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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与方法·
中国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病率调查方法的
研究设计
刘升明

周玉民

【摘要】

吕嘉春

郑劲平

钟南山

冉丕鑫

目的探讨与国际接轨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ＣＯＰＤ）患病率调查方法，以获取中国准确

的ＣＯＰＤ流行病学资料。方法

为全国７个省／市的ｃＯＰＤ横断面调查。在中国７个地区（北京、上

海、广东、辽宁、天津、重庆和陕西），采用多阶段分层（城乡）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分别抽取一个农村和
一个城市调查点，最小的整群抽样单位为村和居委会，其中所有户籍登记４０岁及以上居民均进行问
卷调查和肺功能检测，问卷调查表参照ＣＯＰＤ疾病负担研究（ＢＯＬＤ）制定而成，主要包括ＣＯＰＤ可能
相关的危险因素、临床症状、生存质量评估、诊断及防治状况等。对肺功能ＦＥＶｌ／ＦＶＣ＜７０％者，进行
支气管扩张试验、体格检查、ｘ线胸片和心电图检测。以支气管扩张试验后ＦＥＶｌ／ＦＶＣ＜７０％作为诊
断ＣＯＰＤ的标准。结果所有调查点都按统一标准和要求完成了流行病学调查，调查结果符合质量
控制的要求，各协作中心的肺功能合格率都在８５．０％以上，问卷合格率都在９５．Ｏ％以上。总体资料合
格（包括问卷和肺功能都合格）率为９５．２％，总体有效应答率为７９．０％。结论该方案是与国际接轨
的ＣＯＰＤ流行病调查方法，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肺疾病，慢性阻塞性；流行病学；方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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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２０年里，发达国家的冠心病、脑中风

和其他心血管病的死亡率下降了２０％～６０％，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ＣＯＰＤ）却同期增长７０％，已成为美
基金项目：国家“十五”攻关资助项目［２００１ＢＡ７０３８０３（Ａ）］，广
东省“十五”重点支持项目（Ｂ３０３０１）
作者单位：５１０１２０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
所（周玉民、郑劲平、钟南山、冉丕鑫）；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科

