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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广州地区１０８７名大学生咳嗽的流行病学调查
陈如冲

赖克方

【摘要】

刘春丽

罗炜

钟南山

目的调查广卅『地区大学生咳嗽的患病率及危险因素。方法采用统一的流行病学调

查表，以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广州市某高校１０９１名大学生进行面访式问卷调查，咳嗽超过８周者
进行胸部ｘ线检查。结果调查资料完整的大学生有１０８７人，男生６４８人，女生４３９人，平均年龄为
１６岁±ｌ ２５岁。咳嗽的总患病率为１０．９％，其中，男生患病率为１０ ３％，女生患病率为１１ ９％；急

２１

性咳嗽总患病率为７ ６％，其中，男生患病率为６ ９％，女生患病率为８ ７％；慢性咳嗽总患病率为
３

３％，男生患病宰为３ ４％，女生患病率为３ ２％。无论在咳嗽总患病率，还是急性咳嗽或慢性Ⅱ点嗽患

病率，男女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值均＞０．０５）。７７ ８％的慢性咳嗽患者以咳嗽为惟一或主要症

状，与急性咳嗽患者（４４．６％）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ｒ＝１１．１６６，Ｐ＜ｏ．０１）。患鼻部疾病是慢性
咳嗽患者的危险因素．３３．３％的慢性咳嗽患者患有慢性鼻部疾病。结论

咳嗽是广卅ｌ地区青年大学

生常见的症候，其患病率无性别差异。鼻部疾病是慢性咳嗽重要的危险因素。
【关键词】咳嗽；流行病学调查；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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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是呼吸系统最常见的症状。在美国咳嗽是

而且采用信访或电话形式，偏倚较大。２’“。而国内

导致患者就诊的首要原因…。目前，罔外对于咳嗽

还没有针对急性咳嗽与慢性咳嗽的流行病学方面的

的流行病学研究多为临床病因分布研究，鲜有基于

研究。为此，我们对广州市某高校大学生进行了一

社区人群的横断面研究。有部分针对呼吸系统症状

项有关咳嗽患病现况和危险因素的调查，初步探讨

的调查涉及到咳嗽的状况报道，但多为回顾性调查，

青年人群咳嗽的患病率及危险因素。

基金项目：广州市科技攻关重点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０２ｚ Ｅ００９１）
作者单位：５１０１２０．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广州吁吸疾病研
究所
通讯作者：赖克方．钟南山

对象与方法
１．对象及调查方法：在２００４年６月采用整群随
机抽样的方法，对广州市某高校在校学生进行面访

式问卷调查。调查方案和调查表格经预试验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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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

调整和修改。使用统一的调查问卷、统一标准，调查

他症状（如咽痛、发热、卡他症状等）。而７７ ８％（２８／

涉及被调查者的人口学资料、吸烟史、粉尘接触史、

３６）的慢性咳嗽者以咳嗽为主要或惟一症状，与急性

过敏史以及特殊病史（如鼻病史、胃病史等）。如调

咳嗽比较，两者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ｘ２＝１１．１６６，

查时７天内有咳嗽情况，纳入阳性病例，继续填写咳

Ｐ＝０．００１）。

嗽相关症状、就医情况及生活质量等专项问卷共３９

表１

广州地区１０８７名大学生咳嗽的患病情况

个项目。超过８周的咳嗽患者，统一前往我院进行

胸部ｘ线检查。调查人员为经过严格培训的高年
级临床医学系本科生。总调查时间在２周以内。
２诊断标准：咳嗽在３周内为急性咳嗽；咳嗽持

续３周以上为慢性咳嗽“１。鼻病史包括季节性变应
性鼻炎、全年性变应性鼻炎、全年性非变应性鼻炎、

注：括号内教姑为患霜吊（％）

血管舒缩性鼻炎、鼻息肉和副鼻窦炎等，胃病史包括

（３）急性咳嗽的危险因素分析：选用急性咳嗽组

慢性胃炎、胃溃疡、胃食管反流病等。以上病例均存

（８３例）和非咳嗽组（９６８例）作对照比较，分析急性

在相应症状，并在医院获得相关诊断。

咳嗽的危险因素。采用非条件１０９ｉｓｔｉｃ逐步回归，单

３．统计学分析：按统一数据库结构变量定义表，
将调查资料输入计算机建立数据库。用ＳＰｓｓ

ｌＯ．０

统计软件分析，患病率比较使用Ｙ２检验，危险因素
分析采用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结

果

１人口学资料：共调查在校大学生１０８７人，其

因素分析以及多因素分析后，均朱发现性别、吸烟
状况、接触史、过敏史、鼻病史、胃病史与急性咳嗽发
病有统计学的意义（尸值均＞０．０５）（表２）。
３慢性咳嗽的危险因素分析：选用标准的慢性
咳嗽组（３６例）和非咳嗽组（９６８名）作对照比较，分
析慢性咳嗽的危险因素。单因素分析以及多因素分

