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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调查·

广东省９７３２名农村中小学生非致死性溺水
流行特征分析
马文军

徐浩锋

宋秀玲

【摘要】

目的

病学特点。方法

颜润涛

聂少萍

许燕君

李剑森

张玉润

了解中小学生非致死性溺水的发生率及发生原因、地点、时间和现场急救等流行
选取广东省一个农村地区乡镇的中小学生作为调查对象，调查样本为该镇中学初

一、初二、高一、高二班的学生以及小学三年级及以上的学生。信息通过问卷调查获得，调查方式采用
学生集中填写，调查员现场指导和审核后回收。结果

共调查了９７３２名中小学生，非致死性溺水的

发生率为５．６５％，小学、初中、高中分别为７．６９％、５．８０％、２．３９％，有逐步下降的趋势（Ｐ＜０．０１）；男
生发生率为７．１４％，高于女生４．０３％（Ｐ＜０．０１）。没有去医院治疗、急诊治疗和住院治疗的发生率分
别为４．５２％、０．７７％和０．３５％。游泳时发生溺水占４６．８８％，失足跌入水中、跳水、救人和其他原因发
生溺水者分别为１５．６７％、１３．７９％、６．２４％和１７．４２％。５９．９４％中小学生溺水发生在下午，其他依次
为晚上（１５．６４％）、中午（１４．７７％）、上午（９．６５％）。溺水最常见的发生地点是江、河、湖泊（４２．４８％），
其他依次为游泳池（１９．５６％）、其他地点（１８．３９％）、水库（１１．３９％）、池塘（４．３８％）等。６６．７６％的溺
水是在有人看见的情况下发生的，４５．６９％的溺水是他人抢救，１７．８６％的溺水者救起后没有知觉。
结论

中小学生非致死性溺水的发生率高，溺水主要发生在自然水体，游泳是溺水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溺水；伤害；中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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溺水是严重危害人群健康和生命的重大公共卫

２０００年全球约有４０万人死于意外溺水（不包括洪

生问题；全球各年龄组人群中０～１５岁儿童溺水发

水、用溺水方式的自杀和他杀），其中９７．００％的溺水

生率和死亡率均最高。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估计，

死亡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溺死只是溺水的一

部分，非致死性溺水也严重危害人群健康，为此于
作者单位：５１０３００广州，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２００６年对广东省某农村地区乡镇的中小学生非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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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性溺水发生情况进行了调查。
对象与方法

１３．６６％的溺水者在医院进行了急诊处理，发生率
为０．７７％，从小学到初中和高中，急诊处理的比例

分别为１７．５０％、８．２８％、６．０６％，有逐渐下降的趋

１．调查对象：本次调查选择了广东省连平县的

势（Ｙ２＝１３．４１，Ｐ＜０．０１）。６．２０％的溺水者住院治

一个镇，该镇属于山区，但河流、水库和池塘较多。

疗，发生率０．３５％，小学生比例（８．７５％）明显高于

调查对象是该镇的中小学生，由于调查时间２００６年

初中（１．３８％）和高中生（３．００％）（Ｙ２＝１２．０２，Ｐ＜

６月是升学考试时间，初中三年级与高中三年级学

０．０１）。因此非致死性溺水的伤害谱是每住院１例，

生没有参加调查，同时考虑到小学一、二年级学生难

则意味着２．２例急诊处理，１３例没有经过医院

以完成自填式调查，所以小学只选取三年级及以上

处理。

的小学生。调查溺水事件的发生时间为２００５年６
月至２００６年５月，时间跨度为１年。

表１

２００５年广东省９７３２名农村地区不同性别
中小学生非致死性溺水的发生率

２．调查方法：信息通过问卷获得，问卷参考国外
文献自行设计，并经过专家审阅和预试验修改。本
次调查由省和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业人员担任

