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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中西部贫困地区儿童青少年的两周患病状况ꎬ为明确医疗卫生服务重点及更好地深化新医改体

系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选取我国甘肃、贵州、江西、宁夏、云南国家级贫困县中小学生 １５ ５４２ 名ꎬ
通过两周患病率调查表收集两周患病情况ꎬ采用 χ２ 检验比较各组两周患病率的差异ꎮ 结果　 中西部贫困地区中小学生两

周患病率为 １６.２％ꎻ前 ３ 位的系统疾病依次为呼吸系统(５８.４％) 、消化系统(１３.５％)、免疫系统(１.８％)ꎮ 男、女生的两周患

病率(１５.６％ꎬ１６.７％)均低于 ２００８ 年全国调查的结果ꎬ性别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 ３.１７ꎬＰ ＝ ０.０５)ꎻ各年龄组患病率总体

趋势为波浪式下降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３３.２６ꎬＰ<０.０１)ꎬ９ ~ １０ 岁年龄组最高(２０.１％)ꎻ不同民族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χ２ ＝ ７８.３３ꎬＰ<０.０５)ꎬ其中傈僳族患病率最高(２４.６％)ꎻ不同省份的患病主要病种(症状)不同ꎮ 结论　 中国中西部贫

困地区中小学生卫生服务需求较高ꎬ应时刻关注并提供合理、充足的卫生服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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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青少年时期的健康状况与成年期的体质、慢
性病及过敏性疾病等的发病率显著相关[１] ꎬ改善儿童

青少年的健康状况是促进未来人口健康素质及全民

生活质量的基础[２] ꎮ 我国中西部贫困地区医疗资源

差、学校校医配置率低等造成当地学生两周患病率居

高不下[３] ꎮ 随着我国医药卫生改革的不断深入ꎬ经济

水平对医疗服务利用的阻碍状况有所减缓ꎬ但居民医

疗卫生服务需求量持续增加[４] 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ꎬ国务院

出台的«“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 [５] 明

确提出ꎬ要以中西部贫困地区为重点ꎬ全面提升基层

医疗卫生服务ꎮ 卫生服务需要是反映居民实际健康

水平的客观指标[６] ꎬ而两周患病率则是反映卫生服务

需求的重要指标ꎮ 本研究通过对中西部贫困地区中

９７５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第 ４０ 卷第 ４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４



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ꎬ分析两周患病情况等资料ꎬ为
确定今后医疗卫生服务重点及更好地深化新医改提

供科学的理论依据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调查对象为我国中西部贫困地区(国

家级贫困县)中小学生ꎬ调查范围涉及甘肃、贵州、江
西、宁夏、云南 ５ 省ꎬ共 １２ 个市ꎮ 于 ２０１７ 年 ４—６ 月ꎬ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ꎬ在每所学校以班级为整体抽

取四至九年级学生ꎬ共抽取 ３８ 所小学、１６ 所中学和 ８
所九年制学校ꎬ合计学校 ６２ 所ꎮ 共调查 １５ ７９８ 名学

生ꎬ有效应答 １５ ５４２ 名ꎬ有效应答率为 ９８.４％ꎮ 其中

男生 ７ ７３６ 名ꎬ女生 ７ ８０６ 名ꎻ９ ~ １０ 岁 ８４８ 名ꎬ１１ ~ １２
岁 ３ ７６７ 名ꎬ１３ ~ １４ 岁 ６ ６７６ 名ꎬ１５ ~ １６ 岁 ３ ９５６ 名ꎬ１７
~ １８ 岁 ２９５ 名 ꎻ调查对象中汉族人数最多ꎬ共 ９ ６５８
名ꎬ其次为回族 １ ８９８ 名ꎻ江西、宁夏、云南、贵州和甘

肃各省份调查人数比例依次为 １ ∶ １.１ ∶ １.２ ∶ １.４ ∶
１.５ꎮ
１.２　 研究方法与内容　 所有调查员统一按照«第五次

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学生患病情况调查问卷» [７] 收集资

料ꎬ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受调查者基本情况和近两周患

病次数、症状、名称ꎮ 采用«２０１３ 年卫生统计年鉴» 中

的相关概念和公式计算两周患病率ꎮ
两周患病率＝调查前两周内患病人数(或例数) / 调查人数

×１ ０００[６] ꎮ

在所有被调查者知情同意的前提下ꎬ由调查员对

每个班分别发放调查问卷ꎬ并指导学生规范填写ꎬ调
查员均经过专业的集中培训ꎬ统一调查表填写方式ꎬ
并有专人对收回的问卷和数据的录入进行审核ꎮ 研

究符合社会伦理学要求ꎮ
１.３　 统计分析　 应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

和逻辑检查ꎬ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６ 软件和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软件进行统

