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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汉中地区农村脑卒中患者
直接经济负担的分析
龙泳

徐德忠

卢娟

目的

【摘要】

胡继新

闫永平

姜建辉

黄久仪杨军

分析汉中地区农村人口脑卒中所致直接经济负担。方法采用逐户调查的方法

对该地区脑卒中的现患患者进行走访，填写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共走访５３个自然村，涉及人口
７５

０００人，调查脑卒中现患患者１６４例。问卷主要包括住院费、住院食宿费、门诊费、门诊食宿费、上

门诊治费、长期用药费、雇佣费、丧葬费和人均收入等项目。结果汉中地区农村人口脑卒中患者年
直接经济负担的中位数为３１００元，男性和女性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各年龄组间差异也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直接经济负担的中位数在１０００元及以下的占所有患者的２９．２％；１００１～
５０００元占３６．０％；５００１～１０ ０００元占１８．３％；１０

００１～２０

０００元占９．８％；２０ ００１元以上仅占６．０％。首

发患者的年直接经济负担的中位数为５５００元，既往患者的年直接经济负担的中位数为１７００元，首发
患者的年直接经济负担显著性高于既往患者（Ｐ＜０．０１）。中年组住院费、住院食宿费和上门诊治费
显著性高于老年组（Ｐ＜０．０５）。结论汉中地区农村人口脑卒中直接经济负担是当地人均经济收入
的２．９倍。因此，脑卒中带给农村人口的直接经济负担是巨大的，应制订相应策略，降低农村人口脑卒
中的直接经济负担。
【关键词】脑卒中；农村人口；直接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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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在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同时，也给个人、

费、雇佣费和丧葬费均呈偏态分布（Ｐ＜０．０１），因此

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１＇２｜。了解脑卒中

统计量采用四分位数描述，主要用下四分位数

的直接经济损失，对国家卫生资源的宏观调控将会

（Ｘ：，）、中位数（Ｍ）、上四分位数（Ｘ，，）；统计学检验

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国是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发展

采用非参数检验中的秩和检验；人均收人为正态性

中国家，分析脑卒中对农村人口造成的直接经济负

分布，采用均数±标准差（互±ｓ）描述。所有数据用

担更具现实意义。为此我们调查了陕西省汉中地区

ＳＰＳＳ

１１．０软件处理。

农村人口部分脑卒中患者２００３年中每人的直接经

结

济负担。
对象与方法

果

本研究对１６４例脑卒中现患患者进行了入户调
查，收回有效问卷１６４份，回收率１００％。脑卒中患

１．调查对象：汉中市心血管病研究所自１９８３年

者平均年龄６７岁±１２岁，其中男性１００例，平均年

起，在国家重大项目课题的统一指导下，按照世界卫

龄６６岁±１３岁，女性６４例，平均年龄６８岁±

生组织的ＭＯＮＩＣＡ方案，在该市汉台区建立了农

１１岁。

村人口的脑卒中监测基地，有着良好的监测体系。

１．在调查的１６４例患者中，直接经济负担Ｍ≤

本研究从中选取５３个自然村为研究地点，人口共计

１０００元的有４９例，占所有患者的２９．２％；Ｍ＝

７．５万。研究对象为２００３年１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

１００１～５０００元的有５９例，占３６．０％；Ｍ＝５００１～

所有脑卒中的现患患者（包括这一期间所有新发病

１０

０００元的有３０例，占１８．３％；Ｍ＝１０

例、旧病例和死亡病例）。

２０

０００元的有１６例，占９．８％；Ｍ＞２０ ００１元的有１０

２．诊断标准：按照世界卫生组织ＭｏＮＩＣＡ方

００１～

例，仅占６．０％。

案的统一诊断标准ｂ］，即急骤发作的局灶或半球的

２．脑卒中患者年直接经济负担的Ｍ＝３１００元。

脑功能障碍，持续２４ ｈ以上（除非被外科手术或死亡

经秩和检验，男女两性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而中断），除血管性原因外无其他明显原因。包括具

０．０５）。本次调查的脑卒中患者中，有７３例是２００３

有提示为蛛网膜下腔出血、脑出血或缺血性坏死的

年的新发病例（首发患者），占总调查人数的４４．５％；

临床症状和体征的患者。排除一过性脑缺血或因血

有８９例是往年发病，２００３年内仍存活的病例（既往

液病引起的脑卒中、肿瘤性脑卒中、脑肿瘤和因外伤

患者），占总调查人数的５４．３％；另有２例发病时间

造成的继发性脑卒中。

不明。首发患者的年直接经济负担Ｍ＝５５００元，既

３．研究方法：于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６日至３月６日

往患者的年直接经济负担Ｍ＝１７００元，经秩和检

在监测现场总负责人的带领下，先与镇卫生院负责

验，两者之间差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在各项

监测的卫生专干说明工作目的及要求，初步了解情

花费中，首发患者的住院费、住院食宿费和丧葬费均

况后制订走访方案，之后在卫生专干的带领下，共同

显著性高于既往患者（Ｐ＜０．０１），其余各项费用间

向村里负责监测的卫生专员说明工作目的及要求并

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表１）。

详细了解情况，落实到户，最后逐一入户对所有脑卒

３．各年龄组的总费用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中的现患患者进行走访，填写调查问卷。期间共走