析后，发现鼻病史与慢性咳嗽发病相关（Ｐ＜０．０１）。

中男生６４８人，女生４３９人，平均年龄为２１ １６岁±

而性别、吸烟状况、接触史、过敏史、鼻病史、胃病史

１．２５岁。

则与慢性咳嗽的发病没有统计学意义（表３）。

２咳嗽的患病情况：

３３．３％的慢性咳嗽患者患有不同类型的慢性鼻部疾

（１）咳嗽的患病率及其性别分布：咳嗽的总患病

病，其中包括季节性变应性鼻炎、全年性变应性鼻

率为１０ ９％，男生患病率为１０ ３％，女生患病率为

炎、全年性非变应性鼻炎、血管舒缩性鼻炎、鼻息肉

１１．９％。其中，急性咳嗽总患病率为７．６％，男生患

和副鼻窦炎等。

病率为６．９％，女生患病率为８．７％；慢性咳嗽总患病

４．咳嗽持续８周以上的慢性患者就诊情况：在

率为３．３％，男生患病率为３ ４％，女生患病率为

３６例慢性咳嗽患者中，有１７例（４７．２％）的咳嗽超

３．２％。无论在咳嗽总患病率，还是急性咳嗽或慢性

过８周。其中，除了１例胸片显示双上肺不规则斑

咳嗽中，男女患病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值均＞
０

０５）（表１）。

片阴影（最终诊断为肺结核），其余１６例胸部影像学
未见异常。在这１６例慢性咳嗽患者中，有５例

（２）咳嗽的临床症状特点：４４．６％（３７／８３）的急

（３１ ３％）未曾前往医院就诊。在１１例（６８．７％）前

性咳嗽以咳嗽为主要或惟一症状，５５．４％伴随有其

往医院就诊的患者中，有４例（３６．４％）无明确诊断，

表２

广州地区１０８７名大学生急性咳嗽危险因索的单因素和多因素１０９－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变量赋值：性别：１＝男，２＝女；是否吸烟：１＝是，Ｏ＝否；接触史ｌ＝是，０＝否；过敏史：１一是，０＝否；鼻病史：１一是，０＝否；胃病史：１＝
是．０＝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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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卅ｌ地区１０８７名大学生慢性咳嗽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和多因素１０９·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刚表２

