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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昆明市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 ｓｃｏｌｉｏｓｉｓꎬＡＩＳ)患病率及相关行为危险因素ꎬ
为预防 ＡＩＳ 的发生提供依据ꎮ 方法　 ２０１７ 年 ５—７ 月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法ꎬ抽取昆明市主城区 ７８４ 名 ９ ~ １６ 岁的中、
小学生进行脊柱健康筛查及腰痛、体质评定量表(Ｂａｃｋ ＰＥＩ)问卷调查ꎮ 结果　 共有 ５０ 名学生躯干倾斜角测试阳性ꎬ占总

调查人数的 ６.３８％ꎬ女生阳性率高于男生ꎬ１５~ １６ 岁年龄段阳性率最高ꎻ结合放射学测试ꎬ有 ２３ 名学生被诊断为 ＡＩＳꎬ占总

调查人数的２.９３％ꎮ 不同倾斜角的有效性检验结果为:５°倾斜角的灵敏度为 ９１.３％ꎬ特异性为 １８.５％ꎬ阳性预测值为４８.８％ꎬ
阴性预测值为 ７１.４％ ꎻ７°倾斜角的敏感性为 ７８.３％ꎬ特异性为 ８８.９％ꎬ阴性预测值为 ８２.７％ꎬ阳性预测值为 ８２.７％ꎻ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参加对抗性体育比赛(ＯＲ ＝ ２.０６ꎬ９５％ＣＩ ＝ １.０１ ~ ４.１８)、≥１０ ｈ 睡眠时间(ＯＲ ＝ ３.０４ꎬ９５％ＣＩ ＝ １.３９ ~
６.６４)、睡姿(ＯＲ＝ ２.２９ꎬ９５％ＣＩ＝ １.２８~ ４.０７)与特发性脊柱侧凸患病呈正性相关(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昆明市青少年特发

性脊柱侧凸患病率较高ꎮ 需有关部门和家长重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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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 (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
ｓｃｏｌｉｏｓｉｓꎬＡＩＳ)指青少年脊柱有结构性侧凸、在冠状面

上 Ｃｏｂｂ 角>１０°且合并有脊柱旋转而无其他器质性病

变的一种慢性疾病[１] ꎬ表现为冠状面上的侧弯、矢状

面上的失平衡和椎体在横轴位上旋转在内的脊椎和

躯干三维畸形[２] ꎮ 虽然 ２０％的 ＡＩＳ 病例可归因于神

经肌肉、综合征或先天性疾病ꎬ但 ８０％的 ＡＩＳ 被称为

特发性或不明病因ꎮ ＡＩＳ 常发生于≥１０ 岁的儿童ꎬ不
仅会破坏一个人的自尊ꎬ还将对健康造成极大的影

响[３] ꎬＡＩＳ 的早期检测和正确的管理是取得满意结果

的关键ꎮ 为此ꎬ笔者于 ２０１７ 年 ５—７ 月对昆明市 ＡＩＳ
患病率及影响脊柱健康的危险因素进行调查ꎬ旨在为

昆明市学生的脊柱健康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ꎬ根据昆明

市中、小学生的比例和当地教育部门 ２０１７ 年提供的数

据(２０１０ 年云南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

报ꎬ昆明市 ５ ~ １９ 岁人口为 ６ ４９８ １６０ 名)进行分层随

机抽样ꎮ 在昆明市五华、西山、官渡、盘龙、呈贡 ５ 个区

１５８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第 ３９ 卷第 １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ꎬＶｏｌ.３９ꎬＮｏ.１２



