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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浙江省学生人群对肺结核病认知及信息获取途径的变化ꎬ为更加有效开展针对学生群体的健康

促进工作ꎬ制定结核病健康促进策略提供有关依据ꎮ 方法　 于 ２０１４ 年 ４—９ 月、２０１８ 年 ９—１１ 月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

法ꎬ抽取浙江省 ５５４ 名≤３０ 岁学生人群进行结核病知晓率调查ꎬ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应用单因素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影响学生对肺结核认知的相关因素ꎮ 结果　 知道肺结核者 ４４０ 人(７９.４％)ꎬ其中 ２０１４ 年 ２１５ 人(８５.７％)、２０１８ 年

２２５ 人(７４.３％)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性别(ＡＯＲ ＝ １.６０ꎬ９５％ＣＩ ＝ １.０４ ~ ２.４７)、文化程度[初中 ＡＯＲ(９５％ＣＩ) ＝
１.９９(１.０３~ ３.８５)、高中 ＡＯＲ(９５％ＣＩ)＝ ３.２７(１.５７~ ６.８１)、大专及以上 ＡＯＲ(９５％ＣＩ)＝ ６.７３(２.５５ ~ １７.７６)]、调查时间(ＡＯＲ
＝ ０.５０ꎬ９５％ＣＩ＝ ０.３１~ ０.８０)是知道肺结核的相关因素ꎮ 两次调查知道肺结核的学生人群对 ５ 条肺结核核心信息认知得分

及格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ꎮ ２０１８ 年知道肺结核病的学生中结核病防治知识来自网络(论坛、微信、微博)
(７５.１０％)、社区活动(集会宣传)等(２６.７０％)的报告率较 ２０１４ 年高(３６.２０％ꎬ１３.１０％) (χ２ 值分别为 ６８.８８ꎬ１２.７９ꎬＰ 值均<
０.０１)ꎮ 结论　 ２０１４ꎬ２０１８ 年浙江省≤３０ 岁学生人群对肺结核及其核心信息的认知变化不大ꎬ结核病防治相关信息从网络

等新媒体的信息来源比例显著提升ꎮ 建议开展结核病健康教育活动ꎬ除以传统健康教育为基础外ꎬ还需加强新媒体技术的

运用ꎮ
【关键词】 　 结核ꎬ肺ꎻ认知ꎻ信息获取ꎻ健康教育ꎻ学生

【中图分类号】 　 Ｇ ４６５　 Ｒ １７４＋ .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２０)０２￣０２１７￣０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ｏｆ ２０１４ ａｎｄ ２０１８ / ＷＡＮＧ Ｗｅｉ ＷＡＮＧ Ｆｅｉ ＺＨＡＮＧ Ｍｉｎｇｗｕ ＰＥＮＧ Ｙｉｎｇ ＨＥ Ｔｉｅｎｉｕ ＬＩＵ Ｋｕｉ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ｍｅｎｇ 
ＣＨＥＮ Ｂｉ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３１００５１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
ｍｏ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５５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ｙｏｕｎｇｅｒ ｔｈａｎ ３０ ｙ ｗｅｒ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ｐｒｉｌ
ｔｏ ｓｅｐｔ. ｏｆ ２０１４ ａｎ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ｅｐｔ. ｔｏ Ｎｏｖ. ｏｆ ２０１８. Ｕｎ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ｔｏ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ｔｅｓｔ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ｗａｙｓ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ｔｕ￣
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４４０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７９.４％ ａｗａｒｅ ｏｆ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２１５ ８５.７％ ｉｎ
２０１４ ａｎｄ ２２５ ７４.３％ ｉｎ ２０１８.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ｎ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ｗｅｒ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ＯＲ＝ １.６０ ９５％ＣＩ＝ １.０４－２.４７ ｖｓ
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ｊｕｎｉｏ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ＯＲ ＝ １.９９ ９５％ＣＩ ＝ １.０３－３.８５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ＯＲ ＝ ３.２７ ９５％ＣＩ ＝ １.５７－６.８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ｒ
ｈｉｇｈｅｒ  ＡＯＲ＝ ６.７３ ９５％ＣＩ＝ ２.５５－１７.７６ ｖｓ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ｒ ｌｏｗｅｒ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８  ＡＯＲ ＝ ０.５０ ９５％ＣＩ ＝ ０.３１－ ０.８０ ｖｓ ２０１４.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Ｉｎ ２０１８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ｆｏｒｕｍ ＷｅＣｈａｔ Ｗｅｉｂｏ.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ｃ￣
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７５.１０％ ２６.７０％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２０１４ ３６.２０％ １３.１０％  χ２ ＝ ６８.８８ １２.７９ Ｐ<０.０５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ｗａｒｅ ｏｆ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Ｂ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ｇｅｔ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ｕｓａｇｅ ｏｆ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ａｐａｒｔ ｆｒｏｍ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ꎬ我国每年估算新发结核病

