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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核病在全球范围内是一个主要的公共卫生问

题ꎮ ２０１５ 年ꎬ中国有 ９１.８ 万结核病新发病例ꎬ占全球

的 ８.８％[１] ꎮ ２０１２ 年ꎬ西藏学生肺结核报告发病率在

全国各省中最高ꎬ为 ７９.９５ / １０ 万ꎬ且呈上升趋势ꎬ其中

以大学生和高中生为主[２] ꎮ 结核病防治知识直接影

响患者的早期发现和治疗ꎬ避免在人群中传播及发展

为耐药性结核病ꎬ在防治工作中有重要作用[３] ꎮ 本研

究旨在了解西藏非医学类大学生结核病防治知识知

晓情况及其影响因素ꎬ为西藏高校开展有针对性的健

康教育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ꎬ在西藏的 ３ 所本科

和 ３ 所专科院校中ꎬ采用方便抽样法各抽取 ２ 所ꎬ以最

终抽取的西藏民族大学、西藏大学、西藏职业技术学

院和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４ 所高校为初级抽样单

位ꎻ在各高校分别抽取 １ 个文科和理科学院为二级抽

样单位ꎻ调查对象为各学院大一、大二、大三年级随机

抽取 １ ~ ２ 个班级的全部在读生ꎮ 纳入标准:(１)知情

同意ꎻ(２)能够正常阅读理解汉语ꎮ 排除标准:(１)曾

患过肺结核或直系亲属患过肺结核ꎻ(２)医学生ꎮ 共

发放问卷 １ １６３ 份ꎬ有效问卷 １ １３４ 份ꎬ问卷有效率为

９７.５％ꎮ 其中藏族学生 ６６９ 名(５９.０％)ꎬ汉族学生 ４３６
名(３８.４％)ꎬ其他民族学生 ２９ 名(２.６％)ꎻ男生 ４５１ 名

(３９. ８％)ꎬ 女生 ６８３ 名 ( ６０. ２％)ꎻ 城市生源 ５７１ 名

(５０.４％)ꎬ农村生源 ５６３ 名( ４９. ６％)ꎻ文科生 ５８０ 名

(５１.１％)ꎬ理科生 ５５４ 名(４８.９％)ꎻ接受过结核病防治

健康教育 ３３４ 名(２９.５％)ꎮ 平均年龄(２０.２±１.４)岁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方法与质量控制 　 采用问卷调查法ꎮ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ꎬ由经项目组统一培训的调查员ꎬ以班级

为单位ꎬ在班主任或辅导员维持秩序情况下ꎬ当场发

放问卷ꎬ学生以不记名方式独立完成ꎮ 所有问卷均由

调查员当场检查、核对ꎬ当场收回ꎮ
１.２.２　 调查工具 　 结合文献和西藏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结核病防治所 ３ 名专家意见[４－６] ꎬ自行设计西藏大

学生结核病防治知识问卷ꎮ 问卷包括 ２ 个部分:(１)
一般资料ꎬ包含性别、年龄、民族、生源地、专业和是否

接受过结核病防治健康教育等ꎻ(２)知识部分ꎬ共 ５ 个

条目ꎬ为国家卫生部疾病控制局 ２０１０ 年提出的结核病

防治 ５ 条核心信息[７] ꎬ包含传播途径、症状、就诊机

构、免费政策和疗效方面知识ꎮ 回答正确计 １ 分ꎬ回答

错误或不知道计 ０ 分ꎮ 问卷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７ꎬ
内容效度系数为 ０.８２ꎮ 计算公式参考相关研究[８] ꎮ
１.３　 统计分析　 资料双录入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数据库ꎮ 核

查无误后ꎬ导入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软件ꎮ 采用率进行统计描

述ꎬ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大学生结核病防治知识

知晓情况影响因素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非医学类大学生结核病防治知识知晓率　 西藏

非医学类大学生结核病防治知识的总知晓率为

２９.６％ꎬ其中对结核病传播途径、症状、就诊机构、免费

政策及疗效的知晓率依次为 ３９. ８％ꎬ２１. ７％ꎬ２２. ０％ꎬ
１５.３％ꎬ４９.１％ꎬ见表 １ꎮ 此外ꎬ２ 条核心知识“症状＋免

费政策”、３ 条核心知识“症状＋就诊机构＋免费政策”、
５ 条知识的全部知晓率分别为 ３.６％ꎬ０.７％ꎬ０.４％ꎮ

表 １　 西藏非医学类大学生结核病防治知识知晓率(ｎ＝ １ １３４)

