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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黑龙江省县区中小学生结核病防治相关的知识、态度和行为现况ꎬ为学校开展结核病防控和健

康教育工作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ꎬ自拟调查问卷对分层整群抽取的黑龙江省 １０ 个县(区)的中小学生

共 ３ ０３３ 名开展现况调查ꎬ内容包括结核病防治相关知识、态度、行为ꎮ 结果　 学生结核病核心信息总知晓率为 ６１.５％ꎬ小
学生为 ６４.８％ꎬ初中生为 ５８.１％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８５.４１ꎬＰ<０.０５)ꎻ结核病防治相关态度中ꎬ中小学生表示“会更关心

结核病人”报告率为 ４７.５％ꎻ在对待“是否愿意参加宣传”方面ꎬ小学生正向态度率高于初中生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３９.２６ꎬＰ<０.０５)ꎻ学生在个人卫生习惯方面正向行为报告率均在 ８５％以上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结核病核心信息

知晓主要受 ６ 个因素影响ꎬ其中父、母文化程度为初中是促进因素ꎬ城镇户口、父亲职业非农民、学校未开设健康教育课程、
不希望开设健康教育课程是阻碍因素(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中小学生结核病防治核心信息知晓水平未达到全国防治规

划要求ꎬ存在对结核病人歧视态度的现象ꎬ且主动了解和传播结核病的正性行为亟待提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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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核病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慢性传染性疾

病[１] ꎬ我国是全球 ２２ 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 ＨＢＣ)之

一ꎬ患病人数占全球的 １ / １０[２] ꎮ 学生群体是结核病发

病高危人群ꎬ一旦发生疫情ꎬ如处理不及时ꎬ极易造成

暴发流行ꎬ引发社会的强烈反响ꎮ 既往学校结核病聚

集性疫情分析发现ꎬ学生缺乏结核病相关知识、疾病

防控技能较差和个人卫生习惯不良等是疫情暴发的

主要因素[３－５] ꎮ 及时掌握学生群体结核病相关知识知

晓情况ꎬ对提升学校结核病防控能力至关重要ꎮ 本研

究以黑龙江省 １０ 县区中小学校在校学生为对象开展

横断面调查ꎬ了解学生结核病防治相关的知识、态度

和行为现况ꎬ 为更有效地开展健康教育提供客观

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根据分层整群抽样原则ꎬ随机选取黑龙江

省 １０ 个县(区) (包括依兰县、方正县、拜泉县、克山

县、东宁县、宁安市、北安市、五大连池市、萨尔图区、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ꎬ每个县(区)根据学生人数

(小学或中学在校生不低于 ３００ 人)选取一所小学或

６９６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第 ４０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ｙ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５



中学为调查学校ꎬ共选取黑龙江省 １０ 所中小学校ꎬ其
中城镇地区 ４ 所初中学校ꎬ农村地区 １ 所初中学校、５
所小学校ꎮ 小学以四至六年级在校学生为调查对象ꎬ
初中以七至八年级在校学生为调查对象ꎮ 现场发放

问卷 ３ ０７２ 份ꎬ 回收有效问卷 ３ ０３３ 份ꎬ 有效率为

９８.７％ꎮ 其中小学生 １ ５７２ 名(５１.８％)ꎬ初中生 １ ４６１
名(４８.２％)ꎻ平均年龄(１１.７８±１.４５)岁ꎮ
１.２　 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ꎬ利用自拟调查问卷

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０—１１ 月间进行现场调查ꎮ 问卷根据«结

核病防治核心信息(２０１０ 版)» [６] 及«中国结核病防治

规划实施工作指南(２００８ 年版)» [７] 内容并结合黑龙

江省实际情况设计而成ꎬ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和

结核病防治相关知识、态度、行为等ꎮ 本次调查在学

生、家长及教师知情同意前提下开展ꎮ
１.３　 评价指标定义　 单一核心信息知晓率 ＝ 正确回

答该核心信息的人数 / 调查人数× １００％ꎻ核心信息总

知晓率＝被调查者正确回答核心信息条数的总和 / [调

查人数×核心信息条数(６ 条)] ×１００％ꎻ正向态度持有

率＝持正向态度人数 / 调查人数×１００％ꎻ正向行为报告

率＝持正向行为人数 / 调查人数×１００％ꎮ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建立数据库ꎬ
双人双份录入检核ꎬ数据无误后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软件

进行统计分析ꎮ 统计方法采用描述性分析、χ２ 检验和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ꎮ 对结核病防治知识的 ６ 条