例数约 ９０ 万ꎬ年发病数由 ２０１６ 年的全球第 ３ 位上升

至 ２０１７ 年的第 ２ 位ꎬ 是全球 ３３ 个高负担国家之

一[１－２] ꎮ 结核病是我国重大传染病之一ꎬ其发病数长

期位居我国法定甲、乙类传染病第 ２ 位ꎬ严重危害我国

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ꎮ 在我国结核病患者职业构成

中ꎬ学生群体占比约 ４％[３] ꎮ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 年浙江省学

生肺结核病例在全人群中所占比例从 ３.３０％上升至

３.８４％[４] ꎮ 由于学校是人群高度密集的场所ꎬ易发生

７１２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第 ４１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２



校园内聚集性疫情ꎮ 近年来ꎬ浙江及全国其他地区时

有学校结核病聚集性疫情发生[５－８] ꎮ 学生对肺结核的

正确认识是避免延误就诊ꎬ促进及早发现并正确防护

的重要因素ꎮ 然而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０ 年浙江省的调查结

果均显示学生对结核病核心信息的知晓率处于较低

水平[９－１０] ꎮ 本研究通过分析 ２０１４ꎬ２０１８ 年浙江省学生

群体对结核病的认知及相关信息获取途径的变化ꎬ为
更加有效开展针对学生群体的健康促进工作ꎬ制定结

核病健康促进策略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４ 年 ４—９ 月[１１] 、２０１８ 年 ９—１１ 月ꎬ
在浙江省分别开展了公众结核病知晓率调查ꎮ ２ 次调

查均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ꎬ全省每个地市抽取 １
个县区ꎬ每个县区随机抽取 ２ 个乡(镇)ꎬ每个乡(镇)
随机抽取 ３ 个行政村(街道)ꎬ每个村选择 １００ 户居民

开展调查ꎮ 调查对象入选标准为:浙江省本地户籍或

虽为外地户口但在当地居住超过 ６ 个月者ꎻ年龄 １２ ~
７５ 岁ꎻ无交流障碍及精神疾病者ꎮ 本研究选择 ２ 次调

查结果中年龄≤３０ 岁ꎬ且职业为学生的人群作为研究

对象进行分析ꎮ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共调查学生人群

５５４ 名ꎬ其中 ２０１４ 年 ２５１ 名、２０１８ 年 ３０３ 名ꎻ男性 ２９３
名ꎻ１３ ~ １５ 岁组最多( ２４１ 名)ꎬ其次为 １６ ~ １８ 岁组

(１４６ 名)ꎻ文化程度中初中人数最多(２６３ 名)ꎬ其次为

高中(１５１ 名)ꎬ大专及以上 ８７ 名ꎬ小学及以下 ５３ 名ꎮ
１.２　 研究内容及质量控制　 两次调查均采用全国结

核病核心信息知晓率调查[１２]所采用的问卷ꎬ经专家设

计、讨论确定ꎮ 内容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

基本人口学信息ꎬ是否知道肺结核病ꎬ以及知道肺结

核的人群对肺结核传染性、可疑症状、结核病定点诊

疗、结核病优惠政策、治疗效果等 ５ 条结核病防治核心

信息的认知和信息获取途径等ꎮ 对肺结核相关核心

信息的认知评价采用赋值法ꎬ答对 １ 题得 １ 分ꎬ答错或

不知道得 ０ 分ꎬ总分 ５ 分ꎮ 得分≥３ 分为及格ꎬ<３ 分

为不及格ꎮ 两次现场调查均经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ꎮ 现场调查时ꎬ经过培

训合格的调查员采用入户调查的方式ꎬ在调查对象知

情同意后ꎬ 与其进行面对面现场访谈并完成调查

问卷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２０１４ 年调查问卷由 ２ 位培训合格

录入员分别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０ 软件进行双录入校验ꎬ
２０１８ 年采用电子问卷进行实时质控ꎬ在调查的同时自