知识 知晓人数 知晓率 / ％
肺结核是一种严重危害健康的慢性呼吸道传染病 ４５１ ３９.８
咳嗽咯痰 ２ 周以上或痰中带血丝应怀疑感染肺结核 ２４６ ２１.７
怀疑感染肺结核应到县区级结防机构检查和治疗 ２５０ ２２.０
在县区结防机构检查和治疗肺结核享受免费政策 １７４ １５.３
坚持正规治疗绝大多数肺结核患者可以治愈 ５５７ ４９.１

２.２　 非医学类大学生结核病防治知识知晓情况影响

因素分析　 以知识得分(转化为二分类变量:以西藏

非医学类大学生结核病防治知识均分 １. ４８ 为界ꎬ >
１.４８分＝ １ꎬ≤１.４８ 分 ＝ ０)为因变量ꎬ以年龄、性别、专
业、民族、生源地、文化程度、是否接受过预防结核教

育等 ７ 个可能影响得分的因素为自变量ꎬ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００４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第 ３８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９



回归分析( 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Ｒ 法ꎬα ＝ ０.０５)ꎬ结果显示ꎬ文化

程度、是否接受过结核病防治健康教育是知识知晓情

况的影响因素ꎬ本科生获得平均分以上得分的可能性

高于专科生(ＯＲ ＝ １.３１５)ꎬ接受过结核病防治健康教

育者高于未接受过者(ＯＲ＝ １.４６９)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西藏非医学类大学生结核病防治知识知晓情况影响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１ １３４)

常数项与自变量 Ｂ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常数 －０.７２５ ０.１９５ １３.７８９ ０.０００ ０.４８４
文化程度 ０.２７４ ０.１２０ ５.１９８ ０.０２３ １.３１５(１.０３９ ~ １.６６４)
是否接受过接受防结核教育 ０.３８５ ０.１３１ ８.６１５ ０.００３ １.４６９(１.１３６ ~ １.９００)

　 注:自变量赋值为文化程度:１ ＝本科ꎬ０ ＝专科ꎻ是否接受过防结核教育:１ ＝有ꎻ０ ＝无ꎮ

３　 讨论

本研究发现ꎬ西藏非医学类大学生结核病防治知

识知晓率较低ꎬ文化程度和是否接受过结核病防治健

康教育是其影响因素ꎮ 西藏非医学类大学生对结核

病防治知识总知晓率仅为 ２９.６％ꎬ与«全国结核病防

治规划(２０１０—２０１５)»提出的 ８５％目标悬殊[９] ꎬ低于

李亚杰等[１０]结果ꎮ 可能与调查对象不同有关:一方面

本研究包含除西藏大学外其他 ３ 所西藏高校ꎬ不仅包

含本科生ꎬ还包含专科生ꎻ另一方面文化程度是知识

知晓率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１１] ꎮ 此外ꎬ２ 条、３ 条、５
条知识全部知晓率均不足 ５％ꎬ均低于 ２０１０ 年全民调

