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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流行病学·
综合医院住院结核病患者特征与
治疗转归的对应分析
高晓凤

陈建

【摘要】

杨小东

目的

孙鑫

李幼平

秦雯霞

了解中国综合医院结核病住院病例的治疗效果，探索不同属性特征的结核病患

者住院期间的治疗转归。方法对南充地区综合医院２００３年结核病住院病例进行回顾性研究，采用
ｘ２检验确定对住院转归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属性变量，在此基础上，再采用对应分析方法揭示结核病
患者不同属性特征与不同住院转归之间的内在联系。结果

Ｙ２检验结果显示，住院结核病例的性

别、年龄、入院时病情、伴随病（其他疾病或并发症）及住院天数对住院转归具有统计学意义；对应分析
图进一步显示患者属性特征与住院转归的关系：（１）住院期间死亡的结核病患者与治愈、好转的结核
病例属性特征差别较大；（２）年龄在１５岁以上、入院时病情急的男性结核病患者住院期间容易出现好
转的治疗结局；（３）入院时病情一般、没有伴随病、住院时间超过８天的女性结核病例相对容易出现治
愈的结局；（４）住院治疗效果较差的结核病例在年龄＜１５岁、入院病情危重两方面表现出一定的一致
性。结论

（１）如何从病案繁杂的信息中提取出有用的信息，对应分析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２）综合

医院结核住院患者特征与住院转归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应针对不同特征的结核住院患者制定相
应的防治策略，以强化完成抗结核病治疗提高治愈率。
【关键词】结核；对应分析；综合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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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国２００３年全程督导短程化疗（ＤＯＴｓ）覆

变量的原始数据矩阵ｘ＝（ｘ）。。变成另一个矩阵

盖率已达９１％，２００５年预计可达１００％，但目前

Ｚ＝（ｚ）。。，并使Ｒ＝ｚ，Ｚ（分析变量之间关系的协方

４５％的结核病例发现率距全球目标７０％还有较大

差矩阵）与Ｑ＝ＺＺ７（分析样品之间关系的协方差矩

差距¨＇２｜。我国结核病例的发现以就诊方式为主

阵）具有相同的非零特征根，它们相应的特征向量之

（９４．３％），而就诊机构又以医院为主ｂ１。但目前我

间也有密切的关系。对协方差矩阵Ｒ、Ｑ进行因子

国的医院系统仍处于与ＮＴＰ系统分离的状态¨。，绝

分析，分别能提取两个最重要的公因子Ｒ。、Ｒ：与

大部分病例在医院诊治未向结核防治机构转诊，而

Ｑ，、Ｑ：。由于采取的是一种特殊变换方法，公因子

结核病例在医院的治疗效果又很少有文献报道，为

Ｒ，与Ｑ，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同理，Ｒ：与Ｑ：在本

此我们分析２００３年在南充地区所有综合医院治疗
的住院结核病例的住院信息，了解当地住院结核病
患者的治疗效果，并利用对应分析图来“探索”和“观
看”我国综合医院住院结核病例属性特征及其治疗
转归间的内在联系，从而确定需要采取干预措施的
优先人群，为结核病控制决策提供依据。
资料与方法
１．资料来源：采用２００３年卫生部卫生统计调查

质上也是相同的，故可用ｄｉｍｌ作为Ｒ，、Ｑ，的统一
标志；用ｄｉｍ２作为Ｒ：、Ｑ：的统一标志，于是通过
Ｒ和Ｑ的因子载荷可将样品和变量反映到同一个
直角坐标系（ｄｉｍｌ，ｄｉｍ２）中，这样便于考察变量与
样品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ｘ２检验和对应分析均

要求分类变量，本研究中将患者的年龄分为３组，住
院时间分为２组。资料分析由ＳＡＳ ８．０２软件完成，
对应分析图由ＳＰＳＳ １０．０完成。

南充地区部分资料（卫统５表）。研究对象为２００３

结

果

年１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从南充地区９所综合医院
出院的结核病例（ＩＣＤ．１０：Ａ１５～Ａ１９）。９所医院中