（Ｐ＞０．０５）。但其中５０～岁和６０～岁年龄组住院食

访了５３个自然村，调查脑卒中现患患者１６４例。采

宿费用显著性高于其他年龄组（Ｐ＜０．０５），５０～岁

用自行设计的调查表，问卷主要涉及住院费、住院食

和８０～岁年龄组丧葬费显著性高于其他年龄组

宿费、门诊费、门诊食宿费、上门诊治费、长期用药

（Ｐ＜０．０５）。以６５岁为界，分为中年组（＜６５岁年

费、雇佣费、丧葬费和人均收入等项目，其中住院食

龄组）和老年组（≥６５岁年龄组），各年龄组各项花

宿费和门诊食宿费包括患者本人及陪护者因看病而

费的Ｘ：，）、Ｍ和Ｘ，，见表２。经秩和检验，中年组的

产生的交通费和伙食费，雇佣费是指因雇佣陪护人

住院费、住院食宿费和上门诊治费显著性高于老年

陪护而支付的费用。

组（Ｐ＜０．０５）。

４．统计学分析：调查表回收后，在ＳＰＳＳ中建立

４．调查时当地区农村人口的人均年收入平均为

数据库，经正态性检验，问卷中涉及的住院费、住院

１０６５元±９２２元，而脑卒中患者每年直接经济负担

食宿费、门诊费、门诊食宿费、上门诊治费、长期用药

的Ｍ＝３１００元，为人均收入的２．９倍。首发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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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ｌ

汉中地区农村人口部分脑卒中首发和既往患者的各项费用（元）

直接经济负担的Ｍ为人均收入的５．２倍，既往患者
的直接经济负担的Ｍ为人均收入的１．６倍。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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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３１００兀。
本研究还显示，汉中地区农村人口首次发病的
脑卒中患者的直接经济负担为５５００元，既往患者的
直接经济负担为１７００元，首次发病的脑卒中患者的

本研究有着良好的工作基础，这一农村人口自

直接经济负担显著性高于既往患者，这与国内外的

１９８３年以来就是国家级的研究基地。采取入户的

报告均相同。Ｄｅｗｅｙ等旧１报告，在澳大利亚首次发

方式逐门逐户进行调查，本次调查的汉中地区农村

病的脑卒中患者的直接经济负担为１４ ３６１美元；

人口的人均年收入平均为１０６５元±９２２元，与相关

ＰｏｒＳｄａｌ，Ｂｏｙｓｅｎｌ９ ｏ报告在丹麦首次发病的脑卒中患

资料相符Ｈ］，而脑卒中患者的花费几乎是每个家庭

者的直接经济负担为２５ ５００美元。我国未见类似报

一年中的最大开销，也使得很多家庭因病返贫。因

告。本研究结果若与国外报告相比较，从数字上低

此，家庭的主要成员，对脑卒中所产生的花费记忆深

于国外几十倍，但本研究人群为农村人口，且这一地

刻。本次调查于２００３年２—３月间进行，上述原因

区在我国亦属贫困落后地区，脑卒中患者的直接经

使得本研究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了回忆偏倚，结果可

济负担已达人均收入的２．９倍，而澳大利亚和丹麦

靠。另外，每一户的调查均在卫生专员和卫生专干

脑卒中患者的直接经济负担均少于同年的人均收

的协同下完成，他们都与患者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村

入。有报道显示：城市人口脑卒中的直接经济负担

和镇，彼此非常熟悉，因此患者配合良好，无拒访者。

中，有８７．１％由国家报销…，而农村患者中所有负担

脑卒中直接经济负担是指为防治脑卒中的年总

几乎由患者家庭承受，很多脑卒中患者家庭因此一

费用，包括社会、家庭、个人用于脑卒中预防、诊断、

贫如洗。因此，脑卒中给农村人口造成的直接经济

治疗、康复过程中直接消耗的各种费用ｕ。。Ｙｏｕｍａｎ

负担是巨大的，我们国家应制订相应策略，降低农村

等［５ ３报告英国脑卒中患者平均每人直接经济负担为

人口脑卒中的直接经济负担。

３０６１英镑；王苏中等报告，１９８８—１９９１年北京市城

目前，在疾病经济负担的研究中，费用数据的收

市人口脑卒中患者的年平均直接经济负担为２７９１

集通常采用两种方法：一是从医疗保健机构的记录

元ｕｊ。我国报告脑卒中的住院费及医药费中，从贫

中收集有关医疗保险费用资料；二是向患者、家属、

困地区农村人口到较发达城市的人口平均每人从

单位或保险部门收集有关医疗保险费用资料。本研

４０７元不等Ｍ，引。本研究显示，２００３年

究选用的是后者，在实施过程中，收集到了较为完整

汉中地区农村人口脑卒中的直接经济负担为

的直接经济负担的资料，尤其是患者因患病而产生

１０１２．７～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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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负担，如交通费、伙食费等没有记录的支出

