85%将慢性化，成为无症床携带者或慢性肝炎，

则每年报告的病例数要把急性和慢性分开来。这里也涉及到当地丙肝实验室数量

和能力，以及检测程序。 

 

第五，要有不同年份的 HCV 型别资料。第六，有些表述值得商榷，如摘要

中，职业分布以家务待业、离退休人员、工人农民为主，但图 2 所示不一；又

如图 1 发病人数是连续资料，用直条图不妥，为什么线和条在 2010 年前两者

不吻合？再如每年丙肝数占甲乙丙传染病的比例中加上“丙”不妥当。 

 

最后，建议可以补充一个病例对照调查，以便提出需要宣传和控制的危险因

素。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审稿专家 2 意见： 

 

作者选题有一定意义，但论述没有把道理讲清楚。  

 

2.1 部分 “2006 发病率最少为 21.78/10 万，2013 年发病率最多为 50.36/10 

万”，发病率一般用高低表示，不用多少。 “发病率呈逐年上升，2013-2015 年逐

年下降”，趋势性变化不是看出来的，而是计算出来的。文中其他部分也有类似

情况，需修正。  

 

表 2 需改善。横标目宜更详细，让人清晰的理解到年份下是发病数；发病率

应有单位（1/10 万？）  

 

2.5 男女性别间应做显著性检验。  

 

表 3 中的率应有单位。  

 

2.6 中的趋势应以统计学检验结果来说明。 讨论部分外延过大，使得结论不

可信。 “增长速度也高于全国”，有数据支持吗？ “可能与该人群经常活动于社

会公共场所”，“就诊次数多，病例发现机会相应较”，等等，依据何在，论文中

提供了吗？  

 

讨论部分建议根据结果部分提供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有根据的结论，而不

要任意外延，直到漫无边际。  

 

建议：修改后再审。 

 

编辑部意见汇总： 

    丙型肝炎已成为全球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我国日趋加重的一种传染病，

尤其随着与艾滋病混合感染的出现，使丙型肝炎的诊断和治疗增加了困难，已成

为我国法定报告乙类传染病之一，国家卫计委已明确按以血液传播疾病与艾滋病

共同防治。因此，定期关注本地丙型肝炎疫情，随时分析其发病流行特点及其影

响因素，对防治丙型肝炎与艾滋病均有意义。从这个观点上， 作者能够应用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系统的传染病报告信息系统数据，对太原市 2006-2015 年 10

年的数据作了分析，对这种做法，是值得提出的。但是作为省级城市，尤其要发

表在《疾病监测》杂志上觉得水平还有待提高。 

1、分析期限还可扩大到 80 年代开始。 

2、各年份的传报率质控调查和计算发病率时的率标准化，以及诊断标准的核实。 

 



3、收集数据时，不但有时间、年龄、性别、地区、职业、人群，行为等，而且

有各种通过血液途径转播的可能方式，例如有偿供血史、输血史、纹身、手术史、

不规范注射史、不规范口腔诊疗史、使用血制品史、内窥镜检查史、针灸或刮痧

史、穿耳筒或纹眉史，等等。这些数据库里不一定有，那么太原市每年病例流调

资料有没有？ 

4、疫情最大的问题是每年报告的病例是急性肝炎，还是慢性肝炎？因为急性丙

型肝炎感染者中，75%-85%将慢性化，成为无症床携带者或慢性肝炎，则每

年报告的病例数要把急性和慢性分开来。这里也涉及到当地丙肝实验室数量和能

力，以及检测程序。 

5、要有不同年份的 HCV 型别资料。 

6、有些表述值得商榷，如摘要中，职业分布以家务待业、离退休人员、工人农

民为主，但图 2 所示不一；又如图 1 发病人数是连续资料，用直条图不妥，为

什么线和条在 2010 年前两者不吻合？再如每年丙肝数占甲乙丙传染病的比例

中加上“丙”不妥当。 

7、建议可以补充一个病例对照调查，以便提出需要宣传和控制的危险因素。 

 

一些具体意见： 

1、2.1 部分“2006 发病率最少为 21.78/10 万，2013 年发病率最多为 50.3

6/10 万”，发病率一般用高低表示，不用多少。  

2、“发病率呈逐年上升，2013-2015 年逐年下降”，趋势性变化不是看出来的，

而是计算出来的。文中其他部分也有类似情况，需修正。  

3、表 2 需改善。横标目宜更详细，让人清晰的理解到年份下是发病数；发病率

应有单位（1/10 万？）  

4、2.5 男女性别间应做显著性检验。  

5、表 3 中的率应有单位。  

6、2.6 中的趋势应以统计学检验结果来说明。  

7、讨论部分外延过大，使得结论不可信。 “增长速度也高于全国”，有数据支持

吗？ “可能与该人群经常活动于社会公共场所”，“就诊次数多，病例发现机会相

应较”，等等，依据何在，论文中提供了吗？ 讨论部分建议根据结果部分提供的

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有根据的结论，而不要任意外延，直到漫无边际。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作者说明： 

 