国的第四大死因。有报告估计我国３０岁以上人群
ＣｏＰＤ总体患病率为６．２％…，呼吸疾病（主要为

ＣｏＰＤ）是我国农村地区首位、城市第四位死因。

（刘升明）；广州医学院基础学院预防医学系（吕嘉春）

ＣＯＰＤ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的劳动能力和生活质量，

通讯作者：冉丕鑫，Ｅｍａｉｌ：ｐｘｒａｎ＠ｇｚｈｍｃ．ｅｄｕ．ｃｎ

还造成大量医药浪费。２０００年美国ＣＯＰＤ直接医

主堡煎塑疸堂鲞查！！！！堡！旦箜；！鲞箜！塑

垦ｂ也』垦Ｂｉ！！里ｉ！！！曼望！！里！竺！！！！！！！！：；！！堕！．！

疗费用超过１４０亿美元，间接费用超过９２亿美元；

在下列条件下检测出ＣＯＰＤ和吸烟与ＣＯＰＤ的联

我国ＣｏＰＤ患者的年住院费用估计高达２４．５亿元

系所需的样本量［可信度（１一ａ）为９５％，功效

人民币，ｗＨＯ评估ＣＯＰＤ是我国第一位的疾病负

（１一Ｇ）为８０％，吸烟率为３０％，ｏＲ值为２．０，应答

担。然而，由于采用的流行病学方法和诊断标准存

率为８０％］。

在很大差异，各国的ＣＯＰＤ流行病学资料缺乏可比

全国统一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

性。同一项ＣＯＰＤ流行病学调查资料，若分别按美

首先，全国按地理位置选取华南（广东省）、华北和东

国胸科学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ＴＳ）、欧洲

北（北京市、天津市和辽宁省）、华东（上海市）、西北

Ｓｏｃｉｅｔｙ，ＥＲＳ）、全球

（陕西省）和西南（重庆市）７个协作中心，然后在每

呼吸学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ＣｏＰＤ防治创议（Ｇ１０ｂａｌ

ｆｏｒ

Ｃｈｒｏｎｉｃ

个协作中心内，按农村和城市分层，按市一县／区一镇／

ｄｉｓｅａｓｅ，ＧＯＬＤ）对ＣＯＰＤ的诊断标

街道分阶段随机抽取一个农村镇和一个城市街道作

准进行分析，成人ＣＯＰＤ的患病率分别为２．９％、

为调查点，最后分别在镇和街道整群随机抽取自然

１４．３％和１３．９％旧Ｊ。因此，ＧｏＬＤ委员会建议全球

村和居委会，各地整群抽取的自然村和居委会的数

采用统一标准进行ＣＯＰＤ流行病学研究。本研究

目的随其人口数的多少而定，以满足最少样本量的

方案参照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的ＣＯＰＤ疾病负担

要求为准。各阶段整群随机都采用样本单位编码后

研究（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ｌｕｎｇ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ＢｏＬＤ）项

电脑随机抽取。村和居委会内户籍登记４０岁及以

目组的研究方法，结合我国国情而制定，在全国７个

上的常住人口均入选。

协作中心（北京、上海、广东、辽宁、天津、重庆和陕

５．调查表的设计：

西）进行ＣｏＰＤ流行病学调查，以获取中国准确的

（１）设计方法：参考ＢＯＬＤ、ＡＴｓｂｊ、欧洲社区呼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Ｌｕｎｇ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ＣｏＰＤ流行病学资料。
基本原理

吸健康报告、ＬＨＳ（Ｌｕ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ｕｄ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ｉｒｅ）‘４。、ＳＦ一１２”。等研究的调查表，结合我国
既往研究的资料制定初表，然后邀请呼吸科和流行

１．研究的计划和程序：明确研究目的、内容和方

病学专家、社区基层医务人员、社区４０岁以上人员

法；确定观察指标、样本量和抽样方法；选择测量仪

（按健康状况、性别、教育程度和经济状况选取）进行

器、问卷设计、人财物的准备、人员培训和社区的宣

讨论后定稿，并进行文化调适，以保证适合我国的文

传动员；进行预调查、正式调查和资料计算机录入、

化背景和目标人群。表格的条目，绝大部分采用两

统计分析与整理成文。

分类条目，结合小部分累积性条目和描述性条目。

２．研究对象和方法：研究对象为４０岁以上的人

表格正式印刷前先进行预调查，进行修订和改进。

群，４０岁以下的人群不在研究之列，临时外出或住

（２）设计内容：包括人口学资料、呼吸道症状、呼

院患者则另约时间进行调查。每个省／市（协作中

吸道疾病诊断及管理、主要危险因素和目前暴露状

心）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法进行横断面调

况、营养状况、既往患病史、呼吸疾病对经济、工作和

查，对入选者进行问卷和肺功能检查，对扩张前气流

活动的影响及生活质量等１２个问题模块（表１）。

受限的病例，进＿步进行肺功能扩张试验、体检、Ｘ

６．肺功能检测：测试前记录安全性问题。近２

线胸片和心电图等检查，并现场进行问卷和肺功能

个月有胸腹部手术、心肌梗死、眼科手术或因心脏病

质量控制。

住院不参加测试。试验前３周感冒和１ ｈ内吸烟、剧

３．观察指标：包括患病率、危险因素、疾病负担。

烈活动以及２４ ｈ使用过药物者，再在不存在上述情

４．抽样的策略和样本量：样本量的确定是根据

况时进行测试或记录。同时也应该记录与完成呼吸

我国３０岁以上的ＣＯＰＤ估计患病率约为６．２％左

动作能力有关的情况（驼背、假牙、残肢等）。

右，容许误差约为２％，按ａ＝０．０５，功效（１一Ｇ）为

统一采用ＭｉｃｒｏＬ００ｐ（Ｍｉｃｒｏ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８０％，计算样本人数，并考虑２０％样本损失，及整群