中ꎬ每个区随机抽取 ２ 个片区ꎬ然后根据该片区学校按

小学 １０ ∶ １、初中 ５ ∶ １ 的比例随机抽取小学和初中的

样本ꎮ 本研究的样本量采用描述性研究的样本量计

算ꎬ公式如下:
ｎ＝ [(Ｚα) ２ ×Ｐ×Ｑ)ｄ２

其中 Ｚα＝ １.９６ꎬＰ ＝ ０.０２ꎬｄ ＝ １％ꎬＱ ＝ １－Ｐ ＝ ０.９８ꎮ
最终筛选的最小样本为 ７１６ 名学生ꎮ 参加本次脊椎侧

凸筛查的学生共有 ７８４ 名ꎬ包括 ３１５ 名男生(４０.２％)
和 ４６９ 名女生(５９.８％)ꎬ脊柱侧凸筛查参与者的年龄

分布在 ９ ~ １６ 岁ꎬ平均(１２.６１±３.３９)岁ꎮ 在进行有关

调查之前ꎬ均已取得学生、家长的知情同意及当地伦

理委员会批准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检查方法 　 目前ꎬ关于脊柱侧凸的筛查法较

多ꎬ本研究采用国际上较为公认的“三检筛查法”进行

筛查和确诊ꎬ即第一检目测法、第二检 Ａｄａｍ 前向弯屈

试验(ＦＢＴ)结合 Ｓｐｉｎａｌ Ｍｏｕｓｅ 脊柱动态测试仪测量、
第三检立位脊柱全长正侧位 Ｘ 线片放射学检查ꎮ 具

体测试方法为:(１)第一检要求受试者自然站立ꎬ测试

人员对受试者肩背部、双腰凹、棘突连线进行观察ꎬ如
３ 个观测指标中有 １ 项异常者考虑为躯干不对称ꎻ(２)
第二检 Ａｄａｍ 前向弯屈试验( ＦＢＴ)结合 Ｓｐｉｎａｌ Ｍｏｕｓｅ
脊柱动态测试仪测量由 １ 名测试者指导受试者直立、
按照颈椎—胸椎—腰椎的顺序进行弯曲(整个过程要

求缓慢)ꎮ 在弯曲的过程中ꎬ由另 １ 名测试者观察受

试者在屈曲颈椎、弯腰过程中ꎬ脊柱两侧的肌肉是否

高低一样ꎬ当检测到背部不对称时ꎬ检测结果为阳性ꎻ
对阳性受试者采用脊柱动态测试仪( Ｓｐｉｎａｌ Ｍｏｕｓｅ)进

行躯干倾斜角测量ꎻ(３)对二检中可疑脊柱侧凸者ꎬ由
专业放射医师进行放射学检查ꎬ当科布角( Ｃｏｂｂ 角)
≥１０°则被诊断为脊柱侧凸[４] ꎮ
１.２.２　 问卷调查　 采用改良的腰痛、体位评定量表问

卷(Ｂａｃｋ ＰＥＩ)进行危险因素调查和评价ꎮ 问卷包括

１１ 个问题ꎬ包含背部疼痛、行为因素(运动水平、对抗

性体育运动实践、每天看电视和使用计算机的时间、
每天睡眠时间、在床上阅读 / 或学习、日常生活活动的

姿势)２ 个部分[５] ꎮ 本问卷具有较高的可重复性ꎬ总体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８ꎬ重测信度为 ０.９６ꎬ具备较高的

信度和效度ꎬ由被调查者根据近 ３ 个月的情况进行

回答ꎮ
１.３　 诊断标准　 参照相关文献ꎬ将 Ｃｏｂｂ 角≥１０°诊断

为脊柱侧凸ꎬ其中 １０° ~ １９°为轻度侧凸ꎬ２０° ~ ３９°为中

度侧凸ꎬ≥４０°为重度侧凸[６－７] ꎮ
１.４　 质量控制　 筛查前由专业人员对测试人员进行

了脊柱侧凸知识、普查方法的培训ꎮ 在筛查过程中同

一个测试者使用同一脊柱测量仪进行筛查ꎬ为保证检

查结果的精确性ꎬ三检集中由昆明市红会医院骨科主

任医师承担ꎮ
１.５　 数理统计分析　 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 软件建立数据

库并进行录入和逻辑核查ꎬ运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软件对数

据进行一般统计描述和 χ２ 检验分析ꎬＰ<０.０５ 表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研究对象一般特征　 ７８４ 名调查对象中ꎬ有 ５０ 名

