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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流行病学·
广西南宁市壮族人群类风湿关节炎的
流行病学调查
曾宪国

陈波

【摘要】

曾方

侯超志

何秋

黄璐

吴健伟

陈启泉

目的了解广西南宁市壮族人群类风湿关节炎（ＲＡ）的患病情况。方法

采用整群抽

样方法对７４０７名≥１６岁壮族人群进行病史询问，由风湿病专科医师对询问阳性者进行体格检查；对
疑似ＲＡ病例，行血清类风湿因子定量检测和双手Ｘ线摄片，并将其结果与６８２６名当地的汉族人群
作比较。结果广西南宁市壮族人群ＲＡ患病率为Ｏ．２７％，而当地的汉族人群患病率为０．２８％（Ｐ＞

Ｏ．０５）；壮族和汉族人群的ＲＡ知晓率分别为５．０％和１０．５％（Ｐ＞０．０５），治疗率分别为０％和５．２５％。
结论广西南宁市壮族人群ＲＡ患病率与汉族人群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对ＲＡ的知晓率、治疗率
较低。

【关键词】类风湿关节炎；患病率；壮族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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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湿关节炎（ＲＡ）是一常见的以慢性、对称

行了南宁市壮族人群ＲＡ患病率的流行病学调查。

性、侵蚀性关节炎为主要表现的全身性自身免疫性

对象与方法

疾病。据文献报道，ＲＡ的患病率与种族、环境等多
种因素相关，有黑种人高于白种人、欧美人高于日本

１．对象：从南宁市６县６区各抽取一个壮族人

人的倾向。国内已有学者进行感染、种族等方面的

口≥８０％乡镇，并从中随机整群抽取４０个自然屯

研究，但尚无重大突破，汕头、北京、上海等少数地区

（村）、社区，以年龄≥１６岁的壮族居民为调查对象，

进行了ＲＡ的患病率调查，报告结果也不近相同。

共调查了７４０７人，其中男性３７９５名，女性３６１２名；

广西作为壮族人群的主要聚居区，但在门诊日常工

同时采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６８２６名汉族居民作对

作中，接诊的壮族与汉族患者比例偏低（约１：５），且

照，其中男性３７０２名，女性３１２４名。本次调查的应

目前尚无壮族居民ＲＡ患病率的报道。因此我们进

答率为９８．５％。
２．方法：由南宁市第八人民医院的护士、实习医

基金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资助项目（ｚ２００６２６７）
作者单位：５３０００１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第八人民医院内科

师、预防保健人员、住院医师、风湿病专科医师和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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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科医师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培训。根据美国风