Ｒｏｃｈｅｓｔｅｒ，Ｅｎｇｌａｎｄ）肺功能仪进行肺功能检查。扩

随机抽样误差大于简单随机抽样而增加５０％的样

张试验在经储雾罐吸人沙丁胺醇２００肛ｇ

本量，确定每个调查点的横断面调查样本量约为

进行。严格按美国胸科协会（ＡＴＳ）质控标准¨］，扩

１４５０人，这样每个省／市（协作中心）的两个流行病

张前后各最多８次，最少需获得２次ＡＴＳ能接受的

学调查点可获得１８８例ＣｏＰＤ患者，同时也能满足

肺功能曲线，且最大最好的２次的ＦＥＶｌ和ＦＶＣ变

１５

ｍｉ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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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我国ＣＯＰＤ流行病调查表的问题模块和包含内容

异＜０．２ Ｌ，当ＦＶＣ＜１ Ｌ时，最大最好的２次ＦＥＶｌ

人群的性别和年龄等主要特征的差异。对危险因素

Ｌｏ７Ｉ。并根据质控标准划分质控

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并计算其

和ＦＶＣ变异＜０．１

等级（Ａ～Ｆ）旧１，只有Ａ、Ｂ和Ｃ三级的肺功能才符

ｏＲ值及９５％可信区间。

合分析要求。令所有实验者取坐位，夹鼻，使用一次

１０．质量控制：

性咬嘴。每天试验前统一采用３ Ｌ的校标筒进行肺

（１）所有调查点都统一仪器（肺功能仪、校标仪、

功能仪器校标。要求校标的房间无风，且误差在±

身高体重测量器）、方法和标准，统一印制宣传手册、

３％以内。ＦＥＶｌ预计值采用ＥＣＣＳ９３的预计值乘

操作规范指南。

以修正系数０．９５（女性乘０．９３）。９１。对不能完成肺功

（２）对调查员和肺功能测试员统一培训，进行预

能者要说明原因并分类记录。身高体重连续测量两

调查，所有调查员和肺功能检测员必须完成１０个合

次，取平均值。

格的测试，才能参加正式的流行病学调查。所有操

７．ＣＯＰＤ诊断标准：以支气管扩张试验后

作（问卷、检测肺功能、审核修改等）都要签名确定。

ＦＥｖｌ／ＦＶＣ＜０．７０为ＣｏＰＤ的诊断标准。扩张试验

每个调查点每天都要有肺功能专家对肺功能检查结

ｍｉｎ后检测肺功

果进行检查，各个协作中心并在开始的１周内，将开

阳性标准：吸人沙丁胺醇２００肚ｇ

１５

能，ＦＥＶｌ较基线增加１５％以上且绝对值增加０．２

Ｌ

以上。
８．组织和协调工作：该研究由呼吸专科医生、肺

功能测试员、流行病学和统计学专业人员、地方卫生

始肺功能数据和问卷数据传输到中心站点检查，检
查结果及时反馈回各协作中心。肺功能资料的诊断

至少由两位肺功能专家分别审核共同确定诊断。所
有肺功能结果全部记录，不能进行删改。

和行政机构工作人员组成的指导、设计和执行三个

（３）各个协作中心项目负责人负责组织、督导调

小组共同组织和实施。广州医学院广州呼吸疾病研

查全过程并进行全程质控，另设专人现场对每份调

究所负责全面协调、培训和质控工作。每个协作中

查表和肺功能进行质控检查。

心都成立工作小组，包括研究负责者、当地协调员、

（４）要求应答率尽可能高，尽可能说明没有应答

专门的调查员、肺功能检测员、人体测量员和质量监

的原因，并尽可能完成简化问卷表（包括性别、年龄、

察员，并统一通过培训。地方卫生和行政机构工作

吸烟状况、呼吸疾病史）。

人员参与协调和布置工作，按计划分批次组织居民
集中进行调查。

９．统计学方法：
（１）资料的收集与整理：编制统一的数据库，双
人输入，自动逻辑检错。

（２）统计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０．０统计软件包，对应

１１．知情同意：整个试验获得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每个调查的每个参与者皆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和获得
检查结果。ＣＯＰＤ患者免费进行疾病的防治指导，部

分地区的群众、高危人群和㈣患者进入００ＰＤ的
干预研究和部分患者获得免费的药物治疗。
实例分析

答率、资料合格率、患病率、危险因素和疾病负担等
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比较应答人群与总体和拒答