核心信息问题赋分ꎬ答对 １ 题得 １ 分ꎬ答错或不知道得

０ 分ꎬ满分 ６ 分ꎬ以中位数 ４ 分为界ꎬ４ 分及以上为合格

(赋值 １)ꎬ４ 分以下为不合格(赋值 ０)ꎻ性别、民族、学
校、城乡、父母文化程度、父母职业、学校是否开设健

康教育课、学生是否希望开设结核病健康教育课程为

自变量ꎬ进行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Ｐ<０.１ 为统计

学意义标准ꎬ将单因素分析中筛选出的影响因素进行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逐步回归分析ꎬ模型中 α ＝ ０.０５ 为纳入

标准ꎬβ ＝ ０.１０ 为剔除标准ꎮ

２　 结果

２.１　 学生结核病核心信息知晓率　 中小学生结核病

核心信息总知晓率为 ６１.５％(１１ ２００ / １８ １９８)ꎬ小学生

为 ６４. ８％ ( ６ １０８ / ９ ４２６)ꎬ初中生为 ５８. １％ ( ５ ０９２ /
８ ７６４)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８５.４１ꎬＰ ＝ ０.００)ꎮ ６
条单一核心信息问题全部回答正确人数 ３９９ 人

(１３.２％)ꎬ全部答错人数为 １７８ 人(５.９％)ꎮ 单一核心

信息“能否治愈”知晓率最高(８１.３％)ꎬ“定点机构”知

晓率最低(２６.８％)ꎮ 单一核心信息的知晓率及总知晓

率小学生均高于初中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

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学生结核病防治相关态度　 中小学生回答“如何

对待结核病人” 态度方面ꎬ表示“更加关心” 的 １ ４４１
人ꎬ正向态度率为 ４７.５％ꎻ“是否愿意参加宣传”态度

方面ꎬ 表示 “ 很愿意” 的 ２ ２２０ 人ꎬ 正向态度率为

７３.２％ꎻ“结核病严重程度” 方面ꎬ表示“比较严重” 的

１ ７０８人ꎬ正向态度率为 ５６.３％ꎮ 见表 ２ꎮ

表 １　 不同学段学生结核病核心信息知晓率比较

学段 人数 是否传染 传播方式 结核症状 定点机构 减免政策 能否治愈
小学 １ ５７２ １ ２１０(７７.０) １ １２８(７１.８) １ ２３１(７８.３) ４４５(２８.３) ７５５(４８.０) １ ３３９(８５.２)
初中 １ ４６１ １ ０２６(７０.２) ８９４(６１.２) １ ０７５(７３.６) ３６７(２５.１) ６０２(４１.２) １ １２８(７７.２)
合计 ３ ０３３ ２ ２３６(７３.７) ２ ０２２(６６.７) ２ ３０６(７６.０) ８１２(２６.８) １ ３５７(４４.７) ２ ４６７(８１.３)
χ２ 值 １７.７９ ３８.０３ ９.２９ ３.９３ １４.２６ ３１.７０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０ ０.００

　 注:()内数字为知晓率 / ％ꎮ

表 ２　 不同学段学生对结核病正向态度率比较

学段 人数
如何对待

结核病人

是否愿意

参加宣传

结核病

严重程度
小学 １ ５７２ ７３９(４７.０) １ ２２７(７８.１) ８６５(５５.０)
初中 １ ４６１ ７０２(４８.０) ９９３(６８.０) ８４３(５７.７)
合计 ３ ０３３ １ ４４１(４７.５) ２ ２２０(７３.２) １ ７０８(５６.３)
χ２ 值 ０.３３ ３９.２６ ２.２０
Ｐ 值 ０.５７ ０.００ ０.１４

　 注:()内数字为正向态度率 / ％ꎮ

２.３　 学生结核病防治相关行为　 中小学生在知识学

习方面愿意“主动了解知识”“主动传播知识”ꎬ正向行

为报告率均低于 ３０％ꎻ在个人卫生习惯方面ꎬ“不随地

吐痰” “不冲他人咳嗽” 正向行为报告率较高ꎬ均在

８５％以上ꎮ 小学生在“主动了解知识” “主动传播知

识”“检查身体” “锻炼身体”等方面ꎬ正向行为报告率

高于初中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 ０. 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不同学段学生结核病防治相关行为报告率比较

