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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我国结核病疫情与社会经济因素的关系
刘剑君

么鸿雁

【摘要】

刘二勇

目的分析社会经济因素和控制策略如何对中国结核病疫情产生影响及其影响程度的

大小。方法利用全国四次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数据和相应年份的社会经济发展主要指标，采
用相关分析方法分析１９７９—２０００年结核病疫情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因素和实施世界银行贷款中国结
核病控制项目（卫Ｖ项目）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结核病涂阳患病率与农村人均纯收入、居民消费
水平、人均ＧＤＰ、人口密度呈负相关，而与农村人口比例呈正相关，且均为中等程度相关；卫Ｖ项目地
区和非项目地区的人均ＧＤＰ增长幅度相似（分别为７７．２％和７７．８％），但肺结核涂阳患病率的下降幅
度相差较大（分别为４４．４％和１２．３％）；在西部地区中，卫Ｖ项目地区和非项目地区人均ＧＤＰ在１０年
间增长幅度分别为７４．５％和６７．５％，年递增率分别为１４．７％和１１．９％，而患病率的变化却呈相反的趋
势，项目地区呈下降趋势，非项目地区却为增长趋势。结论社会经济因素，对于结核病患病率具有
一定的影响；但结核病控制项目的实施，对于降低结核病患病率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结核病；疫情；社会经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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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不仅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且还是一个

与社会经济因素和实施世界银行贷款中国结核病控

比较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我们通过对全国四次结

制项目（卫Ｖ项目）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分析社

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数据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指

会经济因素和控制策略如何对疫情产生影响以及影

标的描述，分析１９７９—２０００年结核病疫情的变化

响的程度，以便为我国结核病的预防控制工作提供
一定的依据和参考。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５０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预防控
制中心

‘１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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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阳患病率与社会经济指标的相关分析情况见表２。
可见，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卫Ｖ项目地区和非项目地区的

１．资料来源：结核患病率指标（涂阳患病率）来

人均ＧＤＰ均为增长态势，且增长幅度相似（分别为

源于全国１９７９、１９８４／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和２０００年的四次

７７．２％和７７．８％），肺结核涂阳患病率也都有所下

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资料。主要社会经济指标

降，但下降幅度相差较大（分别为４４．４％和１２．３％）。

来源于相应年代的《中国统计年鉴》和全国３１个省、

表１

我国１９７９、１９８４／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肺结核涂阳患病率与

自治区、直辖市２０００年的统计年鉴¨４１。

社会经济指标的相关分析（相关系数）

２．分析方法：
（１）对１９７９、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和１９９０年的全国３１个

省份的涂阳患病率与社会经济指标，包括农村人均
纯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水平、人均

ＧＤＰ、人口密度、农村人口比例、每千人床位以及每
千人医生数等进行相关分析，筛选出具有统计学意
义的社会经济指标。各指标均以省为单位进行统
计。文中所采用的患病率均为标化患病率。

＊Ｐ＜０．０５；＃Ｐ＜Ｏ．０１；一数据空缺

（２）依据１９９０年和２０００年流行病学抽样调查

表２

的资料，结合相应年代的主要社会经济指标，分析不

我国卫Ｖ项目、非项目地区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

肺结核涂阳患病率和人均ＧＤＰ的变化情况

同时期、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对结核
病疫情的影响。

（３）项目地区是指自１９９２年起开展卫Ｖ项目的
１３个省份。项目地区涵盖了具有不同的经济发展
水平的省份，包括河北、湖北、湖南、辽宁、黑龙江、新
３．结核病高发的我国西部１９９０年和２０００年卫

疆、宁夏、甘肃、山东、广东、海南、四川、重庆。
（４）患病率调查抽样方法按照全国四次结核病

Ｖ项目地区和非项目地区涂阳患病率和人均ＧＤＰ

流行病学抽样调查方法，均为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

及其变化趋势见表３。可见，在西部地区中，卫Ｖ项

法，全国为等比例抽样。

目地区和非项目地区人均ＧＤＰ在１０年间增长幅度

分别为７４．５％和６７．５％，年递增率分别为１４．７％和
结

果

１．１９７９、１９８４／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肺结核涂阳患病率
与相应年份社会经济指标的相关分析情况见表ｌ。
可见，１９７９年肺结核涂阳患病率与人均ＧＤＰ、农村