计学分析ꎬ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ꎬ分析方法采用
χ２ 检验和趋势 χ２ 检验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两周患病情况　 两周内共 ２ ５１１ 人患病ꎬ两周患

病率为 １６. ２％ꎬ低于 ２００８ 年全国居民的调查结果

(１８.９％)ꎬ高于 ２００８ 年全国 ５ ~ ２４ 岁居民的调查结果

(１２.７％) [６] ꎮ 两周患病率前 ３ 位的系统疾病分别为呼

吸系 统 ( ５８. ４％)、 消 化 系 统 ( １３. ５％)、 免 疫 系 统

(１.８％)ꎬ前 ３ 位系统疾病占疾病总分类的 ７３.８％ꎻ前 ５
位疾 病 ( 症 状) 病 种 顺 位 为 急 性 上 呼 吸 道 感 染

(５４.４％)ꎬ胃痛、腹痛腹泻(１３.５％)ꎬ头晕、头痛等症状

(６.７％)ꎬ眼及附器、耳及乳突、鼻咽喉等五官类疾病

(５.９％)ꎬ皮肤病(４.５％)及损伤和中毒(４.５％)ꎬ共占

疾病总分类的 ８９.５％ꎮ
２.２　 不同性别学生两周患病率 　 男性患病人数为

１ ２０９名ꎬ患病率 １５.６％ꎬ低于 ２００８ 年全国男性两周患

病率( １７. １％)ꎻ 女性患病例数为 １ ３０２ 名ꎬ 患病率

１６.７％ꎬ低于 ２００８ 年全国女性的调查结果(２０.７％)ꎻ性
别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 ３.１７ꎬＰ ＝ 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３　 不同年龄组学生两周患病率 　 经 χ２ 趋势检验

得ꎬ不同年龄组人群两周患病率有线性趋势 ( Ｐ <
０.０１)ꎬ各年龄组两周患病率总体趋势为波浪式下降ꎬ９
~ １０ 岁、１３ ~ １４ 岁、１７ ~ １８ 年龄组均为波动高点ꎬ１１ ~
１２ 岁、１５ ~ １６ 岁年龄组均为波动低点ꎬ其中 ９ ~ １０ 岁

年龄组两周患病率最高(２０.１％)ꎬ１５ ~ １６ 岁年龄组两

周患病率最低(１２.６％)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中西部贫困地区不同年龄组中小学生两周患病率比较

年龄

/ 岁

男

调查

人数
患病人数

女

调查

人数
患病人数

合计

调查

人数
患病人数

９~ １０ ４１０ ９０(２２.０) ４３８ ８０(１８.３) ８４８ １７０(２０.０)
１１~ １２ １ ８３１ ２８１(１５.３) １ ９３６ ３４４(１７.８) ３ ７６７ ６２５(１６.６)
１３~ １４ ３ ３５２ ５８２(１７.４) ３ ３２４ ５９３(１７.８) ６ ６７６ １ １７５(１７.６)
１５~ １６ １ ９５８ ２３６(１２.１) １ ９９８ ２６４(１３.２) ３ ９５６ ５００(１２.６)
１７~ １８ １８５ ２０(１０.８) １１０ ２１(１９.１) ２９５ ４１(１３.９)
χ２
趋势值 ２２.２９ １１.５８ ３３.２６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注:()内数字为患病率 / ％ꎮ

２.４　 不同民族学生两周患病率　 为了有效分析不同

民族学生两周患病率的差异ꎬ将涉及到的民族分为汉

族、回族、苗族、布依族、傈僳族、其他民族ꎮ 两周患病

率顺序排位依次为:傈僳族患病人数 ２００ 人ꎬ患病率

２４.６％ꎻ回族患病人数 ３２６ 人ꎬ患病率 １７.２％ꎻ汉族患病

人数 １ ４７２ 人ꎬ患病率 １５. ２％ꎻ布依族患病人数 １１８
人ꎬ患病率 １２. ０％ꎻ 苗族患病人数 １１８ 人ꎬ 患病率

１１.３％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７８.３３ꎬＰ<０.０５)ꎮ
２.５　 不同地区学生两周患病率　 分析两周患病率前

３ 位疾病(症状) 病种顺位ꎬ甘肃省、云南省和贵州省

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ꎬ胃痛及腹痛、腹泻ꎬ头晕、头疼ꎻ
江西省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ꎬ眼及附器、耳及乳突、鼻
咽喉等五官类疾病ꎬ胃痛及腹痛、腹泻ꎻ宁夏为急性上

呼吸道感染、胃痛及腹痛、腹泻ꎬ损伤和中毒ꎮ ５ 个省

的两周 患 病 率 顺 位 依 次 为 云 南 ( ２６. ５％)、 宁 夏

( １６.５％ )、 甘 肃 ( １３. ４％)、 江 西 ( １３. １％)、 贵 州

(１２.０％)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３２５.８０ꎬＰ ＝ 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０８５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第 ４０ 卷第 ４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４



