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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BERCULOSIS
Your Questions Answered

给患者的信息

保护你的家人和朋友远离结核病 - 全程服药
TB Alert,
Community Base,
113 Queens Road,
Brighton BN1 3XG
电话: 01273 234030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或索取此宣传册，
请拨打 01273 234 770(仅办公时间)。

我能否与其他患者/团体联系以获取支持?

研究表明，卡介苗对35岁以上的成年人几乎没有作用。
建议只对35岁以下、在特殊危险行业工作的成年人接
种卡介苗，如医疗保健机构工作人员部门、养老院工作
人员、无家可归者或难民收容所工作人员，实验室工作
人员，监狱工作人员和兽医工作人员。对于16岁以下、
未曾接种卡介苗的儿童，如果要到结核病高发的国家旅
行/或者逗留3个月以上，建议做皮肤试验，确定是否需
要接种卡介苗。通常，用于旅行的卡介苗和相应的皮肤
试验需要私下进行。

如果您希望与其他患者交流，请与TB Alert 联系。联系方
式见此宣传册的背面。

任何人都会都可能感染结核病（曾经感染结核菌的患者中
包括一名英国内政大臣，多个世界著名歌唱家，以及一名
大主教！），但居住条件或饮食条件恶劣的人（如无家可
归者或发展中国家的人），以及患有其他疾病（特别是艾
滋病）的人，感染结核菌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如果我担心患有结核病，应向谁求助?
如果您担心自己或您认识的人可能有一些结核病的症状，
应告诉医生。

您可以成为TB Alert 的朋友，这是一家慈善机构，致力于提
高结核病的认识，资助英国和发展中国家的抗结核项目。

我们为什么需要您的帮助和支持?
TB Alert 与医学工作者、政府部门、其他非政府组织以
及公共服务人员合作，致力于提高英国人对结核病的警
觉。TB Alert 还呼吁人们给予结核病更多的关注，以便全
世界有更多的人能够得到应有的治疗。

TB Alert 是一家独特的慈善机构，致力于在英国提高人
们对结核病的认识，并通过为患者提供信息，支持 NHS
的工作。我们资助发展中国家的抗结核项目，确保所有
患者都得到正确的治疗。在您的支持下，我们能够对全
世界的抗结核工作产生积极的影响，挽救更多的生命。

TB Alert 资助发展中国家的抗结核病项目，以便所有患者
都能获得合适的治疗。
TB Alert 是唯一一家专业抗结核病慈善机构，在英国和全
世界开展抗结核病工作。
您能提供帮助!

结核病会复发吗？

在英国，过去10年内发病率升高了20％，其中伦敦的发病
率升高了50％。这些数字还在继续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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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 Prof. Peter Davies

在英格兰注册，注册号 3606528

结核病在无法获取或无力支付有效治疗的发展中国家非常
常见。这种疾病引起的耻辱感也会阻止患者寻求治疗。
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每年会有约200万人死于结核病－尽
管这种疾病可以治愈。

此宣传册中有关结核病诊断和治疗的信息是一般性资料。此宣传册中有关结核
病治疗的信息不能替代抗结核护士／医生或其他医务人员的专业知识和判断。
此宣传册中包含的信息不能作为TB治疗的决定。有关治疗的问题和相关事项应
直接咨询医务人员。

有限（担保）责任公司

简单地说是－是有可能的。因此，如果您对此有任何
疑问，请咨询您的GP。

TB的流行情况如何？

发烧!! 发烧!! 发烧!! 夜间大量冒汗 发烧!! 发烧!!

注册慈善机构 注册号 1071886

任何人都会感染结核病吗?

我能提供什么帮助?

或登录我们的网站 www.tbalert.org

设计 worksong,伦敦 020 8352 8300

成年后或旅行时接种卡介苗是否有用？

结核病
解答您的问题

如欲捐赠或成为志愿者，
请拨打 01273 234 784(仅办公时间)。

Hon. President: Sir John Crofton MA MD FRCP (Ed and Lon)
Patron: Archbishop Desmond Tutu
Chair:
PaulCrofton
Sommerfeld
Hon.
总裁: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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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MD FRCP (Ed 及 Lon)
赞助人
: Archbishop
Desmond
Secretary:
Prof.
PeterTutu
Davies
主席: Mr. Paul Sommerf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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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
我想通过以下方式成为 TB Alert 的朋友
疲倦（没有精神或极度倦怠）
腺体肿大
缺乏食欲
咳嗽带血（非常罕见，但如出现这种情况，需要立即
就诊）

(请在适当处打4)

A. 捐赠
q 支票，金额 £.........................................
(支付给TB Alert)
q	请将此和未来的捐赠作为礼物资助捐赠处理。

机体其他部位的结核菌会引起疼痛和肿胀。在儿童中，
以及极少数情况下在成人中，结核菌会引起脑膜炎。

我是英国的纳税人*

日期: ..................................................
* 如果您在此打勾，TB Alert 会从税务局获得您捐赠的每英镑中的