查结果[８] ꎮ 表明西藏非医学类大学生结核病防治知

识掌握程度低ꎬ需大力加强相关健康教育工作ꎮ
知识知晓率由高到低排序依次是疗效、传播途

径、就诊机构、症状、免费政策ꎮ 近 ５０％的西藏非医学

类大学生知晓结核病可以治愈ꎬ“传播途径”知晓率也

相对较高ꎬ表明以往的结核病防治健康教育起到了一

定的作用ꎮ “ 症状” “ 就诊机构” 知晓率分别仅为

２１.７％ꎬ２２.０％ꎬ低于张珍等[１２] 的调查结果ꎮ 症状知识

“咳嗽、咯痰 ２ 周以上或痰中带血丝应怀疑感染了肺

结核”是一条重要的结核病防治知识ꎬ反映了公众对

自己或周围人群是否患有结核病的警觉性ꎬ而且影响

结核病可疑患者的发现水平[１３] ꎮ 因而ꎬ本研究中“症

状”知识的低知晓率将不利于西藏非医学类大学生中

结核病患者的及时发现ꎮ 我国各县区都设有结核病

防治机构ꎬ专门负责肺结核的诊断、治疗和管理工作ꎬ
故“怀疑得肺结核应到县区级结防机构检查和治疗”ꎮ
但可能因该信息在西藏大学生中宣传不足ꎬ导致“就

诊机构”知晓率偏低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我国政府为控

制结核病疫情并减轻结核病患者经济负担ꎬ对结核病

患者实行基本诊疗费用免费政策ꎬ并开展了广泛宣

传ꎮ 但本研究中“免费政策”知晓率最低ꎬ与以往类似

研究结果基本一致[１４－１６] ꎮ 故今后健康教育中应继续

准确、有效宣传该政策ꎮ 以上表明ꎬ西藏非医学类大

学生结核病防治知识掌握不平衡ꎬ在常规宣传的基础

上ꎬ应进一步加强“症状、就诊机构和免费政策”相关

知识的传播ꎮ
是否接受过结核病防治健康教育是影响西藏非

医学类大学生结核病防治知识知晓情况的因素ꎬ接受

过健康教育者知识知晓率更高ꎬ与陈红等[１７－１８] 的研究

结果一致ꎮ 同时ꎬ与文化程度相比ꎬ是否接受过健康

教育对知晓情况的影响程度更大ꎬ提示健康教育的重

要性ꎮ 文化程度也是其影响因素ꎬ与朱建良等[１９] 的研

究结果一致ꎮ 专科生的结核病防治信息知晓情况差

于本科生ꎬ表明专科生是大学生健康教育中需要重点

加强的目标人群ꎮ 此外ꎬ李亚杰等[１０] 的研究表明ꎬ民
族、专业和生源地 ３ 个因素是结核病防治知识的影响

因素ꎬ但本研究未获得该结果ꎮ 可能因为本研究中结

核病防治知识总知晓率较低ꎬ在此情况下ꎬ不同民族、
专业和生源地学生的知晓率无较大差异ꎮ 因而ꎬ今后

西藏其他高校开展健康教育时在这些方面应均衡ꎮ
本研究存在一定不足:由于所调查的一般资料未

涉及年级信息ꎬ因此ꎬ未分析年级是否为西藏非医学

类大学生结核病防治知识知晓情况的影响因素ꎬ无法

揭示今后健康教育在年级中的侧重性ꎮ 建议今后研

究在完善一般资料的基础上ꎬ进一步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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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户外体育运动中ꎬ超过 ５０％的运动爱好者选择

登山运动ꎬ登山运动以强身、养心、益智等多方面的成

效受到大学生的喜爱ꎬ高校大学生已成为推动我国登

山运动发展的重要力量[１－２] ꎮ 但登山运动对身体的伤

害ꎬ特别是膝关节的损伤也是不容忽视的ꎮ 登山运动

属于负重运动ꎬ膝关节不仅要承受人体自身的重量ꎬ
还要克服重力做功ꎮ 许多报道和研究显示ꎬ登山运动

会导致膝关节疼痛甚至膝关节损伤[３－４] ꎮ
对膝关节及膝关节韧带进行生物力学分析是防

止膝关节损伤和治疗膝关节疾病的基础[５－６] ꎮ 本研究

基于生物力学理论ꎬ建立台阶运动中膝关节承受的生

物力学模型ꎬ通过台阶运动实验获得相关参数ꎬ计算

膝关节受力ꎬ为相关研究及应用提供理论支撑和数据

支持ꎬ现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ꎬ在成

都医学院 ２０１６ 和 ２０１７ 级护理、临床、检验、生物技术、

麻醉、药学 ６ 个专业的学生中抽取 １６ 名ꎬ年龄(２０.２１±
０.９３)岁ꎮ 其中男生 ８ 名ꎬ身高(１７１.１３±４.７１)ｃｍꎬ体重

(５７.４２±５.５８)ｋｇꎻ女生 ８ 名ꎬ身高(１６０.９１±４.１２)ｃｍꎬ体
重(５３.０３±５.８２) ｋｇꎮ 受试者身体健康状况良好ꎬ实验

前 ２４ ｈ 未进行剧烈运动ꎬ对实验研究目的与方法知

情ꎬ同意参加本实验ꎮ
１.２　 方法　 测试者沿台阶按设定速度进行多次上、下
台阶运动ꎮ 实验台阶高 １８ ｃｍ、深 ２８ ｃｍꎬ测试者速度

为 ７２ 步 / ｍｉｎꎮ 采用高速摄像机对运动全过程进行录

像ꎬ获取固定观测点的运动位移数据ꎬ以最终获得的

臀部(胫骨端点)运动数据作为研究基础数据ꎮ
参数股骨长度、胫骨长度、上肢重力、大腿重力ꎬ

采用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中国成年人人体尺寸” [７]

“中国成年人环节相对质量和环节质心相对位置国家

标准” [８] ꎮ 身高、体重、运动位移通过实验得到观测数

据ꎮ 由于观测数据存在测量误差ꎬ所以计算数据采用

观察数据的平均值ꎮ 计算膝关节动力模型过程中ꎬ采
用最小二乘法搜索得到股骨倾斜角、胫骨倾斜角方

程ꎬ代入模型计算胫股关节接触力ꎮ

２　 结果

使用 ＭＡＴＬＡＢ 编程[９] 计算ꎬ得出了 １６ 位受试者

在台阶运动各个固定观测点的胫股节接触力值ꎬ使用

ＳＰＳＳ 软件对数值进行配对 ｔ 检验ꎬ发现受试者胫股节

接触力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各受

试者胫股关节接触力平均水平见图 １ꎮ
根据台阶运动时膝关节动力模型ꎬ可以获得每名

学生台阶运动时胫股关节接触力的最大值、平均值ꎮ
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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