１．调查完成情况：广州市调查点最先启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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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９～１２月完成，其次为广东省农村调查点在

以下的人群ＣＯＰＤ的患病率很低¨引，这样可以节约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３年３月完成，除重庆市农村地

人力物力，集中有限资源，突出重点。以往我国北部

区因存在实际困难未完成外，全国其他各点的流行

及中部地区农村１５岁以上人群进行过ＣｏＰＤ的患

病学调查在２００５年６月份以前都完成了数据库的

病率调查，但该项研究只是对有咳嗽、咳痰等症状者

输入和整理核对。

和吸烟者做肺功能检查ｕ１｜，因而漏诊了临床一些无

２．应答情况：全国应调查２５ ６２７人，实际调查
２１

２７０人，全国有效（即资料完整且肺功能检查质控

症状ＣＯＰＤ患者。本研究对所有抽样的４０岁以上

的人群都进行肺功能检查，有效地防止了漏诊。

合格）调查人数为２０ ２４５人（男性８７０５人，女性为

以前常见的ＣＯＰＤ流行病学调查诊断标准有

５４０人，男女比例为０．７５：１），资料总体合格率为

问卷调查、症状诊断、肺功能诊断和自我报告的既往

９５．２％，总体有效应答率为７９．０％。有效应答率男

医生诊断。本研究以扩张后ＦＥＶｌ／ＦＶＣ＜０．７０作为

性较女性低（６８．２％邯．８９．８％），城市比农村低

ＣＯＰＤ的诊断标准，客观便于操作；敏感性高，易于

（７５．４％刁５．８３．６％），年老人应答率较年轻者高

早期发现和诊断ＣＯＰＤ，便于早期干预。此外，该诊

（８６．６％邯．７４．７％）。由于无法联络，只能获得部

断标准便于在缺少当地正常人的预计值的地区进

分拒答人群的吸烟状况。其中广东地区的应答人群

行。对扩张试验后ＦＥｖｌ／ＦＶＣ＜０．７０者，本研究增

现吸烟比例比拒答人群低，但按性别分层后，显示应

加了ｘ线胸片和心电图的检查，以排除和评估肺结

答男性与拒答男性、应答女性和拒答女性的现吸烟

核及支气管扩张症等已知的气流受限性疾病，因为

特征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没有应答的原因为：迁

发展中国家卫生资源相对落后，上述疾病容易漏诊。

往外地失去联络、死亡、刑期、长期外出务工和拒

本研究还采用扩张后肺功能，与扩张前肺功能相比，

绝等。

可以有效避免季节气候等对气道阻塞的影响，并可

１１

３．肺功能合格率：７个地区１３个调查点的肺功

了解气道的可逆性程度。与ＢｏＬＤ相比，本研究只

能合格率都在８５．０％以上，排除因医学原因被排除

对扩张试验前ＦＥｖｌ／ＦｖＣ＜０．７０者而不是对所有人

或不能合作的调查者，总体合格率为９７．５％，肺功能

群进行扩张试验，这大大节约了资源。尽管有专家

不合格的主要原因为被调查者不理解指导说明、拒

认为这样可能漏诊极少部分扩张试验后ＦＥＶｌ／

绝等。

ＦｖＣ＜０．７而扩张试验前ＦＥＶｌ／ＦＶＣ＞０．７患者，但

４．问卷的合格率：各个协作中心问卷基本合格

这一说法尚存在较大争议。为减少这一可能的情

率（无漏填、无误填、更改部分有签名确认）都在

况，建议对扩张试验前ＦＥＶｌ／ＦＶＣ＜０．７５人群做扩

９５．０％以上。预试验时，随机选取１０名人选者间隔

张试验。

２周后由２名医生再进行一次简单的问卷，进行一

与ＢＯＬＤ的按性别、年龄分层随机抽样相比，

致性检验，发现患者对条目“您经常咳嗽吗？”不一致

本研究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有利于

比较高，于是更正为“未感冒时经常咳嗽吗？”，并对

随后进行的干预研究，且容易操作执行。但其需要

经常定义为“一天咳嗽４～６次、一周咳嗽４天以

的样本量大，且容易出现因为相同职业、家庭和经济

上”。此外，在时间上存在回忆偏倚，例如“您家有多

条件而群居，导致其代表性较简单随机抽样差。为

少年是使用柴草作为燃料烹饪？”的误差范围在５年

确保适合进行危险因素的进一步分析，特殊样本人

以内。

群（如父母或兄弟同时人选）则需要标记。
讨

论

从调查的内容来看，本研究涉及的内容广泛全
面，包括了研究较多的吸烟与否、吸烟指数、吸烟年

该ＣｏＰＤ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参照ＢｏＬＤ等研