学生背部不对称ꎬＡｄａｍ 前弯试验阳性(６.３８％)ꎬ其中

男生 １４ 例 (１.８％)、女生 ３６ 例(４.６％)ꎻ１５ ~ １６ 岁年龄

段 ＦＢＴ 阳性率最高(１０.６９％)ꎮ
２.２　 脊柱侧凸检出率 　 躯干倾斜测量实验发现ꎬ５０
名 Ａｄａｍ 前弯试验阳性学生中ꎬ有 ２３ 名学生躯干倾斜

在 ５° ~ ７°ꎬ２１ 名学生躯干倾斜>７°ꎮ 放射学检查发现ꎬ
有 ２３ 名学生 Ｃｏｂｂ 角>１０°ꎬ占总调查人数的 ２.９３％ꎬ其
中有 １５ 名范围在 １０° ~ １９°ꎬ５ 名范围在 ２０° ~ ３９°ꎬ３ 名

>４０°ꎮ 截断倾斜角敏感性分析法发现ꎬ５°倾斜角敏感

性为 ９１.３％ꎬ特异性为 １８.５％ꎬ阴性预测值为 ７１.４％ꎬ
阳性预测值为 ４８.８％ꎻ７°倾斜角敏感性为 ７８.３％ꎬ特异

性 ８８.９％ꎬ阴性预测值为 ８２.７％ꎬ阳性预测值为８５.７％ꎮ
２.３　 不同行为变量与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病率

单因素分析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行为变量与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患病率单因素分析

变量 人数 脊柱侧凸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体育锻炼实践
　 是 ４４ １５(３４.１０) ４.９５ ０.０９
　 否 ６ ４(６６.６７)
每周体育锻炼的次数 / ｄ
　 １ ~ ２ ２３ １２(５２.２０) １.２８ ０.５４
　 ≥３ ２１ ９(４２.９０)
是否参加对抗性体育比赛
　 是 ２７ ７(２５.９３) １２.６５ ０.０１
　 否 ２３ １３(５６.５２)
每天玩计算机的时间 / ｈ
　 ０ ~ ３ ３０ １５(５０.００) １.４２ ０.０１
　 ≥４ １３ ５(３８.５０)
每天睡眠时间 / ｈ
　 ≤７ １７ ５(２９.４１) １４.８６ ０.００
　 ８ ~ ９ １８ ８(４４.４４)
　 ≥１０ １３ １１(８４.６２)
睡眠姿势
　 侧卧位 ２３ ８(３４.７８) １０.６８ ０.０１
　 俯卧位 ６ ５(８３.３３)
　 平躺 １７ ９(５２.９４)
在床上阅读或者学习
　 有 １５ ５(３３.３４) ３.２４ ０.２３
　 没有 ３３ １７(５１.５２)
坐姿
　 适当 ７ １(１４.２９) ４.８８ ０.１６
　 不适当 ４１ ２２(５３.６６)
带学习用品的方式
　 双肩包 ３７ １７(４５.９５) １.２２ ０.５８
　 公文包等 ９ ５(５５.５６)
背书包的方式
　 对称性的 ３６ １５(４１.６７) ２.９０ ０.２８
　 单肩等不对称性的 １０ ６(６０.００)
背部疼痛感
　 没有 １３ ５(３８.４６) １.８２ ０.４６
　 有 ３７ １７(４５.９５)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ꎻ部分数据信息有缺失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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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１ 可见ꎬ参加对抗性体育比赛者的 ＡＩＳ 患病