动控制调查问卷的逻辑性和完整性ꎮ 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ꎬ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分

析人群的基本特征ꎻχ２ 检验分析两次调查人群知晓肺

结核人群的结核病相关信息获取途径的差异ꎻ采用单

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影响肺结核知晓率的相关因

素ꎻ由于年龄组和文 化 程 度 存 在 较 强 的 共 线 性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系数为 ０.８８ꎬＰ<０.０１)ꎬ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中自变量不纳入年龄组ꎬ仅纳入性别、文化

程度和时间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中通过校正性

别、文化程度的影响ꎬ分析时间对知道肺结核者的肺

结核相关核心信息认知的影响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均采

用进入法ꎮ 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肺结核知晓率的相关影响因素　 知晓肺结核的

学生为 ７９. ４％ (４４０ 名)ꎬ２０１４ 年为 ８５. ７％ (２１５ 名)ꎬ
２０１８ 年 ７４.３％(２２５ 名)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ꎬ
女性肺结核知晓率(ＡＯＲ ＝ １.６０)高于男性ꎻ与文化程

度小学及以下者相比ꎬ初中(ＡＯＲ ＝ １.９９)、高中(ＡＯＲ ＝
３.２７)和大专及以上(ＡＯＲ ＝ ６.７３)学生人群对肺结核

的知晓率逐步提高ꎻ２０１８ 年学生人群肺结核知晓率低

于 ２０１４ 年(ＡＯＲ ＝ ０.５０)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２０１４ 和 ２０１８ 年学生人群肺结核知晓率相关因素分析

自变量　 　 　 人数 知晓人数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ＡＯＲ 值(Ａ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性别　 　 　 　
　 男　 　 　 　 ２９３ ２２２ １.００ １.００
　 女　 　 　 　 ２６１ ２１８ １.６２(１.０６~ ２.４７) ∗ １.６０(１.０４~ ２.４７) ∗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５３ ３４ １.００ １.００
　 初中　 　 　 ２６３ １９７ １.６７(０.８９~ ３.１２) １.９９(１.０３~ ３.８５)
　 高中　 　 　 １５１ １２９ ３.２８(１.５９~ ６.７４) ∗∗ ３.２７(１.５７~ ６.８１) ∗∗

　 大专及以上 ８７ ８０ ６.３９(２.４６~ １６.６０) ∗∗ ６.７３(２.５５~ １７.７６) ∗∗

调查时间　 　
　 ２０１４　 　 　 ２５１ ２１５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１８　 　 　 ３０３ ２２５ ０.４８(０.３１~ ０.７５) ∗∗ ０.５０(０.３１~ ０.８０) ∗∗

　 注:∗Ｐ<０.０５ꎬ∗∗Ｐ< ０.０１ꎮ ＯＲ 值为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ꎬ
ＡＯＲ 值为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ꎮ

２.２　 ２０１４ 与 ２０１８ 年学生对肺结核相关核心信息的认

知变化　 针对调查结果中知晓肺结核的 ４４０ 名学生ꎬ
进一步分析其对肺结核相关核心信息认知情况ꎮ 多

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中调整性别、文化程度对该人

群知晓肺结核会传染后ꎬ结果显示ꎬ２０１８ 年为 ２０１４ 年

的 １.７７(９５％ＣＩ ＝ １.０９ ~ ２.８７)倍ꎮ ２０１４ 年与 ２０１８ 年相

比ꎬ学生人群对咳嗽咳痰 ２ 周以上应怀疑得了肺结核

[ＡＯＲ 值(ＡＯＲ 值 ９５％ＣＩ) ＝ ０.７２(０.４８ ~ １.０６)]、得了

肺结核要到定点诊疗机构就诊[ＡＯＲ 值(ＡＯＲ 值 ９５％
ＣＩ)＝ ０.８０(０.５４ ~ １.１９)]、肺结核诊疗的免费或优惠政

策[ＡＯＲ 值(Ａ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０.８４(０.５７ ~ １.２４)]的认