学段 人数 主动了解知识 主动传播知识 检查身体 开窗通风 锻炼身体 不随地吐痰 不冲他人咳嗽
小学 １ ５７２ ４５０(２８.６) ３３９(２１.６) １ ３０３(８２.９) １ １０１(７０.０) １ ３５１(８５.９) １ ３３４(８４.９) １ ４９７(９５.２)
初中 １ ４６１ ３１５(２１.６) ２４６(１６.８) １ １１４(７６.２) １ ０６４(７２.８) １ １６７(７９.９) １ ２７０(８６.９) １ ３９５(９５.５)
合计 ３ ０３３ ７６５(２５.２) ５８５(１９.３) ２ ４１７(７９.７) ２ １６５(７１.４) ２ ５１８(８３.０) ２ ６０４(８５.９) ２ ８９２(９５.４)
χ２ 值 ２０.０４ １０.８７ ２０.６２ ２.８８ １９.７６ ２.６６ ０.１１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９ 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７４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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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学生结核病核心信息知晓情况影响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中筛选出的影响因素包括民族、学校、城
乡、父 / 母文化程度、父 / 母职业、学校是否开设健康教

育课、学生是否希望开设结核病健康教育课 ９ 项因素ꎬ
将以上因素纳入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逐步回归模型ꎬ结果

显示ꎬ结核病相关知识知晓合格与否主要受城乡、父 /
母文化程度、父亲职业、学校是否开设健康教育课程、
学生是否希望开设结核病健康教育课程 ６ 个因素影

响ꎮ 父、母文化程度为初中相对于小学是结核病核心

信息知晓的促进因素ꎻ学校位于城镇相对于农村、父
亲职业非农民相对于农民、学校未开设健康教育课程

相对于开设该课程、不希望开设健康教育课程相对于

希望开设该课程是结核病核心信息知晓的阻碍因素ꎮ
见表 ４ꎮ

表 ４　 中小学生结核病核心信息

知晓情况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３ ０３３)

自变量 合格率 / ％ β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学校 小学 ６６.９ １.００

初中 ５５.６ －０.１８ ０.０７ ０.８４(０.６９~ １.０２)
城乡 农村 ６７.４ １.００

城镇 ５５.４ －０.４６ ０.００ ０.６３(０.５２~ ０.７７)
父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１.００

初中 ６３.４ ０.２１ ０.０２ １.２６(１.０４~ １.５３)
高中 / 中专 ６１.３ ０.２７ ０.０７ １.３１(０.９８~ １.７４)
大专及以上 ６２.５ ０.４３ ０.０７ １.５４(０.９７~ ２.４５)

母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５７.７ １.００
初中 ６４.０ ０.２１ ０.０３ １.２３(１.０２~ １.４９)
高中 / 中专 ６２.２ ０.１９ ０.１８ １.２１(０.９２~ １.５９)
大专及以上 ５７.０ －０.１９ ０.４２ ０.８２(０.５２~ １.３２)

父亲职业 农民 ６５.１ ０.０４ １.００
干部 ５８.８ －０.２０ ０.０４ ０.７６(０.５９~ ０.９９)
服务员 ５８.０ －０.１７ ０.０４ ０.７４(０.５５~ ０.９９)
工人 ６１.１ －０.０９ ０.０６ ０.８４(０.７１~ １.０１)
无业 ４９.８ －０.４６ ０.００ ０.５３(０.４１~ ０.７０)

学校是否开设健康 是 ６５.７ １.００
　 教育课程 否 ５０.４ －０.４９ ０.００ ０.６１(０.５２~ ０.７３)
希望开设结核健康 是 ６６.５ １.００
　 教育课程 否 ３７.１ －１.１９ ０.００ ０.３１(０.２５~ ０.３８)

３　 讨论

本次研究结果发现ꎬ黑龙江省 １０ 个县区中小学生

结核病防治知识核心信息总知晓率为 ６１.５％ꎬ与 ２０１４
年江苏省的 ６１.８％相近[８] ꎮ 中学生和小学生总知晓率

分别为 ５８.１％和 ６４.８％ꎬ高于 ２０１２ 年河北省[９] (中学

生 ５６.１％ꎬ小学生 ３８.７％)和 ２０１２ 年吉林省[１０] (中学

生 ４５.６％ꎬ小学生 ４２.５％)调查结果ꎬ低于该省 ２００３ 年

全省人口结核病知晓率抽样调查结果[１１] (７５.３％)ꎬ与
«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１２]中明确提

出的规划指标尚存在一定差距ꎮ 调查中学生群体对结

核病核心知识知晓中存在的问题与江苏省、辽宁省、
贵州省、陕西省等多地区[８ꎬ１３－１５]学生调查结果相似ꎬ主
要表现在学生群体对就诊的专业定点机构不明确ꎬ对
国家针对患者的减免政策不了解ꎬ会直接影响学生患

者到专业医疗机构就诊的及时性ꎬ容易导致确诊延

误ꎬ对学校疫情及时有效控制十分不利ꎮ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ꎬ小学生结核病防治知识知晓