１１．９％，而患病率的变化却呈相反的趋势，即项目地

区呈下降趋势，而非项目地区却为增长趋势。
表３

我国西部地区卫Ｖ项目、非项目地区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
涂阳患病率和人均ＧＤＰ的变化情况

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水平、
每千人床位数和每千人医生数的相关关系均无显著
性意义；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患病率与人均ＧＤＰ、农村人口

比例和每千人医生数有显著相关关系，而与农村人
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水平、人

口密度、每千人床位数无显著相关关系；１９９０年肺

讨

论

结核涂阳患病率与农村人均纯收入、居民消费水平、

１．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对结核病患病率具

人均ＧＤＰ、人口密度和农村人口比例的相关均具显

有不同的影响。从全国四次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

著性意义，其中，与农村人均纯收入、居民消费水平、

查资料中的结核病患病率与各年份社会经济指标的

人均ＧＤＰ、人口密度呈负相关，而与农村人口比例

相关分析可以看出，１９７９—２０００年我国结核病患病

呈正相关，且均为中等程度相关。

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

２．卫Ｖ项目实施与非项目实施地区的肺结核涂

时候，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结核病患病率没有相关

。１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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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也就是说，当社会经济发展处于相对较低水平

３．客观认识社会经济因素对结核病控制所发挥

时（例如１９７９年），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易对结核病

的作用，更加重视经济落后地区控制结核病项目的

患病率的下降产生影响。而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发

实施。从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０年卫Ｖ项目地区和非项目

展到一定程度时（例如１９８４年以后），社会经济指标

地区结核病患病率与社会经济指标的相关分析中发

对结核患病率的影响才日渐显露，表现出一定的相

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虽然与结核病患病率具有中

关性。这就意味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实力

等程度的负相关性，但在人均ＧＤＰ增长相似的情况

的增强，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社会才有条件加强健

下，结核病疫情的下降，主要还是依靠项目的实施来

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大众才有可能关注自身健

实现的。这就提示我们，在控制结核病疫情所采取

康，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才有可能影响传染性疾病的

的措施中，虽然要关注和体现社会经济因素对结核

传播和蔓延。

病控制所发挥的重要和独特的作用，但还应该认识

２．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因素对结核病疫情的影响

到有针对性的控制结核病项目的实施，对于有效降

及其与结核病控制的实际相结合。通过对全国四次

低结核病患病率的关键性作用。应该看到社会经济

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资料中的结核病患病率与

因素对结核病控制是通过各种复杂的机制共同作用

各年份社会经济指标的相关分析发现，涂阳患病率

的结果，而要有效控制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和蔓延，迅

与人均ＧＤＰ、农村人均纯收入、居民消费水平、人口

速降低结核病患病率，仅仅依靠社会控制措施是不

密度和农村人口比例等社会经济因素具有相关关

够的，还要有针对性地实施结核病的控制项目。

系，其相关均具显著性意义。其中，与农村人均纯收

对我国西部结核病高发地区卫Ｖ项目和非项目

入、居民消费水平、人均ＧＤＰ和人口密度呈负相关，

地区人均ＧＤＰ在１０年间增长幅度及结核病患病率

而与农村人口比例呈正相关，且均为中等程度相关。

的变化分析发现，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

这就提示我们，要有效降低结核病患病率，必须综合

情况下，项目实施对涂阳患病率的影响具有决定性

考虑其社会经济因素，特别是在发现与结核病患病

的作用。这就提示我们，在经济落后地区的结核病

率有关的诸多社会经济因素中，要进一步分析其影

控制工作中，应该明确当其社会经济发展处于相对

响或制约结核病患病率的机制和原因，以便在现代

较低水平时，对结核病患病率的下降不易产生实际

社会中采取社会综合措施，突出重点，有效降低结核

的影响，应该明确控制结核病项目在有效降低结核

病患病率。例如，人口密度与结核病患病率呈负相

病患病率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加重视这些地区的结

关的问题，就应该认真而又科学地分析其原因。既

核病控制工作，更加重视控制结核病项目的实施。

可能是由于各社会经济指标之间的混杂作用，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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