１．一般情况：２００３年１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从

有６所分别为该地区各县（市）人民医院，属二甲医

南充地区９所综合医院出院的结核病患者共１４２５

院。另３所位于南充市区，其中１所为三甲医院，另

例，剔除逻辑错误２例，使用１４２３例。其中肺结核

２所为二甲医院。卫统５表提供了结核病例在综合

病占７５．１％，肺外结核占２４．９％。患者平均年龄

医院住院期间的基本信息，包括年龄、性别、医疗付

（３９±１８）岁，男性占６６．６％，女性占３３．４％。平均住

款方式、人院情况、主要诊断、住院费用、伴随病（除

院时间８天（最大值３９６天）。例均住院费用１７７５

结核外的疾病或并发症）、治疗转归类型等基本信

元，其中药费８２４元，占４８．１３％，而西药费８０１元，

息，治疗转归包括治愈、好转、未愈、死亡、自动出院

占４６．２８％。１４２３份结核病例中，９８例治愈

（指患者未经医生许可私自出院）５种类别。患者人

（６．８９％），１２６５例好转（８８．９％），４６例未愈

院情况及住院治疗转归类别均由其主管医生判定。

（３．２３％），死亡５例（０．３５％），自动出院９例

伴有除结核外的其他疾病或并发症统称为伴随病。

（０．６３％）。

２．统计学分析：经正态性检验，住院费用和住院

时间均呈偏态分布，故采用中位数来描述其平均水

２．结核病患者住院转归ｘ２检验：如表１所示，
性别、年龄、入院时情况、伴随病以及住院时间对结

平。在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一系列ｘ２检验找

核病患者住院治疗转归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些属性

出对结核病患者住院转归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

变量的不同组别与住院治疗转归的不同类别构成一

（患者属性），再利用这些属性变量的不同组别（作为

个１２×５交叉表，对应分析结果见表２及图１。结核

样品）与住院转归的不同类别（作为变量）形成的交

病患者的付款方式、职业及婚姻状况对住院治疗转

叉表，进一步采用对应分析（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归无统计学意义。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方法来揭示结核病患者属性特征与住院转

３．结核病患者属性特征与住院转归对应分析结

归间的内在联系。对应分析方法可最大限度地将表

果：如表２所示，前２个特征根的累积贡献率达到

格中行和列变量不同类别间的内在关系在较低维的

８５．９０％，说明由前２个因子轴构成的二维投影图

空间以点的形式直观地表达出来＂‘７１，该方法的关键

（图１）已包含了原向量结果信息的８５。９０％（一般要

是利用一种数据变换方法¨］，使含有以个样品ｍ个

求＞８０％），损失信息量较少，反映了绝大部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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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中，圆点表示住院转归类
表１

南充地区９所综合医院１４２３例结核病患者住院转归Ｘ２检验结果
住院转归类型

属性变量
（标签）

别，方点表示属性特征类别。在
ｄｉｍｌ与ｄｉｍ２作为横轴与纵轴的直

好转
未愈
死亡
治愈
（”＝９８）（＂＝１２６５）（”＝４６）（”＝５）

自动出院
（仃＝９）

Ｐ值

ｃｒａｍｅｒ’ｓ值

角坐标系内，可以看出结核病患者
住院治疗转归与患者属性特征之
间、不同住院治疗转归之间、不同的
患者属性特征之间的关系。在图１
中，特征相似的类别会聚集到一起，
差异很大的类别会相距较远。图１
中Ｙ４（死亡）距离Ｙ１（治愈）、Ｙ２
（好转）较远，说明住院期间死亡的
结核病例与出院时治愈、好转的病
例属性特征差别较大。Ｍ（男）、Ａ２
（１５～）、Ａ３（５０～）、Ｂ２（入院病情
急）距离Ｙ２（好转）较近，说明具有
这些特征的住院患者即年龄在１５
岁以上、入院时病情急的男性患者
住院期间易于出现好转的治疗结
局；Ｆ（女）、Ｄ２（＞８天）、Ｃ０（无伴随
病）、Ｂ３（入院病情一般）距离Ｙ１