知变化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对认为肺结

核可以治愈的认知的影响ꎬ２０１８ 年约为 ２０１４ 年的１.７５
(９５％ＣＩ ＝ １.１４ ~ ２.６８)倍(Ｐ<０.０５)ꎮ 对 ５ 条肺结核相

关核心信息的总体认知得分分析结果显示ꎬ两年的及

格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ＡＯＲ 值(Ａ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０.９９(０.６６ ~ １.４６)ꎬＰ>０.０５]ꎮ
２.３　 结核相关信息获取途径变化 　 对 ４４０ 名知晓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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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的学生肺结核相关信息获取途径进行分析显示ꎬ
２０１４ 年听别人说报告率最多(７３.７０％)ꎬ其次为宣传

栏( 海 报、 条 幅 ) ( ４０. ４０％)ꎬ 报 纸 ( 杂 志、 书 刊 )
(３７.６％)ꎬ电视、电影(３７.６０％)ꎬ网络(论坛、微信、微
博)(３６.２０％)ꎻ２０１８ 年选择网络(论坛、微信、微博)
(７５. １０％) 的 最 多ꎬ 其 次 为 宣 传 栏 ( 海 报、 条 幅 )

(４０.４０％)、听别人说 ( ３９. ６０％)、报纸 (杂志、书刊)
(３６.９０％)等ꎮ ２０１８ 年知晓肺结核病的学生结核病防

治知识来自网络(论坛、微信、微博)、社区活动(集会

宣传)等的报告率较 ２０１４ 年高ꎬ而来自电视、电影和

听别人说的报告率较 ２０１４ 年低(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

表 ２ꎮ

表 ２　 ２０１４ 与 ２０１８ 年知晓肺结核的学生结核病相关信息获取途径比较

年份 人数 广播
报纸(杂
志书刊)

传单、
折页

电视、
电影

社区活动

(集会宣传)
宣传栏

(海报、条幅)
网络(论坛、
微信、微博)

听别人说 其他

２０１４ ２１３ ３９(１８.３０) ８０(３７.６０) ６１(２８.６０) ８０(３７.６０) ２８(１３.１０) ８６(４０.４０) ７７(３６.２０) １５７(７３.７０) １６(７.５０)
２０１８ ２２５ ３０(１３.３０) ８３(３６.９０) ６５(２８.９０) ６３(２８.００) ６０(２６.７０) ９１(４０.４０) １６９(７５.１０) ８９(３９.６０) １６(７.１０)
χ２ 值 １.９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４.２５ １２.７９ ０.０１ ６８.８８ ４９.９６ ０.０２
Ｐ 值 ０.１７ ０.９５ ０.９１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９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８９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ꎻ２０１４ 年有 ２ 人此项信息缺失ꎮ

