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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颈痛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症状ꎬ多为颈部脊柱发生

的功能性紊乱ꎬ也可为一些疾病的表现ꎮ 长期明显的

颈痛影响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ꎬ已经成为严重的

生理、心理和社会问题ꎮ 近年来ꎬ随着科技发展和生

活方式改变ꎬ颈痛的患病率有明显上升趋势ꎬ患病人

群也日趋年轻化[１－６] ꎮ 高中生学业繁重ꎬ在学习中长

期处于坐姿低头的状态ꎬ容易造成颈部劳损ꎮ 本研究

通过对佛山市高中生颈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调

查ꎬ为高中生防治颈痛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多级整群抽样方法ꎬ在广东省佛山市

抽取荣山中学和佛山市南海区石门中学 ２ 所中学ꎬ以
班级为单位ꎬ随机抽取 ４５ 个班ꎬ共发放问卷 ２ ３５０ 份ꎬ
回收有效问卷 ２ ２１２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４.１３％ꎮ 其中

男生 １ １７４ 名ꎬ女生１ ０３８名ꎻ高一年级学生 ９１４ 名ꎬ高
二年级 ７１２ 名ꎬ高三年级 ５８６ 名ꎻ住校生 ９４６ 名ꎬ走读

生 １ ２６６ 名ꎮ
１.２　 调查工具　 采用的调查问卷是在参考国内外相

关颈痛调查问卷[２－９] 的基础上ꎬ结合本次调查对象的

实际情况和流行病学、脊柱外科学专家的建议编制ꎬ
问卷问题设置简单明确ꎬ方便被调查者理解和作答ꎮ
调查前进行了 ５３ 名学生的预调查ꎬ显示该问卷内全部

问题ꎬ１００％的被调查者易于理解和作答ꎮ 此次问卷中

颈痛定义为颈部疼痛不适感ꎬ问卷内容包括(１)一般

基础资料:性别、年龄、年级、身高、体重ꎻ(２)颈痛检出

的状况:近 １ 个月内是否发生过颈痛(问卷中附有标

示颈部部位的区域示意图ꎬ便于被调查者理解以准确

填写问卷)ꎻ(３)颈痛可疑相关因素:颈部外伤史、父母

亲有无慢性颈痛、平均每天坐位时间、平均每天运动

时间、课间休息情况、教室桌椅舒适度等ꎮ 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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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由各班主任组成ꎬ并由其在教室分发调查问卷ꎬ以
班级为单位进行匿名问卷调查ꎬ学生回家后与家长一

起完成问卷后ꎬ交回班主任处并作调查问卷现场核

对ꎻ由统一培训的人员对数据进行双重录入ꎬ并进行

逻辑检查等ꎬ保证所获得信息的可靠性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数据录入采用 Ｅｘｃｅｌ 建立数据库ꎬ
运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ꎮ 正态分布的计量

资料用(ｘ±ｓ)表示ꎬ计数资料用百分数进行描述ꎬ百分

率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进行颈痛

相关单因素分析ꎬ采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进行颈

痛相关多因素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高中生颈痛检出率单因素分析　 见表 １ꎮ

表 １　 佛山市高中学生颈痛检出率单因素分析

因素 选项 人数 检出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１ １７４ ４６６(３９.７) ４９.９７ <０.０１

女 １ ０３８ ５６８(５４.７)
年级 高一 ９１４ ３６８(４０.３) ３１.４６ <０.０１

高二 ７１２ ３４５(４８.５)
高三 ５８６ ３２１(５４.８)

上学方式 走读 １ ２６６ ６１３(４８.４) ３.３４ ０.０７
住校 ９４６ ４２１(４４.５)

颈伤史 无 ２ １６９ １ ００１(４６.２) １５.８５ <０.０１
有 ４３ ３３(７６.７)

父颈痛史 无 ２ ０１１ ９０９(４５.２) ２１.１８ <０.０１
有 ２０１ １２５(６２.２)

母颈痛史 无 １ ９４２ ８６４(４４.５) ３２.４９ <０.０１
有 ２７０ １７０(６３.０)

桌椅不适 是 １ ６５１ ８５３(５１.７) ６３.３２ <０.０１
否 ５６１ １８１(３２.３)

桌子太高 是 １３１ ８０(６１.１) １１.４８ <０.０１
否 ２ ０８１ ９５４(４５.８)

桌子太低 是 ５８０ ３３２(５７.２) ３４.７９ <０.０１
否 １ ６３２ ７０２(４３.０)

椅子太高 是 ３３０ １９８(６０.０) ２７.３７ <０.０１
否 １ ８８２ ８３６(４４.４)

椅子太低 是 ３２８ １８７(５７.０) １７.５３ <０.０１
否 １ ８８４ ８４７(４４.９)

