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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浙江省部分地区中小学生伤害危险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俞敏钟节鸣

【摘要】

丛黎明

目的探索浙江省部分地区中小学生伤害的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

的方法，对４０ ６２５名中小学生伤害调查资料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单

因素分析发现伤害与性别、年龄、近视、爱好户外运动、经常骑自行车、喜欢爬高玩耍、父亲文化程度、
母亲文化程度、燃放烟花爆竹等有关；多因素分析显示：性别（０Ｒ＝０．８８）、近视（ｏＲ＝１．１１）、养猫
（０Ｒ＝１．１８）、业余爱好户外运动（０Ｒ＝１．２５）、喜欢爬高玩耍（０Ｒ＝１．１４）、家里药物农药放置不安
全（０Ｒ＝１．１１）、经常骑车（０Ｒ＝１．１３）是主要影响因素；跌伤、刀割伤、碰撞伤、动物咬伤的危险因素
基本一致。结论学生伤害由多因素作用导致，学生个人行为特征和家庭因素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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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已经成为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中小学生是
伤害的高危人群ｕ ｏ，在对浙江省中小学生伤害现况

对象与方法

调查基础上［２］，为进一步探索伤害发生的危险因素，

１．研究对象：选择浙江省２个地区、２个县作为

为开展学生伤害干预提供依据，我们利用浙江城乡

典型地区，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抽中学

４县、区中小学生伤害调查资料，进行了深入分析，

校的全部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过去一年中发生过伤

结果报道如下。

害的作为病例组，未发生伤害者作为对照组。
２．研究方法与内容：采用自我管理式问卷调查，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０９杭州，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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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内容包括伤害发生情况、学生一般情况、父母文

发生少。从年龄分布来看，以１０～１２岁组伤害发生

化程度、父亲饮酒、养猫狗、家里药物放置不安全、喜

率最高（３０．７１％），７～９岁组最低（２１．３９％）。发生

欢爬高玩耍、骑自行车等。先由项目组培训调查学

伤害的７４５４例中，发生跌伤３８６４例，刀割伤１４５４

校的保健医生和班主任老师，由班主任老师对问卷

例，碰撞伤１３６３例，动物咬伤５３２例。

进行讲解，然后发给学生问卷，由学生填写后、班主
任和保健医生检查后上交。

２．单因素非条件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对２１个变
量逐个进行单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

３．伤害分类和诊断标准：伤害分类参考ＩＣＤ一９Ｅ

示：从全部伤害看，年龄大（ＯＲ＝１．０２）、近视

编码标准，分为跌伤、碰撞伤、刀割伤、交通伤等１４

（０Ｒ＝１．１７）、爱好户外运动（０Ｒ＝１．４１）、经常骑

种，病例诊断依据王声渭…提出的标准。有下列三

自行车（０Ｒ＝１．２０）、喜欢爬高玩耍（ｏＲ＝１．２４）、

种情况之一者确定为伤害：①到医院或校医室诊治；

父亲饮酒（０Ｒ＝１．０４）是危险因素，差异有统计学

②家长或老师或自己做紧急处理；③受伤后休息半

意义；男孩（ｏＲ＝Ｏ．８２）、父亲文化程度低（ｏＲ＝

天以上。

０．８８）、母亲文化程度低（ｏＲ＝０．８８）、业余爱好看

４．统计学分析：调查表经审核合格后，采用Ｅｐｉ

书看电视（ｏＲ＝０．８２）、听说过伤害（ｏＲ＝０．７４）、

Ｉｎｆｏ ６．０４ｂ录入计算机，数据清理后，对变量进行数

不燃放烟花爆竹（０Ｒ＝０．７４）和运动时想到伤害

量化和赋值（表１）。使用ＳＴＡＴＡ ５．Ｏ软件进行单因

（ｏＲ＝０．９１）是保护因素；而养猫狗、玩耍时想到伤

素和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主效应模型拟

害、运动前做准备活动、家里药物农药放置不安全等

合采用后退法，以０Ｒ值（９５％Ｃｊ）和Ｐ值作为分析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指标。