率 ( ４８. １５％) 高 于 未 参 加 对 抗 性 体 育 比 赛 者

(３０.４３％)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不同睡眠时

间 ＡＩＳ 患病率分别为 ≤ ７ ｈ / ｄ ２９. ４１％ꎬ ８ ~ ９ ｈ / ｄ
４４.４４％ꎬ≥１０ ｈ / ｄ ８４. ６２％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０５)ꎻ不同睡姿 ＡＩＳ 患病率分别为侧卧位 ３４.７８％、俯
卧位８３.３３％、平卧位 ５２.９４％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ꎻ其他指标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２.４　 ＡＩＳ 危险因素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是否

患 ＡＩＳ 为因变量ꎬ将单因素分析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

３ 个变量为自变量纳入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ꎬ结果

显示ꎬ参加对抗性体育比赛(ＯＲ ＝ ２.０６ꎬ９５％ＣＩ ＝ １.０１ ~
４.１８)、≥１０ ｈ 睡眠时间( ＯＲ ＝ ３. ０４ꎬ９５％ ＣＩ ＝ １. ３９ ~
６.６４)、俯卧位睡姿(ＯＲ ＝ ２.２９ꎬ９５％ＣＩ ＝ １.２８ ~ ４.０７)与

特发性脊柱侧凸患病呈正性相关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危险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５０)

自变量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是否参加对抗性体育比赛 否 １.００

是 ０.９６ ０.２ ２１.７９ <０.０１ ２.０６(１.０１ ~ ４.１８)
每天睡眠时间 / ｈ ≤７ １.００

８ ~ ９ ０.１４ ０.２１ ３.４２ ０.９０ １.７１(０.７１ ~ ４.１２)
≥１０ ０.３４ ０.０７ １１.７９ <０.０１ ３.０４(１.３９ ~ ６.６４)

睡眠姿势 侧卧位 １.００
俯卧位 ０.３５ ０.０８ １０.０８ <０.０１ ２.２９(１.２８ ~ ４.０７)
平躺 ０.２９ ０.０９ １２.２６ ０.６８ １.６１(０.８８ ~ ２.９５)

３　 讨论

青少年脊柱健康是社会和家庭共同关注的重要

公共卫生问题[８] ꎮ 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

期ꎬ但由于骨质可塑性强、易变形等自身解剖学特点

和不正确的身体姿势活动的双重诱因ꎬ造成两侧竖脊

肌“张力—长度” 效应的不对称ꎬ增加肌肉韧带的负

担[９] ꎬ脊柱核心力量稳定性遭受破坏ꎬ致使青少年特

发性脊柱侧凸较易发生ꎮ 因此ꎬ对 ＡＩＳ 的早期筛查和

干预极为重要ꎮ
本研究显示ꎬ昆明市 ９ ~ １６ 岁中小学生脊柱侧弯

患病率为 ２.９３％ꎬ高于其他亚洲国家[１０] ꎮ 关于 ＡＩＳ 患

病率的报道ꎬ各个国家存在着较大差异[１１] ꎮ 刘尚礼

等[１２]对我国广东省 ７ ~ １８ 岁人群进行筛查结果显示ꎬ
ＡＩＳ 患病率为 ０.７５％ꎻ张建新等[１３] 对我国福建泉州市

区少年儿童进行筛查ꎬ报道 ＡＩＳ 患病率与刘尚礼等[１２]

相同ꎻＳｔｉｒｌｉｎｇ 等[１４]对英国 ６ ~ １４ 岁的中小学生进行筛

查ꎬ报道 ＡＩＳ 患病率为 ０.５％ꎻＷｏｎｇ 等[１５] 对新加坡 ６ ~
１４ 岁的中小学生进行筛查ꎬ报道 ＡＩＳ 患病率为０.５９％ꎬ
可能与诊断标准不一、种族差异、研究对象数量、年龄