３　 讨论

２０１４ 与 ２０１８ 年的两次调查显示浙江省学生人群

知道肺结核的比例不足 ８０％ꎬ低于石家庄等地的调查

结果[１３－１４] ꎮ 随着文化程度增加ꎬ知道肺结核的人群比

例逐步提升ꎬ与其他研究以及浙江省全人群调查结果

类似[１５－１６] ꎮ 浙江省 ３ 次公众结核病知晓率调查结果

显示ꎬ 学生和农民对 肺 结 核 的 总 体 认 知 水 平 最

低[９－１１] ꎮ 学生人群对肺结核的知晓水平较低ꎬ与学校

缺乏相应的健康教育课程、学生人群对结核的关注度

低等因素相关[１７] ꎮ 学生人群处于青春发育期ꎬ是结核

病发生的高危人群ꎬ校园人群密集以及学生结核病防

治知识和行为缺乏是导致学校疫情频发的重要原

因[１８] ꎬ因此需不断加强对学校结核病健康教育工作ꎮ
本次分析发现ꎬ调整性别、文化程度等因素后ꎬ时间对

学生人群中知道肺结核情况呈负向作用ꎮ 一方面ꎬ可
能由于两次调查样本差异导致ꎻ另一方面ꎬ有研究指

出一过性的健康教育效果会随着时间递减[１９] ꎮ 虽然

多项研究发现健康教育或干预可提高人群认知水平

及行为[２０－２１] ꎬ但是开展结核病健康教育及促进工作ꎬ
还需要注重长期、系统和连续性ꎮ 通过实施中长期健

康促进计划ꎬ不断强化人群对结核病防治知识的记

忆ꎬ促进结核病认知水平的持续提升和行为改变ꎮ
本研究发现 ２０１８ 年与 ２０１４ 年相比ꎬ知晓肺结核

的学生人群对肺结核核心信息整体认知的得分及格

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各条信息的认知分析显示ꎬ
对肺结核传染性、治疗效果等一般信息的认知提升较

显著ꎬ但是对肺结核可疑症状、定点诊疗政策和诊疗

优惠政策等具体信息的认知无显著提升ꎮ 对肺结核

具体信息的认知中ꎬ尤其对可疑症状和诊疗优惠政策

的认知最低ꎮ 由此可知ꎬ知晓肺结核的学生人群对结

核病相关信息的认知仍停留在一般认知ꎬ对具体信息

的深入认知有待强化ꎬ与全国及其他人群的调查相

似[１２ꎬ２０] ꎮ 研究发现ꎬ当人群缺乏对肺结核症状、原因、

政策等知识时ꎬ将会导致诊断延误ꎬ降低诊疗的规范

性和依从性ꎬ不利于结核病的防控[２２] ꎮ 因此在未来的

结核病防治健康促进工作中ꎬ不仅要加强结核病知晓

情况的宣传ꎬ还要根据具体的结核病防治信息设计对

应的宣传材料ꎬ开展针对性的深度宣传ꎮ
本研究分析发现 ２０１４ 年知晓肺结核的学生人群

结核相关信息获取途径前 ５ 位为听别人说、宣传栏

(海报、条幅)、报纸(杂志、书刊)、电视(电影)、网络

(论坛、微信、微博)ꎻ２０１８ 年为网络(论坛、微信、微

博)、宣传栏(海报、条幅)、听别人说、报纸(杂志、书
刊)、传单(折页) 等ꎬ其中网络等新媒体宣传上升最

快ꎬ其次为社区(集会、宣传)等活动ꎬ而听别人说、电
视(电影)等传统方式的比例降低ꎮ 有研究也指出新

型媒介传播模式教育是大学生最受欢迎的健康教育

方式[２３] ꎬ利用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开展健康教育的效果

优于在校园内发放宣传册、摆放展板等传统干预效

果[２４] ꎮ 虽然听别人说的比例下降ꎬ但是占比和宣传栏

(海报)、报纸(书刊、杂志) 等传统素材相近ꎮ 唐桂

莲[２５]研究指出同伴教育、专题课程和健康素材处方等

均能提高学生对肺结核的认知ꎬ尤其是主题班会性质

的同伴教育ꎬ能够增加学生的参与性和互动性ꎬ更能

提高学生对肺结核的正确认知效果ꎮ 因此ꎬ针对学生

群体的结核病健康促进工作ꎬ一方面要加强新媒体平

台的利用和宣传ꎬ开发出有趣、传播性强的新媒体素

材ꎬ另一方面也要注重调动学生的主动参与性ꎬ依托

传统方式开展持续性的健康干预ꎮ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ꎬ首先研究对象是来自

公众知晓率调查中的 ３０ 岁及以下的学生人群ꎬ并非来

自针对学生人群的随机抽样ꎻ其次在分析中仅校正性

别、文化程度等对人群肺结核认知的影响ꎬ未调整其

他相关因素ꎮ 但是本研究分析结果基本能够反映调

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和变化特点ꎮ
综上ꎬ２０１４ꎬ２０１８ 年浙江省≤３０ 岁学生人群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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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知晓率均不高ꎻ知道肺结核的学生人群对结核病核

心信息的知晓情况变化不大ꎬ结核病防治核心知识从

网络等新媒体的信息来源比例显著提升ꎮ 建议在传

统健康教育基础上加强新型媒体平台在结核病健康

教育活动中的运用ꎬ同时注重健康促进工作的长期、
系统和连续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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