调查员，所有调查员经过统一的培训，调查由每个班
级的班主任组织，调查员进行现场指导，调查对象集
中自填完成问卷，所有问卷经过调查员审核合格后

合计

４９４６

３５３（７．１４）４７４０ １９１（４．０３）９７２０

５４９（５．６５）

注：括号外数据为非致死性溺水发生的例数，括号内数据为发生

再收回。
３．统计学分析：溺水使用ｗＨｏ的定义：即当淹
没或沉浸在液体中时，人体经历呼吸系统损害的过

率；。表示同学习阶段不同性别在ａ＝０．０５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ｘ２检验）

程，溺水后果可以分为死亡、病态和非病态心ｏ；本次

３．社会经济状况与溺水发生情况：与同学相处

只调查非致死性溺水。所有问卷经过双录入进行比

是否容易影响中小学生溺水的发生，与同学相处经

对改错，修正录入错误。数据分析使用ＳＡＳ ９．０１软

常有困难的中小学生溺水发生率（１０．４８％）是容易

件，率或构成比的比较使用Ｙ２检验。

相处的（４．７５％）２倍多。家庭关系也影响孩子溺水

结

果

的发生，有家庭矛盾的孩子溺水发生率是和睦家庭
的２倍多。家庭富裕的孩子溺水发生率高于家庭经

１．基本情况：本次共调查９７３２名中小学生，其

济一般及贫穷的孩子。父亲文化程度为文盲和大学

中男、女生分别为４９５４人（５０．０９％）、４７４２人

以上孩子溺水发生率特别高，分别为１６．２２％和

（４８．７３％），性别不详３６人（０．３７％）；小学、初中、高

２１．８８％，母亲文化程度为大学的孩子溺水发生率也

中分别为４５０４人（４６．２８％）、２２９５人（２３．５８％）、

很高，为１５．６９％（表２）。但是不排除混杂因素影响

２９３３人（３０．１４％）。一年内５４９名中小学生自我报

上述结果。

告发生非致死性溺水，发生率为５．６５％；其中急诊处

４．溺水的原因：游泳时发生溺水占４６．８８％，失

理病例的发生率为０．７７％；住院病例的发生率为

足跌入水中占１５．６７％，跳水、救人和其他原因发生

０．３５％。小学、初中、高中发生率分别为７．６９％、

溺水者分别为１３．７９％、６．２４％和１７．４２％。随着学

５．８０％、２．３９％，有逐步下降的趋势（Ｙ２＝９３．３２，

习阶段从小学上升到高中，游泳发生溺水的比例成

Ｐ＜０．０１）。男生发生率为７．１４％，高于女生４．０３％

上升趋势（趋势Ｙ２＝２０．４３，Ｐ＜０．０１），ｏＲ值分别

（Ｙ２＝４４．０９，Ｐ＜０．０１），不同学习阶段男生溺水发

为１．００、１．６７、２．４８，而失足的比例呈下降趋势（趋势

生率均高于女生（表１）。７３．５６％的溺水者有现场

ｘ２＝４．５７，Ｐ＜０．０５），０Ｒ值分别为１．００、０．７１、

急救处理，小学生现场急救处理的比例（６４．００％）低

０．５２。男女生比较，游泳发生溺水的比例差别不大

于初中生（８８．９７％）和高中生（８９．８０％）（Ｙ２＝

（Ｙ２＝０．１５，Ｐ＞０．０５），女生失足的比例（１９．４２％）

４９．７７，Ｐ＜０．０１）。

高于男生（１３．６５％）（Ｙ２＝３．９６，Ｐ＜０．０５），男生跳

２．非致死性溺水的伤害谱：８０．１４％的非致死
性溺水没有去医院诊疗，发生率为４．５２％。

水的比例（１６。３３％）高于女生（９．０９％）（≮２＝６．９２，
Ｐ＜０．０１）（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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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０５年广东省９７３２名农村中小学生社会经济状况
与非致死性溺水的发生率（％）

５．溺水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大部分中小学生
（５９．９４％）溺水发生在下午，其他依次为晚上
（１５．６４％）、中午（１４．７７％）、上午（９．６５％）。小学、

初中、高中生溺水发生的时间构成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Ｙ２＝１０．５２，Ｐ＞０．０５）。男女生溺水发生时间构