其余７例（６３ ６％）诊断为慢性支气管炎、咽喉炎及

尽管目前尚无针对急性咳嗽的病因分布研究，

扁桃体炎等。这１１例患者均使用过口服或静脉抗

但据临床经验提示急性咳嗽最常见的原因当属上呼

生素治疗。治疗后４例（３６ ４％）患者获得不同程度

吸道感染。本次调查显示，急性咳嗽中以咳嗽为主

的缓解，但其余７例（６３ ６％）无缓解。

要或惟一症状的占４４．６％，其余５５．４％伴随有其他

讨

论

咳嗽是内科门诊患者最常见的主诉之一。频繁
的咳嗽可以严重影响患者的工作、睡眠以及日常生

症状（如咽痛、发热、昔他症状等）。另外关于急性咳
嗽的危险因素的分析显示，吸烟、粉尘接触史、过敏
史、鼻病史以及胃病史等均未与发病相关。以上均
符合临床所提示。

活等，部分剧烈的咳嗽甚至可以引起气胸、咯血、尿

在慢性咳嗽的患者中，以咳嗽为主要或惟一症

失禁、晕厥等并发症。在美国，咳嗽是门诊患者就诊

状的占７７．８％，明显高于急性咳嗽患者。这提示两

的首要原因…。通常将３周以内的咳嗽称为急性咳

者的基础病因可能存在差异。总的说来，慢性咳嗽

嗽，而咳嗽持续３周以上为慢性咳嗽。本次通过面

病因则通常划为两类，一类是胸部影像学异常而可

访问卷调查，对高校大学生进行整群随机抽样，对青

以提示诊断的，例如肺炎、肺结核、肺癌等，本次调查

年人群中咳嗽状况以及危险因素有了初步的了解。

中也发现１例肺结核患者。另一类为胸部影像学正

调查发现，大学生咳嗽的患病率接近１１ Ｏ％，尤其是

常者，需要进一步诊断的患者。对于后者，常见的病

慢性咳嗽的患病率达到ｒ３．３％。这提示咳嗽在青

因为鼻后滴漏综合征、咳嗽变异型哮喘、嗜酸细胞性

年学生人群中并非罕见，特别是慢性咳嗽的患病率

支气管炎以及胃食管反流性咳嗽等。鼻后滴漏综合

高的情况应引起足够重视。由此可以推断，普通社

征指由于鼻咽部的疾病引起分泌物倒流至鼻后或喉

区人群的患病率可能比学生群体要高，因为相对而

咽部，甚至反流人声门或气管，直接或问接通过反射

言，前者要面对可能更多的职业粉尘、有害颗粒等其

性神经源性炎症刺激咳嗽感受器从而引起咳嗽。引

他危险因素的影响。另外，随着年龄增加，其慢性咳

起鼻后滴漏综合征的基础鼻部疾病包括季节性变应

嗽的发病率也可能会逐渐增高。因为慢性阻塞性肺

性鼻炎、全年性变应性鼻炎、全年性非变应性鼻炎、

疾病（ＣＯＰＤ）罹患的逐渐增多会增加慢性咳嗽的发

血管舒缩性鼻炎、鼻息肉和副鼻窦炎等。国外研究

生。研究表明，亚洲地区３０岁以上人群的ｃ０ＰＤ总

表明鼻后滴漏综合征为慢性咳嗽的最常见前３位病

体患病率为６ ３％”１，而我国粤北地区４０岁以上人

因之一”’”ｏ，近期国内研究也发现其占慢性咳嗽病

群的ｃｏＰＤ患病率达１２

０％”’。

因分布的１７．０％”“。在本次调查中，发现鼻病史为

调查发现无论是咳嗽的总患病率，还是急性咳

慢性咳嗽的可能相关的危险因素（ｏＲ值＝２．３１２），

嗽或慢性咳嗽的患病率，并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３３

但部分国内外的临床研究却显示在门诊就诊的咳嗽

病，这符合鼻后滴漏综合征在慢性咳嗽病因分布中

患者尤其是慢性咳嗽患者一般以女件居多”’。。这

的特点。而对于性别、吸烟状况、接触史、过敏史以

可能由于相对男性而言，咳嗽对生活质量造成的影

及胃病史等因素，则尚未发现与慢性咳嗽相关。这

响（躯体症状、社会心理等方面）在女性中更突出，例

可能因为大学生中的吸烟指数一般不大，还没达到

如咳嗽造成的尿失禁大多见于女性”ｏ。故女性患者

一个量效反应的界限。另外，由于生活特点，大学生

更不易耐受咳嗽，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机会可能比

一般没有职业的粉尘接触史或有害颗粒接触史，仅

男性更大。

仅生活粉尘接触史未必能够影响咳嗽的发生。

３％的慢性咳嗽患者患有不同类型的慢性鼻部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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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一起由肉毒毒素引发的食物中毒调查
郭华荣周连保
２００５年７月，酒泉市肃州区发生了一起因进食家庭自制

咽拭子涂片检查，未查出白喉杆菌．排除ｒ白喉疫情。经流

臭豆腐引发的Ａ型肉毒中毒事件。患家张某家共８ ｎ人。７

行病学调查发现，患者生活住房及厨房卫牛条件差，苍蝇较

月１３日张某之妻、儿子、儿媳相继食用自制臭豆腐，３人进食

多，死者生前均食用过臭豆腐。经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对食

５日陆续发病，病情轻重不一。但皆有视觉模糊、双眼睑下

用过的臭豆腐和死者生前血液样品进行培养、鉴定。臭豆腐

垂、头晕、咽喉痛及张口吞咽困难，双腿无力等肉毒中毒特有

检出Ａ型肉毒毒紊，其毒力为１６２０ ＭＬ酬ｇ，患者血清中亦含

症状。患者在患病期间先后在私人诊所打针服药；后又分别

２

３

ＭＬＤ／ｍｌ的肉毒毒素，至此，根据流行病学调查、临床特点

在市人民医院、第２５医院住院治疗，经临床检查：浅表淋巴

以及实验室检验结果证实本次不明原因死亡病例为食用臭

结无肿大，血常规、肝功、肾脏、胸片、心电图、Ｂ超厦ｃＴ扫描

豆腐引起的Ａ型肉毒中毒。由于肉毒中毒在本地区少见，较

检查均为正常。７月２３日患者症状加重．出现面色青紫、口

易误诊；患者多处投医，延误了诊断和采取有效治疗的时问，

唇发绀、呼吸微弱，血氧饱和度下降，呼吸衰竭、意识丧失，继

因而造成患者的死亡，死亡率为１００％。本次中毒事件提示

后心跳停止，先后于７月２５日和８月２日死亡。７月２２日

有关部门应引起重视，加强对此类中毒事件的科普宣传，以

酒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接到报告后对这起疑似白喉病例

避免费似中毒事件的再次发生。

的疫情报告展开调查，与医院临床医师会诊，采患者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

ｌｌ

２４）

（本文编辑：尹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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