（治愈）相对较近，说明那些入院时
表２

病情一般，无伴随病、住院时间超过８天的女性结核

矩阵Ｒ的特征根及贡献率

患者相对容易出现治愈的治疗结局；Ｙ３、Ｙ４、Ｙ５与

Ａ１、Ｂ１同处第一象限，说明住院治疗效果较差（未
愈、死亡与自动出院）的病例在Ａ１（０～）、Ｂ１（入院病
情危）方面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Ａ１（０～）与Ｙ５

（自动出院）距离较近，说明年龄低于１５岁的儿童患
结核病容易出现自动出院的情况。
口属性

⑨

。治疗转归

誉

讨

论

对交叉表数据，常规的列联系数如Ｃｒａｍｅｒ’ｓ值

可以反映变量间相关的密切程度，但不能说明相关
发生在变量的哪些类别间，哪些类别间不存在相关，

Ｙｌ
Ｂ１

故很难进一步分析变量内部之间关系。想要得到这

·厄诗

＼嗟 Ｋ

．

方面的信息，只有观察交叉表变量的不同频数，依次

Ｙ３

ｏ

≮ 睨笔

对比。如果仅是两个变量，且每个变量类别较少时
常规的交叉表可表现得较为清楚，但若有多个变量

．Ｏ．３－０．２一Ｏ．１

Ｏ

Ｏ．１

０．２

Ｏ．３

Ｏ．４

Ｏ．５

Ｏ．６

Ｏ．７

Ｏ．８

０．９

ｄ矗ｎｌ

且每个变量划分又有多个类别的情况下则很难直观
地揭示出变量间的内在联系。近年来兴起的对应分

Ｙ１＝治愈，Ｙ２＝好转，Ｙ３＝未愈，Ｙ４＝死亡，Ｙ５＝自动出院，

析方法可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该方法是将Ｑ模式

Ｍ＝男，Ｆ＝女，Ａ１＝Ｏ～（岁），Ａ２＝１５～（岁），Ａ３＝５０～（岁），Ｂ１＝
入院病情危，Ｂ２＝人院病情急，Ｂ３＝人院病情一般，Ｃ０：无伴随病，

（研究样品间关系）和Ｒ模式（研究变量间关系）因

Ｃ１＝有伴随病，Ｄ１：住院天数≤８天，Ｄ２：住院天数＞８天

子分析结合起来一种统计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将数

图ｌ

结核病住院患者属性及住院转归的对应分析

据表格中的行和列变量不同分类间的内在关系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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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在较低维的空间中表示出来，为其他方法难