表 ２　 中西部贫困地区不同省份中小学生两周患病率

省份 人数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消化系统疾病 头疼 五官类疾病 皮肤病 损伤和中毒 气管支气管炎
甘肃 ３ ７０４ １３３(３５.９) ４９(１３.２) １９(５.１) １０(２.７) ４(１.１) １３(３.５) ６(１.６)
贵州 ３ ４８８ １０９(３１.３) ２５(７.２) １３(３.７) １０(２.９) １３(３.７) ４(１.２) ６(１.７)
江西 ２ ４８２ １１３(４５.５) １８(７.３) ６(２.４) ２０(８.１) １５(６.０) ９(３.６) １０(４.０)
宁夏 ２ ７９８ ９４(３３.６) ３１(１１.１) ９(３.２) ９(３.２) ６(２.１) １０(３.６) ４(１.４)
云南 ３ ０７０ １７４(５６.７) ３２(１０.４) ３０(９.８) １９(６.２) １３(４.２) １５(４.９) １７(５.５)
合计 １５ ５４２ ６２３(４０.１) １５５(１０.０) ７７(５.０) ６８(４.４) ５１(３.３) ５１(３.３) ４３(２.８)
省份 人数 不知道 免疫系统疾病 传染病 恶性肿瘤 泌尿系统疾病 其他 肺炎
甘肃 ３ ７０４ ６(１.６) ５(１.４) ４(１.１) ３(０.８) ０ ０ ０
贵州 ３ ４８８ ４(１.２) １(０.３) ０ ０ ０ ０ ０
江西 ２ ４８２ ４(１.６) ２(０.８) １(０.４) ０ ０ ０ ０
宁夏 ２ ７９８ ３(１.１) １(０.４) ９(３.２) １(０.４) ２(０.７) １(０.４) １(０.４)
云南 ３ ０７０ ６(２.０) １２(３.２) ４(１.３) ０ ２(０.７) ３(１.０) ２(０.７)
合计 １５ ５４２ ２３(１.５) ２１(１.４) １８(１.２) ４(０.３) ４(０.３) ４(０.３) ３(０.２)

　 注:()内数字为患病率 / ‰ꎮ

３　 讨论

儿童青少年的身体健康素质关乎整个社会的健

康和卫生水平ꎬ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政府均针对儿童

青少年健康发展采取了一系列举措[８－９] 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中西部贫困地区中小学生两周

患病率为 １６.２％ꎬ明显高于 ２００８ 年全国 ５ ~ ２４ 岁居民

的调查结果(１２.７％)ꎬ可能与贫困地区经济状况差导

致的中小学生营养水平和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较低有

关ꎮ 两周患病率最高的系统疾病为呼吸系统ꎬ症状以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和气管支气管炎为主ꎬ与国内其他

学者的相关调查结果相近[３ꎬ１０] ꎮ 两周患病率总体随年

龄呈下降趋势ꎬ１５ 岁以上青少年两周患病率较低ꎬ与
儿童生长发育生理特点相符ꎮ 提示儿童青少年高年

龄组健康素质水平高于低年龄组ꎬ因此在卫生服务系

统建设和卫生资源投入时应加大对低年龄组儿童青

少年的重视ꎮ 两周患病率最高的民族为傈僳族

(２４.６％)ꎬ其次为回族(１７.２％)ꎬ可能与不同民族间居

住环境、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卫生意识及卫生服务资

源配备的不同均有关系[１１－１３] ꎻ我国中西部贫困地区儿

童青少年卫生服务需求明显高于全国 ５ ~ ２４ 岁居民的

调查结果ꎮ 由于贫困地区经济的制约ꎬ儿童青少年摄

取营养水平较低、生活环境质量差、医疗卫生服务不

足ꎬ使得学生免疫力低下ꎬ更易罹患呼吸系统及消化

系统疾病[１４] ꎮ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ꎬ我国总人口

数为 １３.３３ 亿ꎬ中小学生(５ ~ １９ 岁)总人数为 ２.４６ 亿ꎬ
占比 １８.５％[１５] ꎬ但我国针对中小学生的卫生服务在数

量及质量上均不能与需求呈正比ꎬ特别是不能提供随

着卫生服务需求变化而变化的动态卫生服务[１６] ꎮ
因此ꎬ为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改革ꎬ加强我国卫

生服务能力ꎬ应时刻关注中西部贫困地区居民健康素

质水平ꎬ特别是儿童青少年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ꎬ提
供合理、充足的卫生服务ꎻ同时ꎬ学校也应该加大校医

疗室的服务覆盖范围ꎬ从普及健康的生活习惯开始ꎬ
预防并降低中小学生的各种疾病发病率ꎻ最后ꎬ父母

应为孩子创造一个科学健康的生活环境ꎬ从家庭的角

度提高健康保健意识ꎬ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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