等因素有关ꎮ
调查结果还显示ꎬ女生 ＡＩＳ 患病率(２.４２％)远高

于男生(０.５１％)、１５ ~ １６ 岁年龄段 ＦＢＴ 阳性率最高ꎬ
与已有报道基本一致[１６] ꎮ 原因可能与女性身体内分

泌系统的雌激素及其受体基因多态性有关ꎬ同时ꎬ女
性体内的钙调蛋白会也会抑制雌激素与雌激素受体

的结合ꎬ影响女性外周血瘦素( Ｌｅｐｔｉｎ) 的正常分泌ꎮ
因此ꎬＡＩＳ 是一种涉及多种激素分泌且这些激素之间

相互可能还具有协同作用的复杂的三维畸形病变ꎬ但
关于生长发育、激素在 ＡＩＳ 发病机制中的作用目前证

据还不充分ꎬ有待深入研究和探讨ꎮ

通过对筛查方案有效性的荟萃研究表明ꎬ使用

Ａｄａｍ 前向弯屈试验( ＦＢＴ)作为单一的筛查工具在脊

柱侧弯检查中准确性较差[１７] ꎬ因此ꎬ本研究将 ＦＢＴ 与

Ｓｐｉｎａｌ Ｍｏｕｓｅ 脊柱动态测试仪测量相结合ꎬ提高了筛

查的准确性ꎬ并在筛查结果基础上对怀疑患有脊柱侧

凸的学生进行放射学的进一步诊断评估ꎬ以排除和确

认为具有临床意义的脊柱侧凸ꎮ
Ｑｉｎｇ 等[１８]研究发现ꎬ躯干倾斜角( ＡＴＲ)与 Ｃｏｂｂ

角相关ꎬ且 ＡＩＳ 的常见截断值范围为 ４° ~ ７°ꎮ 本研究

中通过对倾斜角的有效性检验得出ꎬ７°与 ５°ＡＴＲ 相比

较ꎬ７°ＡＴＲ 与 Ｃｏｂｂ 角>１０°具有较高的相关性ꎬ因此ꎬ
本研究采用 ７°ＡＴＲ 作为 ＡＩＳ 的截断值ꎮ

本研究的行为危险因素调查发现ꎬ对抗性体育实

践活动是脊柱侧凸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ꎮ Ｍｅｌｉｓｃｋｉ
等[１９]对 １３ ~ ２８ 岁的游泳者进行研究发现ꎬ女性脊柱

侧凸较为普遍ꎬ表明运动实践对解剖结构定位的影响

并促进了姿势的改变ꎮ Ｓａｎｔｏ 等[２０] 通过对学龄儿童的

研究发现脊柱侧凸与体育锻炼之间相关ꎮ 在本研究

中ꎬ由于没有对每一项运动的类型进行调查ꎬ因此具

有一定的研究局限性ꎮ 本研究调查发现ꎬ背包的不正

确使用(单肩包、公文包等)是脊柱侧凸的另一危险因

素ꎬ但无统计学意义ꎮ Ｌｅｍｏｓ 等[２１] 研究了儿童在不同

负重下对体位变化的影响ꎬ发现当负重大于体重的

１０％时ꎬ体位变化就开始发生ꎮ 此外ꎬ有报道称俯卧位

睡姿会增加矢状面发生姿势变化的发生率ꎬ而在仰卧

位睡眠的受试者中ꎬ脊柱侧凸更为普遍[２２] ꎬ与本次调

查结果基本一致ꎮ
本次调查的 ７８４ 名学生中有 ３ 名学生脊柱侧凸情

况较为严重ꎮ 美国矫形外科医生学会发表了一份立

场声明ꎬ认为脊柱畸形的筛查应该是家庭医疗预防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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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ꎬ对中小学生进行筛查是早期

发现脊柱侧凸的有效途径[２３] ꎬ但由于很多家长缺乏该

方面意识而拖延了对青少年学生脊柱侧凸的管理ꎮ
因此ꎬ建议有关部门能够将这一理念扩展到学生家

长、卫生保健部门和学生疾病预防健康决策者ꎮ 基于

本研究行为危险因素的调查ꎬ建议有关学校和管理部

门应及时制定健康政策以减少不良姿势习惯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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