表１。７４０７名壮族人群，发现ＲＡ患者２０例，患病

湿病学会（ＡＲＡ）１９８７年修订的ＲＡ诊断标准，参考

率为０．２７％。其中男性５例，患病率为０．１３％；女性

ＷＨＯ社区性控制风湿性疾病研究（ＣＯＰＣＯＲＤ）中

１５例，患病率为０．４２％；男女患病率之比约为１：３。

用过的提问，印制了统一的调查表，按ＷＨＯ社区控

６８２６名汉族人群，发现ＲＡ患者１９例，患病率为

制风湿病规划调查程序进行调查。第１、２阶段询问

０．２８％。其中男性５例，患病率为０．１４％；女性１４

过筛，由调查人员上门调查，对调查对象逐人按调查

例，患病率为０．４５％；男女患病率之比为１：３。多数

表内容进行询问、记录；第３阶段由风湿病专科医师

患者在青、中年起病。汉族与壮族ＲＡ患病率在女

对１、２阶段询问阳性者进行体格检查；第４阶段对

性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Ｙ２＝０．０９，Ｐ＞０．０５），但壮

疑似病例进行辅助检查，对疑似ＲＡ病例，行血清类

族女性ＲＡ患病率高于男性（Ｙ２＝５．５２，Ｐ＜０．０５），

风湿因子（ＲＦ）定量检测和双手ｘ线摄片。同时对

汉族女性ＲＡ患病率亦高于男性（Ｙ２＝５．９８，Ｐ＜

调查地的医务人员进行防治知识问卷调查。

０．０５），而壮族与汉族男性问ＲＡ患病率差异元统计

３．诊断标准：根据美国ＡＲＡ １９８７年修订的ＲＡ

学意义（Ｙ２＝０．０８，Ｐ＞０．０５），见表２。

分类标准…，由３名风湿病专科医师会审后确定诊

２．ＲＡ的知晓率、治疗率：本次调查显示在２０

断。知晓率指患者中能确定自己患有ＲＡ的比例，

例壮族ＲＡ患者中仅有１例知道自己患ＲＡ，知晓率

治疗率指一旦确诊ＲＡ，正确加用改善病情抗风湿

为５．０％，治疗率为０％；而在１９例汉族ＲＡ患者中

药（ＤＭＡＲＤｓ）等治疗者的比例。

有２例知道自己患ＲＡ，知晓率为１０．５％（Ｙ２＝

４．统计学分析：将调查资料建立Ｅｘｃｅｌ数据，采

０．００２，Ｐ＞０．０５），治疗率为５．２５％。调查发现的２０

用ｓＰＳＳ １０．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率的比较用Ｙ２

例壮族ＲＡ患者中，被误诊１９例，误诊率为９５．０％，

检验。

而１９例汉族ＲＡ患者中，被误诊１７例，误诊率为
８９．５％。

结

果
３．症状频率比较：风湿病症状频率见表３。女

１．ＲＡ患病率：被调查人群的年龄、性别构成见
表ｌ

性各部位的症状频率均高于男性。不同部位的风湿

广西南宁市ＲＡ患病率调查壮汉两族人群的性别和年龄构成（％）

表２

广西南宁市壮汉两族人群ＲＡ患者的性别和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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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症状频率以膝、腰、肩和颈部为主。
４．医务人员掌握ＲＡ的情况：在调查地的基层

地区高。２。，但低于北京市郊区（男性２４．１％和女性
、？』ｌ

３５．８％）”。。

卫生院１５６名医务人员中，没有一名医生能完全掌

ＲＡ的知晓率、早期诊断率和治疗率是关系到

握ＲＡ的诊断标准和治疗方案，有２１名可答出ＲＡ

ＲＡ治疗和预后极其重要的指标。本研究显示无论

的症状及诊断，其余１３５人仅知道ＲＡ的名称。

壮族人群还是当地的汉族人群ＲＡ的知晓率、早期
诊断率和治疗率均较低，本调查还显示，被调查地区

表３

广西南宁市壮汉两族人群ＲＡ症状频率

的基层医务人员对规范的ＲＡ诊断和治疗基本是空
白，ＲＡ的误诊率均达到８５％以上，这与广西地区风
湿病专科建立晚，专科医师少，缺乏专业知识培训有

关。且壮族人群文化程度低，缺乏必要的自我保健
知识，对ＲＡ的危害性认识不足，这可能也是壮族患
者比例偏低的原因。因此应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风
湿病患病率普查的力度，积极开展风湿病预防知识

的科普宣传，加强民族地区的医务人员风湿病专业
知识培训，使风湿病患者能得到早诊断、早治疗，减
少致残率，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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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病学调查中华风湿病学杂志，２０００，４：２３９—２４０．

本调查显示，广西南宁市壮族人群ＲＡ患病率

为０．２７％，与同地区汉族人群ＲＡ患病率（０．２８％）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上海地区（０．２８％）【２。、汕头
地区（０．２０％～０．２６％）、北京市郊区（０．３４％）、山东
省（０．３６％）的调查结果也较为接近’３‘５ ｏ，但比深圳市
（０．４４％）、国外白种人（０．７６％～１．００％）低。６培ｏ。本
次调查结果还显示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与国内外
报道结果一致嵋’５’６’…。

无论壮族还是汉族人群，本调查所见各部位出
现风湿病症状频率女性均高于男性，且均以膝、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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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做进一步检查，是否与壮族男性长年从事挑担负
重等有关有待进一步证实。而在汕头地区，风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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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频率以腰部为最高，膝和颈部次之，本次调查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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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膝关节痛频率，壮族人群分别为１０．５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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