1.针对各位专家老师提出的问题，认真对既往档案资料进行查阅和整理，但资料

实在有限，且在丙肝实验室能力方面有待加强，另外本研究为回顾性资料分析，

所以目前还只能尽可能对现有资料进行分析整理，尽力完善不足。 

 

2. 本文标红的内容为根据各位专家老师意见改正或新增的。 

 

3. 2.1 部分已将发病率由“大小”更正为“高低”。 

 

4. 2.1 中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2.5.1 中性别与丙肝发病的关系、2.6.1 中不同人

群丙肝阳性率的比较、2.6.2 中吸毒者阳性检出率下降趋势进行的统计分析，在 P

值结果的基础上已经加入统计结果。 

 

5. 表 2 横标目进行详细描述，，发病率应有单位（1/10 万），尽力避免生涩 。 

 

6.已对 2.5 中男女性别间做了显著性检验。 

 

7. 已对表 3 中的率增加单位（%）。 

 

8. 讨论中 “增长速度也高于全国”，依据为参考文献[3]中：全国的丙肝发病率由

2008 年的 9.241/10 万增加到 2012 年的 11.691/10 万，而我市由 2006 年的 21.78/10

万最高增加到 2013 年的 50.36/10 万。 

 

9.针对专家老师提出的讨论部分外延比较大，继续扩大参考文献对讨论进行了重

新修改。 

 

10. 解释：图 1 左边纵坐标为发病人数， 右边边纵坐标为发病率，所以发病人数

采用直方图，发病率选用折线图。在 2010 年线和条不吻合是因为发病人数还要

除以人口数才能得出发病率，2010 年与其他年份相比同样的人口基数发病人数

增加更多。 

 



11. 说明：太原市 2006-2015 年丙肝报告发病数占甲乙丙类传染病总发病数的比

例、占肝炎比例和占血液及性传播疾病比例是构成比而不是率，不能做统计学分

析。 

 

谢谢各位老师，辛苦了！如果哪里需要修改的地方我会尽力完善的。 

 

专家 1 复审意见： 

 

论文中所用到的有关发病率趋势性变化的统计方法，在材料方法部分宜给予介

绍。  

 

建议：修改后刊用。 

 

 

作者说明： 

 

1. 本文标红的内容为根据各位专家老师意见改正或新增的。 

 

2. 1.2统计分析已经重新修改，请查阅！ 

 

谢谢各位老师，辛苦了！如果哪里需要修改的地方我会尽力完善的。 

 

专家 2 第一次复审意见： 

 

作者对初审的反馈意见，可以看出其不仅认真地看了，而且坦率地认识到资

料实在有限、实验室能力又不足，因此难以对疫情作深入地分析，也无法按审稿

意见作一一回答和修改。 

 

作者应该理解国内有关丙肝疫情流行特征的分析文章，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

来已发表的论文屡见不鲜，一篇完整的有关疾病监测，要让其反映出问题所在？

有哪些影响因素？今后的对策或建议是什么？最好还有这些措施实施后的效果

如何？虽然现在这篇文章希望发表在国内杂志中影响因子较高的《疾病监测》上，

应该有一定要求， 但是作者撰写的文章还是反映了我国西北地区重要城市的丙

肝流行情况和一些流行特征，提出要进一步加强丙肝防治，是有一定意义的。 

 

我建议可否让它刊载，但是文章要再作一些修改： 

 

1）尽量缩短文章，如表 1 可改为直条构成图，表 2 可改为地图，并且解释

原因有哪些？；图 1 不是直方图，请作者考虑？等等。 



 

2）表 3 中提到这些人群外，特别要说明当地HIV/AIDS中的HCV检测情况，

则也是国家卫计委为什么要将丙肝与艾滋病一起抓的要求；还有血液透析者中

HCV 感染情况。 

 

3）太原市员和血浆献血者逐年 HCV 检测率可以放上。 

 

4）在讨论中提出要加强丙肝实验室检测能力的建设和质量控制，对发生聚

集性病例事件要立即调查处理，定期开展流行因素的调查和防治措施的效果评估，

等等。 

 

5）有些参考文献表述不规范。 

 

 

作者说明： 

 

1. 本文标红的内容为根据各位专家老师意见改正或新增的。 

 

2. 图 1(2006-2015 年太原市丙肝流行趋势)已经更改为直方图。 

 

3．疾病构成由原来的表已经更改为图 2。 

 

4．地区分布由原来的表已经更改为图 3，结果在讨论中有涉及。 

 

5. 人群监测结果中加入无偿献血者，详见表 1 和图 5。 

 

6. 对讨论做了进一步完善。 

 

7. 参考文献已经严格按照“双语著录格式”进行修改并标红。 

 

8. 专家老师提出的“当地 HIV/AIDS 中的 HCV 检测情况”没有相关资料可以描

述，抱歉！ 

 

谢谢各位老师不吝赐教，辛苦了！ 

 

 

专家 2 第一次复审意见： 



 

作者还是很认真，对所提意见作了仔细修改，把内容更突出，图表也清晰，

讨论部分对今后工作也较以前明确表述，因此可考虑刊载，不过最后要以编辑部

的决定为准。 

 

——————————————定稿会意见与答复———————————— 

 

定稿会意见： 

 
同意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