３陶寿淇，武阳丰．医疗卫生人员心血管病防治知识．北京：中国友

等。但仍可能存在不可避免的回忆偏倚，工作中困

谊出版公司，２０００．１６３．
４程晓明．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合作医疗的政策建议．中国卫生经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１１．

难较多，而且耗费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若采
５

取第一种方法，只能收集到住院费和医药费，虽然资

Ｐ，ＷｉｌＳ０ｎ Ｋ，Ｈａｒｒａｆ

ａ１．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ｓｔｒｏｋｅ

Ｆ，ｅ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３，２ｌ

ｉｎ

ｓｕｐｐｉ １：４３－

５０．

料十分可靠，根据本研究的结果，这种方法会漏掉大
６

部分数据，难以正确反映患者的真实负担。因此，在

Ｔｕ

Ｆ，Ｔｏｋｕｎａｇａ Ｓ，ＤｅＩｌｇ Ｚ，ｅｔ ａ１．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ｉｎ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ｏｋｅ

疾病负担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寻找出一

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ａｒｇｅｓ ｆｏｒ

Ｂｅ巧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Ｈｅａｌｔｈ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０２，５９：２４３—２５６．

７孙迎春，陈杰，荆宏伟，等．农村贫困地区脑卒中危险因素及经济

种能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简便易行、数据完整的资
料收集方法，将会为疾病经济负担的研究揭开新的

８

负担的病例对照研究．职业与健康，２００３，１９：１．４．
Ｄｅｗｅｙ ＨＭ，Ｔｈｒｉｆｔ ＡＧ，Ｍｉｈａｌｏｐｏｕｌｏｓ Ｃ， ｅｔ ａ１．Ｃｏｓｔ ｏｆ ｓｔｒｏｋ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ｆｒ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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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实验室感染肾综合征出血热４例报告
唐小云

张晓莉

宋宝辉

刘亚威

于新慧

肾综合征出血热（ＨＦＲＳ）传染源主要为野生的啮齿类动

ＨＦＲＳ研究的人员在接触疫区带病毒动物引起；另一种情况

物。但是，国内外动物实验室、动物饲养室人员感染ＨＦＲＳ

即为实验室动物自身带病毒使从事研究和饲养工作的人员

病毒的事件屡有发生。２００５年初在牡丹江地区某高校动物

感染乜］。这次ＨＦＲＳ流行即属于后一种情况。共有５人从

实验室发生４例实验动物ｗｉｓｔｅｒ大白鼠传染的ＨＦＲＳ，现报

事过动物的饲养工作，包括喂食、喂水、更换垫料，其中４人

告如下。

发病，另外１人２年前曾接种过ＨＦＲＳ疫苗，在此期间没有

从事过大白鼠饲养工作的４名工作人员在接触大白鼠后

出现任何临床症状，而进入该实验室没有密切接触的人员元

１０天左右发病。以发热、全身酸痛、疲乏无力、水肿、腰区疼

一人发病。提示本次流行是由直接接触实验室大白鼠及其

痛、尿少为主要症状，其中１人有尿血。此４名工作人员在该

分泌物、排泄物污染的物品感染的，而非经空气传播，同时也

期间均未到过疫区，没有接触过野生动物。实验室位于６楼，

说明其传染性强，发病率高，大多为显性感染。实验室大白

墙壁坚固，水泥地面，室内清洁平整，无杂物堆放，窗户设有防

鼠ＨＦＲＳ自然感染率高，携带与排出病毒的时间长，呈慢性

蚊纱窗，可以排除野生鼠感染实验室大白鼠的可能性。该４

经过。在非ＨＦＲＳ研究单位应用大鼠做实验时，缺乏必要的

例患者在当地的传染病院采肘静脉血用ＥＬＩＳＡ法检测血清

安全防护意识和措施，尤其是从专门动物饲养中心购得的动

Ⅷ７ＲＳ特异性ＩｇＭ抗体，结果均为阳性。取ｗｉｓｔｅｒ大鼠３３只，

物都有合格证，更容易使实验人员麻痹大意，疏于防范。本

用乙醚麻醉后摘除一侧眼球取血，析出血清后，用ＥＬＩＳＡ法测

次实验室感染ＨＦＲＳ又一次提醒我们在从事动物实验时一

血清｝Ⅱ淑Ｓ的特异性ＩｇＧ抗体，阳性率１００％，大鼠唧｛Ｓ检

定要注意安全防护措施，实验人员还应在进入实验室前注射

测试剂盒购自北京药检所。根据患者的病史、临床表现、流行

相关疫苗。

病学调查，尤其是实验室｜Ⅱ、ＲＳ特异性ＩｇＭ抗体的检测结果，

确诊为唧ｔｓ。感染发生后，该实验室所有的大白鼠一律经乙
醚麻醉处死，动物尸体及垫料等全部焚烧；实验室经２次甲醛
喷雾消毒后，紫外线照射１天Ｈ ｏ。
讨论：实验室人员感染大白鼠ＨＦＲＳ曾在国内外多个实
验室和动物饲养室发生过。其感染途径主要有二，一是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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