研究中结核病患者所属的结核类型也应是一个重要

于比拟，且变量划分的类别越多，这种方法的优势越

的属性变量，且可能是影响住院愈后一个重要因素，

明显。目前，对应分析方法正成为探索性研究的有

由于受资料所限，本次对应分析没有考虑该属性变

力工具，在地质研究和市场研究等领域得到广泛运

量。由于本研究中的死亡病例未注明死亡原因，无

用。当然，作为一种方法，对应分析也不可避免地存

法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

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它只是一种描述性的统

综合医院归口管理的成效直接影响着结核病患

计分析方法，对应分析的结果不代表因果关系。它

者的发现∽ｏ，目前我国医院系统一方面对大部分结

只是用来揭示行和列变量内部类别之间的关系而不

核病例进行诊治而转诊率很低（综合医院１２．９％，中

能用于相关关系的假设检验，故本研究在进行对应

医院１８．８％，乡镇医院１０．０％，私人诊所０％。３。），另

分析之前采用了一系列Ｙ２检验以获得对结核患者

一方面又由于多种原因难以保证患者的治疗效果。

住院转归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属性变量。其次，对应

本研究中结核病患者住院治愈率仅为６．８９％，加之

分析是一种减少维度的方法，在分析过程中，到底用

治疗转归由住院医生记录，实际治愈率可能更低。

几维进行分析需要由研究者自己决定，没有硬性的

造成住院治愈率低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可能是由于

规定。再次，在分析过程中，极端值对对应分析的结

多数结核病患者的住院时间远低于短程规则化疗所

果影响很大。

需时间（住院时间＞３个月的病例占０．７％），而住院

本项研究中Ｙ２检验和对应分析均要求分类变

费用可能又是影响住院时间最重要因素。本研究中

量，故将结核住院患者的年龄分为３组，住院时间分

约７４．５％的结核病患者为自费，其中多数可能支付

为２组。对于住院病例的年龄分组，本研究最初考

不起全程治疗的费用而在病情缓解时提前出院，大

虑采用简略寿命表的年龄分组方法，即０～、１～、

部分患者出院后仍需长时间自行服药治疗，但对出

５～、１０～、…、８０～，由于对应分析列联表中不宜出

院后的化学治疗，医院又缺乏相应的管理。由于医

现为０的单元格子，故参考文献将一些相邻年龄组

院的不转诊、不报告导致结核病防治机构又难于发

别合并成３组，即０～、１５～及５０～。同理亦将住院

现这部分患者而无法管理。缺乏他人督导管理，患

时间合并为２组，值得一提的是合并分组可能会损

者更可能出现不住院治疗中断，形成大量中断性复

失信息，理想的方法是增大例数。

治。在我国中断治疗和不规则用药是结核病治疗失

对应分析结果表明：①住院期间死亡的结核病

败的主要原因’３’１０。１…。

例与出院时治愈、好转的结核病患者属性特征差别

本研究所分析的结核住院患者中，有２７例住院

较大；②年龄在１５岁以上、入院时病情急的男性结

时间低于８天，但治疗转归记录为治愈，造成这种情

核病患者住院期间相对易于出现好转的治疗结局；

况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这部分病例入院前就已有化

③入院时病情一般、没有伴随病、同时住院时间超过

学治疗本次为诱导住院，也不排除从其他医疗机构转

８天的女性结核病患者住院期间相对容易出现治愈

入的情况，另一可能原因是住院医生记录病例时未严

的治疗结局；④年龄低于１５岁、入院病情危的结核

格区分治愈和好转，或在记录时的有意将治疗转归

病例住院期间一定程度上更有可能出现较差的治疗

“有效”记为“治愈”以提高全院的住院治愈率。

结局，提示对部分患者进行关注和密切监督的必要

由于我国目前尚缺乏了解医院门诊结核病患者

性。尽管本项研究为一种回顾性探索性研究，其中

治疗效果的有效机制，本研究仅用结核病患者的住院

的某些结论还有待进一步证实和肯定，但在目前缺

转归来反映其在综合医院住院期间的治疗效果，不代

乏相关临床试验的条件下，这些结果对于指导医生

表结核病患者最终的化疗结局。尽管如此，本研究在

的临床治疗和国家的防治策略仍有一定的借鉴意

了解我国医院结核病治疗现状和改善我国结核病控

义。如对应分析结果发现低于１５岁的儿童住院愈

制方面还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大部分患者选择

后较差，自动出院可能大（依从性差），故就医生而

到医院诊治而疗效未尽人意的情况下，基于我国综合

言，尤应加强对患儿及其家长宣传教育，以提高治疗

医院不同特征结核病患者住院期间最可能出现的治

合作率，改善治疗效果；同时就国家政策而言，应着

疗转归，应提倡针对特定人群制定相应的防治策略，

力提高农村地区及流动人口子女卡介苗接种覆盖率

如何制定一系列相应策略，强化这部分患者完成抗结

及接种质量，预防或减少儿童结核病的发生。本项

核治疗提高治愈率，将会是未来的研究重点。

·７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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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南宁市２００４年吸毒人群艾滋病综合监测结果分析
朱秋映