这些症状都有可能是其他疾病的表现，但如果您出现三种
或三种以上症状，且担心是否患有结核病时，应告诉当地
医院或诊所的医生或护士。

		 28.2便士，如果您的纳税比例高，您可以自己收回低比例和高比例
		 税额的差额。如果您不再缴纳收入税或等于收入税基本比例的资产
		 所得税，请通知我们。

q	我想设立定期的捐赠－请发送给我一份通知书
q	我计划在遗嘱中将我部份的钱留给 TB Alert

如何诊断结核病?
什么是结核病?
结核病（TB）是一种细菌性感染，最常见于肺部，但也会
影响机体的其他任何部位。一般采用一个疗程的药物治疗
即可治愈结核病，一个疗程通常为6个月。只有肺部或咽
喉部的结核菌才具有传染性，正确服药2周后，大多数患
者就没有传染性了。

如何会感染结核菌?
当肺结核患者咳嗽时，结核菌会在飞沫中进入空气，并被
其他人吸入。与结核病患者共处时间较长的人（通常为伴
侣或居住在同一房屋内的其他人，或罕见情况下，亲密的
同事）最容易感染结核菌。在公共汽车或火车上不太可能
感染结核菌，因为与具有传染性的结核患者接触几个小时
通常不会有感染的风险。结核菌不会通过吐痰或共用物品
传播。

结核病会对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结核患者可能通常会有以下一些症状：






 嗽持续3周以上，普通药物治疗无效，且继续加重
咳
发热（高热）
夜间盗汗，以至于经常需要更换床单
原因不明的体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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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提供一份痰样本，如果痰内有引起结核病的细菌，
可在显微镜下检出，或在实验室的培养基上生长。
某些情况下，会进行皮肤试验、血液检查或胸片检查。

如果患有结核病，我必须住院吗?
不一定，即使对您的诊断得到了大体上的确认。

如何治疗结核病?
治疗结核的医生或护士会用四种不同的药物治疗2个月，
它们是：
 利福平 (Rifampicin)
 异烟肼 (Isoniazid)
 吡嗪酰胺 (Pyrazinamide)
 乙胺丁醇 (Ethambutol)

罕见情况下，药物会引起以下一些副作用

B. 成为志愿者






我希望参与以下工作:
q	宣传和出版／媒体工作
q 在我所在的地区募集资金
q	挑战性或运动赛事
q	接受媒体的采访 (仅为患者/曾经的患者)
q	协助处理行政事务

皮疹
恶心
针刺感
黄疸(皮肤或眼睛变黄)。如果您发现黄疸，应停用所
有药物，并立即就诊

如果发生这些副作用，应联系治疗结核病的护士或医生。

曾密切接触的人会如何？

请以大写字母填写

专业抗结核护士会请您列出您与其共处时间最长的人。
会要求这些人在胸科诊所接受筛查，包括血液检查或皮
肤试验，及/或胸片。

日期:.......................称呼: 先生/女士/小姐或其他........

(异烟肼、利福平和吡嗪酰胺可以复合为卫非特(Rifater))。

结核能否预防?

地址：........................................................

治疗2个月后，或药敏试验发现细菌对药物耐药时，
治疗可减为两种药物：异烟肼和利福平
(或复合为卫非宁(Rifinah))。

有一种被称为卡介苗的疫苗。虽然它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
有效，但对于预防幼儿患最为严重的结核病（如结核性脑
膜炎）最有效。卡介苗是全世界使用最广泛的疫苗，但每
年仍有900万人（多数已经接种卡介苗）会发生结核病。
目前正在开发新的疫苗。在英国，卡介苗现在被用于结核
感染风险较高的婴儿以及特殊风险状况下的一些成年人。
如需了解更详细的信息，请拨打 0845 456 0995 索取我
们的卡介苗宣传册。

这些药片会引起副作用吗？
利福平会使尿液和其他机体分泌物（如泪液）变为桔红色。
利福平还会与其他药物相互作用，特别是会降低激素类避
孕药（口服，植入或其他）的有效性。因此，如果抗结核
治疗期间在使用其他任何药物，应告诉您的医生，这一点
很重要。

(请在适当处圈出)

名：..........................................................

....................................邮政编码：................
电话：........................................................
传真：........................................................
电邮：........................................................
q TB Alert会将您的信息保存在我们的数据库中，并给您发送更新资料。我们不会
忽略您的邮件。如果您不想收到我们的邮件，请在此打勾。

q 如果您不愿TB Alert将您的姓名告知其他人或类似机构，请在此打勾。

完成后，请撕下，并发回 TB Alert, FREEPOST LON 12815, 伦敦 NW10 1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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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倦（没有精神或极度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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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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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额的差额。如果您不再缴纳收入税或等于收入税基本比例的资产
		 所得税，请通知我们。

q	我想设立定期的捐赠－请发送给我一份通知书
q	我计划在遗嘱中将我部份的钱留给 TB Al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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