龄、吸烟种类、戒烟情况；也包括了我国研究较少的

究方法，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而制定，有关协作中心

生活烹饪习惯（包括生物燃料、室内外空气污染）、被

的项目负责人和主要骨干参与了ＢＯＬＤ项目组在

动吸烟、儿童时期呼吸道感染、职业粉尘暴露史、社

广州市进行的亚太地区预试验的培训与流行病学调

会经济地位和遗传易感性等可能的ＣＯＰＤ危险因

查工作，对整个研究方法的科学、严谨、国际化起到

素ｎ２‘１ ６Ｉ；还包括了与ＣＯＰＤ的关系密切的哮喘症

极大的促进作用。

状、哮喘家族史和病史，以及支气管扩张症和肺切除

本项研究对象为４０岁以上的人群，因为４０岁

等手术病史。本研究同时也是为干预收集基线资

·８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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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通过居委动员等措施提高居民的应答率。

总之，该ＣｏＰＤ流行病学调查方案，从设计和
实施的结果来看，都是比较科学和可行的，集横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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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学资料，同时也提高了广大民众和基层医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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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ＣＯＰＤ的认识，巩固了全国各协作中心的科研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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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青海高原西藏山羊自然感染鼠疫
于守鸿

焦巴太

莫清云

魏建斌

沈洪斌

吴树生

郭文涛

罗玉丽

２００５年８月在青海省玉树州玉树县南果青地区，发现一

体最高滴度１：１０ ２４０），阳性率２５％；藏系绵羊血清１０７３份

牧民家中在剥取自家不明原因发病死亡的山羊，经剖检取

（阳性６６份，最高滴度１：６４０），阳性率６．１５％；喜马拉雅旱獭

材，细菌学检验分离到鼠疫菌，首次证实青藏高原西藏山羊

阳性１份，牧犬阳性８份，证实了南果青地区动物、畜间鼠疫

自然感染鼠疫。

流行猛烈。

南果青地区位于青海省玉树州玉树县结古镇西南方，南

国内外先后报道过藏系绵羊、半细毛改良绵羊能自然感

与玉树县巴塘乡毗邻，西北与该县隆宝镇接壤，东南与结古

染鼠疫。此次判定的青海高原西藏山羊自然感染鼠疫尚属

镇加杰坡地区相邻。海拔４１００～４５００ ｍ。该地区７月上旬

首次。西藏山羊为国家级畜禽资源保护品种，是重点保护品

细菌学证实喜马拉雅旱獭鼠疫流行，并波及到畜问。对自毙

种之一，主要产于西藏、青海、四川、甘肃部分地区。

动物剖检取材进行细菌学检验，先后分离到鼠疫菌，其中山

判定青海高原西藏山羊能自然感染鼠疫，给青海省的鼠

羊１株菌，藏系绵羊２株，旱獭７株。对流行地区２户牧家

疫自然疫源地的结构增添了新的内容。西藏山羊与人类的

１０９３只羊采样，经血清学检验：西藏山羊２０份（阳性５份，抗

生产、生活和经济密切相关，此次畜问鼠疫发生地距该州府
所在地仅２３ ｋｍ，交通方便，人员流动大，如何防治羊鼠疫为

作者单位：８１１６０２西宁，青海省地方病预防控制所（于守鸿、焦
巴太、郭文涛、罗玉丽）；青海省玉树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莫清云、魏

建斌、沈洪斌、吴树生）

今后的工作带来了新课题。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６—０２）

（本文编辑：张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