刘伟

郭宁贞

黄文波

梁富雄

广西自治区南宁市作为首批综合监测点之一，２００４年开

目的人数较少，如针具交换３９人、清洁针具５９人、美沙酮４４

展了针对吸毒人群的监测。监测方法按照“国家级ＨＩＶ综合

人、安全套３４人、润滑剂１１人、性病检查或治疗２２人、性病

监测点监测方案（试行）”，在监测期内，采取滚雪球的方法招

艾滋病咨询６９人、提供艾滋病性病宣传材料９４人、预防性

募监测点社区内的吸毒者共８１人进行问卷调查和标本采集，

病艾滋病的专门技能培训３５人。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５４

同时补充对市戒毒所内２０８名吸毒者的调查以尽可能获得足

名吸毒者为ＨＩｖ抗体阳性，感染率为１８，７％；梅毒检测阳性

够的样本量。ＨＩＶ感染血清学检测采用２次血清ＥＬＩＳＡ方法

２５人，阳性率为８．７％。吸毒者静脉注射毒品是感染艾滋病

（全国艾滋病检测工作规范）和梅毒血清学检测采用快速血浆

的高危险行为ｎ］。综合监测结果，吸毒者和共用针头吸毒比

反应素试验（性病实验室操作规范）；试剂使用均按说明书操

例较高，预计吸毒者中ＨＩＶ感染率有继续上升的趋势。监

作。使用ＳＰｓＳ １１．０统计软件对资料进行分析。

测结果还显示，尽管吸毒人群中多数人已经基本掌握艾滋病

结果与分析：本次共调查２８９名吸毒者，其中男性占
７２．０％，女性占１８．Ｏ％；年龄以２０～３９岁年龄段为主
（７９．６％）；未婚及同居者占７０．６％；汉族为主（６５．７％）；被调
查者多为无业青年（７０．９％）。吸毒者基本掌握艾滋病知识，
如对于“与艾滋病患者或感染者共用注射器或针具会感染艾
滋病”的问题，９１．７％人回答正确。对其他的传播途径回答
正确率约为８５％，而艾滋病预防方法知晓率较低（６５％）。吸
毒者的注射行为非常普遍，注射吸毒比例高达９０．７％，其中
６７．６％的人曾共用注射器具吸毒，最近６个月的共用率达到

相关知识，但他们当中高危注射行为和高危性行为仍然比较
严重，这与国内的一项研究结果相同旧１。知识的掌握程度与
行为改变之间并不是成正比的，虽然知晓了艾滋病的预防知
识，但是行为改变起来还是比较困难。因此要根据吸毒人群
的行为特征及具体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干预活动，以减低他
们的不安全注射行为以及促进他们在性行为中安全套的使
用率，从而减少艾滋病的流行。
（此次监测得到南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大力配合，
特此致谢）
参

６２．６％。吸毒者性行为中安全套使用率均较低，最近一次与
固定性伴、偶然性伴以及商业性伴的安全套使用率分别为
１８．３％、１８．７％和２２．２％。出现过性病相关症状的比例为
１４．９％。吸毒者接受艾滋病相关服务情况及参加过干预项

作者单位：５３００２１南宁，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考

文

献

１郑锡文．遏制艾滋病在我国经吸毒及采供血传播流行．中华流行
病学杂志，２０００，２１：６．
２明中强，梁绍玲，Ｌｏｒｒａｉｎｅ Ｙａｐ，等．广西某地吸毒人群的吸毒行为
和性行为定性研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２，２３：１１１、１１３．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１２—２２）

（本文编辑：尹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