靠背不适 是 １ ３２７ ７０９(５３.４) ５９.５２ <０.０１
否 ８８５ ３２５(３６.７)

座位空间狭窄 是 １ ３６３ ７２２(５３.０) ５５.３０ <０.０１
否 ８４９ ３１２(３６.７)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２ ２１２ 名高中生中ꎬ颈痛检出率为 ４６.７％ (１ ０３４
名)ꎻ女生高于男生ꎬ年级以高三最高(５４.８％)ꎬ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１)ꎮ 上学方式上ꎬ住校和

走读学生的颈痛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近 ３ 个月内课间休息时坐位时间占比、有无颈部外伤

史、父母颈痛史ꎬ教室桌椅是否舒适、自觉桌子太高、
自觉桌子太低、自觉椅子太高、自觉椅子太低、自觉椅

子靠背不舒适、自觉座位空间狭窄等与高中生颈痛存

在相关性(Ｐ 值均<０.０５)ꎮ
　 　 女生较男生日平均坐位时间更长、日平均运动时

间更短、课间休息坐位时间占比更大( ｔ 值分别为３.１６ꎬ

５.４３ꎬ５.８１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自我感觉教室桌椅不舒适

的比例男生(７６.７％)高于女生(７２.３％)ꎬ 自觉桌子太

低的比例男生(２９.０％)高于女生(２３.１％) ( χ２ 值分别

为 ５.８７ꎬ９.７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

示ꎬ年级越高ꎬ日平均坐位时间越长、日平均运动时间

越短(Ｐ 值均<０.０１)ꎬ各年级间男、女比例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２.２　 高中生颈痛影响因素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近 １ 个月内有无颈痛(有颈痛 ＝ １ꎬ无颈痛 ＝ ０)为因

变量ꎬ 将性别、年级、年龄、身高、体重、体质量指数、上
学方式、近 ３ 个月内日平均坐位时间、近 ３ 个月内日平

均运动时间、近 ３ 个月内课间休息时坐位时间占比、有
无颈部外伤史、父母亲颈痛史ꎬ教室桌椅是否舒适、自
觉桌子太高、自觉桌子太低、自觉椅子太高、自觉椅子

太低、自觉椅子靠背不舒适、自觉座位空间狭窄等作

为自变量ꎬ计量变量(年龄、身高、体重、体质量指数、
近 ３ 个月内日平均坐位时间、近 ３ 个月内日平均运动

时间)直接使用ꎻ计数变量进行量化赋值:性别(０ ＝ 男

性ꎬ １ ＝女性)、年级(１ ＝高一ꎬ２ ＝高二ꎬ３ ＝高三)、上学

方式(０ ＝ 走读ꎬ１ ＝ 住校)、颈部外伤史(０ ＝ 没有ꎬ１ ＝
有)、父 / 母亲慢性颈痛史(０ ＝ 没有ꎬ１ ＝ 有)、教室桌椅

是否舒(０ ＝舒适ꎬ１ ＝ 不舒适)、自觉桌子太高 / 太低(０
＝否ꎬ１ ＝是)、自觉椅子太高 / 太低(０ ＝否ꎬ１ ＝是)、课间

休息坐位时间占比(５ ＝ >８０％ꎬ４ ＝ ６１％ ~ ８０％ꎬ３ ＝ ４１％
~ ６０％ꎬ２ ＝ ２１％ ~ ４０％ꎬ１ ＝ <２０％)ꎮ 选入变量水准 α ＝
０.０５ꎬ剔除变量水准 β ＝ ０.１ꎬ最终有 １１ 个变量有统计

学意义ꎬ其中女性、高年级、坐位时间长、课间休息时

坐位时间占比大、有颈部外伤史、父 / 母亲有慢性颈痛

史、自我感觉教室桌椅不舒适、自觉桌子太低、椅子靠

背不舒适、坐位空间狭窄等是高中学生颈痛影响因素

(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高中生颈痛相关因素的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２ ２１２)

自变量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年级 ０.２８ ０.１０ ７０.７６ ０.０１ １.３２(１.０９~ １.６１)
性别 －０.５１ ０.１３ １４.６３ ０.００ ０.６０(０.４６~ ０.７８)
坐位时间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５.７５ ０.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
课间休息 ０.１０ ０.０４ ７.３２ ０.０１ １.１０(１.０３~ １.１８)
桌椅舒适 ０.４６ ０.１２ １４.５６ ０.００ １.５８(１.２５~ ２.００)
桌子太低 ０.３２ ０.１２ ７.３１ ０.０１ １.３８(１.０９~ １.７３)
靠背不适 ０.３８ ０.１０ １３.６８ ０.００ １.４６(１.１９~ １.７８)
空间狭窄 ０.３６ ０.１０ １２.３３ ０.００ １.４３(１.１７~ １.７４)
颈伤史 １.１９ ０.３９ ９.２６ ０.００ ３.２８(１.５３~ ７.０６)
父亲颈痛史 ０.３９ ０.１７ ５.２３ ０.０２ １.４８(１.０６~ ２.０７)
母亲颈痛史 ０.６１ ０.１５ １６.５１ ０.００ １.８４(１.３７~ ２.４７)