再分析跌伤、刀割伤、碰撞伤、动物咬伤等主要

表１

中小学生伤害病例对照研究主要变量及赋值

伤害的危险因素情况，可以看出近视、业余爱好看书

赋

看电视、业余爱好户外运动、经常骑车、喜欢爬高玩

变

量

值

是否伤害

０＝对照，１＝伤害病例

性别

０＝男，１＝女

年龄（岁）

连续变量

近视

Ｏ＝否，１＝是

父亲文化程度

Ｏ＝大学以上，１＝大专，２＝中专，
３＝高中，４＝初中，５＝小学及以下

父亲饮酒

Ｏ＝不饮，１＝饮

母亲文化程度

０＝大学以上，１＝大专，２＝中专，
３＝高中，４＝初中，５＝小学及以下

业余爱好看书看电视

Ｏ否，１＝是

业余爱好户外运动

Ｏ否，１＝是

经常骑车

Ｏ＝否，１＝是

不燃放烟花爆竹

Ｏ＝否，１＝是

养猫

Ｏ＝否，１＝是

养狗

Ｏ＝否，１＝是

喜欢爬高玩耍

Ｏ＝否，１＝是

听说过意外伤害

０＝没有听说过，１＝听说过

运动时想到会发生伤害

Ｏ＝没有想到，１＝想到

运动前做准备活动

Ｏ＝否，１＝是

家里药物农药放置不安全

０＝否，１＝放在孩子容易拿到的地方

结

耍是共同的危险因素，不燃放烟花爆竹是共同的保
护因素；其他变量的情况则有所相同（表２）。
表２

浙江省部分地区中小学生伤害及主要种类伤害
单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果

１．学生伤害发生基本情况：调查４２ ０６５人，１年
内发生伤害的７４５４例，共１１ １０３例，３４ ６１１人未发

＊Ｐ＜Ｏ．０１；＃Ｐ＜Ｏ．０５；△Ｐ＜０．１０

生伤害；伤害总发生率为２６．３９％，其中男生伤害

３．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在单因素分

６２９１例，女生伤害４８１２例。跌伤的发生率最高

析基础上，筛选出Ｐ＜０．１０的变量，并加入根据伤害

（１０．５２％），依次为刀割伤（３．７１％）、碰撞伤

病因假说判断的变量，做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３．４９％）和动物咬伤（１．３０％），爆炸、烧伤、溺水等

分析，然后用后退法拟合所有伤害和４种主要伤害

·５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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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效应模型。结果显示，伤害的主要危险因素为
近视、爱好户外运动、喜欢爬高玩耍、经常骑车、家里
药物农药放置在小孩容易拿到的地方，女生较男生

·

统计学意义，而多因素分析时进入模型。
讨

论

发生伤害少；家里药物农药放置不安全，单因素分析

伤害是影响儿童健康的重要因素，从本研究资

时不显著，而多因素分析时进入主效应模型，单因素

料看，伤害的发生率和主要的伤害种类与国内同类

分析中显著的父亲和母亲文化程度、父亲饮酒等变

研究基本一致ｂ剖，说明浙江省部分地区中小学生伤

量未进入模型（表３）。

害的问题也很严重。从病因论的观点看，伤害发生

表３

浙江省部分地区中小学生伤害危险因素多因素
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主效应模型

的基本条件包括致病因子、宿主和环境三方面哺］。
引起伤害的致病因子是能量，往往通过某种作用物
来传递；宿主和环境的因素通常复杂多变，当宿主、
能量、环境共同作用，伤害就随之发生。
从本研究因素分析的结果看，男生、喜欢爬高玩
耍、经常骑自行车、喜欢户外运动、近视等是主要危
险因素，玩耍、户外活动、骑车等都是男生好动、喜欢
冒险天性的表现，近视会影响学生判断，这些行为增
加了暴露机会，发生伤害的可能性也增加，女生相对
谨慎、活动少，运动、玩耍、骑车等机会少些，因此伤
害发生的可能性较男生也少；另外，养猫、父亲饮酒、
家里药物农药放置不安全也是危险因素，养宠物会
增加学生被宠物咬伤和抓伤的机会，父亲饮酒会影
响对孩子的照看，家里药物农药放置是否安全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家庭对儿童安全的重视程度，说明家
庭因素对伤害发生有重要影响。本研究伤害主要危
险因素与国内研究报道结果非常一致ｂ。５’７。１ ０Ｉ，但本
研究的０Ｒ值与国内同类病例对照研究相比略
低。７’８｜，更接近于前瞻性研究结果¨０｜，可能与病例对
照研究病例组选择和变量定义有一定关系。
从不同种类伤害的危险因素分析，喜欢爬高玩
耍、喜欢户外运动、经常骑车是跌伤和碰撞伤的主要
危险因素，玩耍、运动等增加发生跌伤和碰撞伤可能
性；父母文化程度低是这２种常见伤害的保护因素，
与姚应水、叶冬青。列及邱厚兴等旧－研究结果相反，但
与郭书芹等∽ｏ、彭迎春等ｕ ０。的结果类似，推测是否