率高于初中生ꎬ与国内其他研究结果不一致[１４] ꎮ 此次

调查学校中 ５ 所小学均来自农村地区ꎬ以往该省农村

地区结核病知识的知晓水平很低[１１] ꎬ近几年来黑龙江

省将结核病防治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地区ꎬ省、市、县三

级防痨网络积极发挥作用ꎬ各地区结核病防治专业机

构充分利用 ３.２４ 世界结核病宣传日的契机开展宣传

活动ꎬ向群众发放结核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材料等多项

措施并举ꎬ让该省农村地区结核病知晓率有了显著提

高ꎬ提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将农村地区的宣传经验推

广到县区和城镇ꎮ
在对结核病相关态度的调查结果中ꎬ针对“如何

对待身边的结核病人”ꎬ２.１％的学生表示“不再来往”
或者“尽量保持距离”ꎬ同时ꎬ２５.８％的学生认为结核病

“非常严重”ꎬ从而过高估计结核病的严重性ꎬ与国内

其他调查结果类似[１０ꎬ１６－１８] ꎬ说明大部分学生对 “结核

病人”有歧视态度ꎬ也反映了学生对结核病缺乏相应

了解ꎮ 国外有关结核病耻辱感研究显示ꎬ有结核病人

因担心被歧视而不及时治疗导致疾病传播现象[１９] ꎬ特
别在贫困地区尤为突出ꎮ 对结核病传播途径缺乏了

解、存在歧视ꎬ会造成学生自身感染结核病后隐瞒病

情ꎬ容易大面积传播致病菌ꎬ出现聚集性疫情暴发[２０] ꎮ
今后开展结核病健康教育工作中ꎬ应该重视消除学生

歧视和恐惧心理ꎬ在增加疾病知识、增强防病技能同

时ꎬ建立对待结核病患者正确、理性的态度ꎮ
调查结果显示ꎬ该省 １０ 个县区中小学生中超过

８５％以上注重个人卫生ꎬ健康习惯培养较好ꎬ同时在主

动防控疾病行为方面正向行为报告率均在 ７０％以上ꎬ
但在“主动了解知识”和“主动传播知识”两项行为表

现较差ꎬ正向行为报告率不足 ３０％ꎮ 有研究表明ꎬ学
生可将接受的健康知识在短时间内向近 １０ 倍人群传

播[２１] ꎮ 冯文海等[２２] 研究发现ꎬ中学生可将学习的结

核病知识向家长传播ꎬ学生和家长知晓率均得到很大

提高ꎮ 提示今后应该更加重视和积极发挥学生知识

载体传播作用ꎬ积极鼓励学生将获得的健康知识向家

庭、社区传播出去ꎬ带动民众普及结核病防治知识ꎬ为
提高人群结核病知晓率水平发挥推动作用ꎮ

结核病核心信息知晓水平影响因素探索发现ꎬ
父、母文化程度为初中相对于小学是促进因素ꎬ与肖

筱等[２３]研究结果一致ꎬ即随着调查对象文化程度升

高ꎬ结核病相关知识知晓水平也随之升高ꎮ 父母文化

程度与健康知识水平密切相关ꎬ通过言传身教传递给

子女ꎮ 开展学校健康教育与学生家庭教育相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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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ꎬ能共同提高学生及家庭的结核病防治知识与技

能ꎬ并辐射至社区乃至更多人群ꎬ更好发挥健康教育

的作用ꎮ 学校未开设健康教育课程是结核病核心信

息知晓的阻碍因素ꎬ充分证明健康教育课程是学生结

核病知识获取的重要渠道ꎮ 健康教育课程在学校开

展多年ꎬ 部分学校存在不重视或者流于形式的现

象[２４] ꎬ保证健康教育课程的有效开展ꎬ是提高学生群

体健康知识水平的重要基础ꎮ 此外ꎬ在本研究中城镇

地区学生相对于农村地区的学生、父亲职业非农民相

对于农民是阻碍因素ꎬ与以往研究内容不一致[２５] ꎬ可
能与该省近几年来将结核病宣传教育工作重点放在

农村地区有一定关联ꎮ
通过本次研究基本掌握黑龙江省县区级中小学

生结核病相关知识了解情况、对结核病的认识态度及

行为现况ꎬ为该省未来结核病健康教育的开展提供了

科学依据ꎮ 但本次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ꎬ仅选取

县区级中小学校学生作为调查对象ꎬ可能会使研究代

表性受到影响ꎬ在今后的研究中将增加市区级中小学

校ꎬ并扩展人群至高中生、大学生ꎬ以对现有研究结果

有更好的补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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