３　 讨论

颈痛是成年人最常见的症状之一ꎬ随着生活节奏

的加快、学习负担的加重、坐位时间延长以及电子设

备的广泛使用ꎬ青少年颈痛的发病率逐年升高ꎮ 有资

料显示ꎬ１７.０％ ~ ７７.７％的青少年存在颈肩部疼痛、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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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受限等颈肩部不适症状ꎬ且发病率随年龄及年级的

增加呈递增趋势[２－７ꎬ１０－１２] ꎮ
既往对于中学生颈部健康的调查多采用时点患

病率ꎬ由于中学生颈痛大多为短暂性的ꎬ受调查时间

点的 学 习 紧 张 程 度 的 不 同 影 响 而 结 果 变 化 较

大[６ꎬ１１－１２] ꎮ 本文采用近 １ 个月的颈痛期间检出率作为

调查指标ꎬ可以减少时点调查导致的系统误差ꎬ且高

中学生能够准确地回忆 １ 个月内是否有出现颈痛的情

况ꎬ结果可信度更高ꎬ结果显示ꎬ颈痛在高中生中普

遍ꎬ女生更为常见ꎬ且患病率随年级增高而增加ꎮ
有研究认为ꎬ颈痛患病率女性高于男性[４－５ꎬ７] ꎬ但

也有研究表明无明显差异[９ꎬ１１] ꎮ 本研究结果发现ꎬ高
中女生检出率高于男生ꎬ进一步分析显示与女生日平

均坐位时间更长、日平均运动时间更短、课间休息坐

位占比更大等因素有关ꎮ 年级间的差异可能与日平

均坐位时间更长和日平均运动时间更短有关ꎮ 人体

颈痛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人口学因素、疾病因素、个
人生活习惯因素、工作相关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ꎬ个
体颈痛发生发展一般是由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导致的ꎮ
对于青少年而言ꎬ劳损、外伤和遗传是导致颈痛的得

到公认的常见原因[１３－１７] ꎮ 但对于在学生生活中导致

青少年颈痛的具体原因ꎬ 不同的研究之间存在一

些差异ꎮ
本研究表明ꎬ高中生颈痛影响因素除了性别和年

级外ꎬ还有坐位时间较长和座位不舒适、颈部外伤史

和父母亲慢性颈痛史等ꎮ 一些研究表明ꎬ长时间坐位

和坐姿不端是导致颈痛的高危因素[１ꎬ３ꎬ７－１０] ꎮ 本研究

也证实坐位时间长与高中生颈痛发生率呈高度正相

关ꎻ由于“坐姿不端正” 等的问题较为模糊且难以量

化ꎬ本研究采用了自觉桌椅是否舒适指标ꎬ易于判断

和作答ꎬ且详细分析了桌椅不舒适的具体原因ꎬ结果

显示ꎬ自我感觉教室桌椅不舒适、自觉桌子太低、椅子

靠背不舒适、坐位空间狭窄等在高中生中占比较高ꎬ
是高中生颈痛危险因素ꎮ 长时间的坐位伏案学习加

重了颈部的累积负荷ꎻ而座位方面的不舒适因素必然

引起坐姿不端正ꎬ从而导致颈椎负荷过重或不平衡ꎬ
进而加剧劳损引起颈痛ꎮ 颈部外伤可导致颈椎骨和

或软组织的结构损伤而后遗颈痛ꎮ 父母的慢性颈痛

病史作为颈痛发生的危险因素ꎬ说明高中生的颈痛与

来自父母亲的体质遗传和家庭生活习惯的养成存在

相关ꎮ
本研究提示ꎬ高中生颈痛高发ꎬ长时间坐位以及

座位不舒适ꎬ引起颈部负荷过量进而导致劳损ꎬ是引

起高中生颈痛高发的最重要的可能原因之一ꎬ女性、
高年级、有颈部外伤史及父母有慢性颈痛史的高中生

等是颈痛发生的高危人群ꎮ 为此ꎬ学校及社会要加强

对高中生颈椎保健知识的宣教ꎬ减少坐位时间ꎬ增加

课间休息时间及实施颈椎保健锻炼ꎬ提升桌椅舒适度

和扩大座位空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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