主要伤害的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跌伤的主要危

可能与文化程度高，工作繁忙无暇照顾孩子有关，还

险因素是爱好户外运动、喜欢爬高玩耍、经常骑车，

需进一步探讨。养猫养狗是发生动物咬伤的主要危

父亲和母亲文化程度低是保护因素；刀割伤相关因

险因素，与学生动物咬伤主要由猫和狗等宠物造成

素有性别和业余喜欢看书看电视，女孩容易发生刀

相一致，家庭养宠物增加了学生发生动物咬伤的机

割伤，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的性别成为

会；女生容易发生刀割伤，是否与女生做烧菜等家务

危险因素，这与其他伤害情况不同，说明女性发生刀

活有关，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割伤的危险性大；碰撞伤的主要危险因素是近视、喜

本研究发现，中小学生个人行为特征和家庭因

欢户外运动、经常骑车，女生、父亲和母亲文化程度

素是伤害重要危险因素。因此，从中小学生伤害预

低是保护因素；动物咬伤的主要危险因素是养猫、养

防角度看，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使他

狗，年龄大是保护因素，养猫养狗单因素分析差异无

们意识到伤害时刻存在，避免爬高玩耍，注意户外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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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安全等；对家庭来说，家长重视伤害预防，教育自

５

析．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１９９９，２０：２７—３０．

己的孩子、管好药物农药等危险物品、不养宠物也是
。

避免孩子发生伤害的重要措施，使得儿童养成良好
的安全行为，减少伤害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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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江苏省连云港市１５例儿童狂犬病发病因素分析
朱卫

陈秀丽

郑丽敏

曹延继

赵文彬

连云港市在连续９年（１９９４—２００２年）无狂犬病疫情，但

犬而伤人的５例（３３．３％），无故突然伤人的６例（４０．０％），

２００３年７月突发疫情，至２００５年５月新发狂犬病病例６２

被可疑犬咬伤的２例（患儿均进行了暴露后疫苗接种），还有

例，其中２～１４岁儿童１５例，占总病例数的２４．２％。以下对

２例不详。１５例中仅有２例因头颈部伤，且伤口深、出血多

１５例儿童狂犬病的发病主要因素进行分析。

才到医院求治，对伤口进行清洗、消毒；有９例对伤口未做任

狂犬病诊断标准按ＧＢ／７０１４一１９９７“狂犬病诊断标准及处

何处理。暴露后疫苗预防免疫的３例（３／１５），按常规免疫程

理原则”进行。１５例儿童狂犬病病例散在分布全市的４个县

序接种精制地鼠肾细胞狂犬病疫苗，但有１例在接种第３针

和１个城区中的１４个乡镇（其中１个乡发病２例），占全市

即暴露后第９天发病（短潜伏期发病），另２例分别在疫苗免

乡镇总数的１１．１％（１４／１２６），其中６个乡镇仅发现儿童病例，

疫后的第６５天、７９天，即疫苗全程免疫后的第３７天、４ｌ天

而未有成年人病例。年龄分布为２～６岁６例，７～１４岁１０

发病。１５例患者均经市（县）医院治疗无效死亡。

例，男女性别比１：１．５。１４例的暴露时间在２００３年７月至

暴露后免疫失败病例简报：［例１］２岁女童，２００４年６

２００４年６月，其中１２例患儿家长能明确被犬咬伤的具体日

月１１日被邻村一只“健康”犬咬伤上唇和上臂，由于伤口较

期，有２例只有小抓痕，伤口部位与暴露时间不确切。此１４

深、出血，在当地乡医院清洗伤口后，即到连云港市疾病预防

例患儿均在２００３年８月至２００４年８月期间发病，另有１例

控制中心（咬伤后３小时）注射人抗狂犬病毒免疫球蛋白１

是在发病前８年（１９９８年，患儿４岁时），被自家犬咬破手指

支，同时按免疫程序注射常州延申生物制药有限公司ｖｅｒｏ

（未做暴露后预防处理），以上病例暴露与发病时间基本与该

细胞人用狂犬病纯化疫苗，但未进行局部浸润注射，注射第３

市成年人狂犬病流行时间吻合。动物咬伤部位与潜伏期关

针后即第７天，发病死亡。［例２］９岁女童，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４

系的分析表明，咬伤部位越接近中枢神经部位，潜伏期越短。

日在上学路上，无故被无主人“可疑”成年犬咬伤颈部和下

４例头颈部伤口的患儿均为短潜伏期（９—２５天）发病，而伤

肢，浅表伤，伤口在家自行清洗，伤后２小时到乡医院注射大

口在下肢部位的４例患儿潜伏期在６５—１１０天，手及多处伤

连高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精制地鼠肾狂犬病疫苗，完成全程

的患儿为３３—６０天。伤人动物均为家犬，其中因嘻逗或撩惹

免疫，于暴露后第６５天疫苗全程免疫后的第３７天发病，人
住连云港市第一医院，２天后死亡。

作者单位：２２２００２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浦区卫生防疫站（朱卫、郑
丽敏、曹延继）；连云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陈秀丽、赵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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