成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Ｙ２＝４．３４，Ｐ＞０．０５）。溺
水最常见的发生地点是江、河、湖泊（４２．４８％），其他
依次为游泳池（１９．５６％）、其他地点（１８．３９％）、水库
（１１．３９％）、池塘（４．３８％）等。从小学、初中到高中
生，在江、河、湖泊发生溺水的比例明显上升（趋势
Ｙ２＝１４．２９，Ｐ＜０．０１），０Ｒ值分别为１．００、１．３０、
２．３２；而在游泳池发生溺水的比例明显下降（趋势
Ｙ２＝１６．９８，Ｐ＜０．０１），０Ｒ值分别为１．００、０．３５、
０．３８。男女生比较，男生在江、河、湖泊发生溺水的

比例（４５．９３％）高于女生（３６．２１％），而在游泳池发
生的比例（１６．５２％）低于女生（２５．５２％）。

６．溺水时是否有人看见、溺水后抢救及救起后
知觉情况：６６．７６％的溺水是在有人看见的情况下发

生的，没有人看见和不知道者分别为１８．０８％、
１５．１６％。不同学习阶段中小学生溺水时是否有人

看见的构成比例分别为６２．２９％、７５．１６％、７１．７０％，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Ｙ２＝１２．６６，Ｐ＜０．０５）。男生
（６７．’０４％）和女生（６６．２５％）有人看见溺水的构成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Ｙ２＝０．３７，Ｐ＞０．０５）。
中小学生溺水后自救和他救的比例差别不大，
分别为４５．６９％、４３．０７％。从小学到高中，自救的比
例明显上升（趋势Ｙ２＝３３．０９，Ｐ＜０．０１），分别为
４１．６３％、４９．３８％、５６．０７％。他救的比例则呈下降

趋势（趋势ｘ２＝４．２７，Ｐ＜０．０５），分别为４５．２２％、
４４．３８％、３２．７１％。男女生比较，男生自救的比例
（５０．３４％）高于女生（３７．３０％）（Ｙ２＝１０．７７，Ｐ＜
０．０１），而女生他救的比例（４９．５９％）高于男生

（３９．４６％）（＃＝６．５８，Ｐ＜ｏ．０５）。
６９．３５％的溺水者报告救起后有知觉，１７．８６％

表３

２００５年广东省９７３２名不同性别／学习阶段农村中小学生非致死性溺水发生原因的构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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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８·

没有知觉，１２．８０％记不清楚当时的情况。小学生在

容易发生溺水。由于我国农村地区目前难以建设游

救起后没有知觉的比例最高，为２３．１９％；初、高中生

泳池等设施，孩子们主要在自然水体，如江、河、湖

差别不大，分别为８．５５％、１０．３８％。从小学、初中到

泊、水库、池塘、小溪等地方戏水，所以如何加强娱乐

高中，有知觉的比例明显上升，分别为６１．１１％、

性水上活动的安全管理是一个急需研究的课题，对

８０．２６％、８５．８５％（Ｙ２＝３７．８８，Ｐ＜０．０１）。男女比

水上安全教育，架设护栏、警示牌，选择水浅、水流缓

较，救起后有知觉的比例在６９．００％左右，差异无统

慢的地方供孩子们玩耍，加强看护，提高游泳技能等

计学意义（Ｙ２＝５．２０，Ｐ＞０．０５）。

预防控制措施在溺水预防控制中的作用如何进行研

讨

论

究，提出在当前社会经济状况下，农村中小学溺水预
防控制成本效益好的策略和措施。

溺水是严重危害人群健康与生命的伤害。

广东省有中小学生１２００万人，如果按照本次调

ｗＨｏ估计，２０００年全球约有４０万人死于意外溺

查的发生率５．６５％估计，我省每年发生非致死性溺

水，占全球伤害死亡的８．００％儿１。ＷＨＯ估计中国

水的学生人数超过６０万，急诊治疗超过９万，住院

人群溺死率为１０．２／１０万，每年估计死亡约１３万

治疗超过４万。大量的非致死性溺水的发生不但造

人，占全球的２６．００％。溺水对青少年危害最大，溺

成儿童少年发生溺水相关的后遗症，影响健康成长；

水是我国０～１４岁儿童死亡的首位原因，其中农村

同时也为致死性溺水发生提供了条件，使得我国儿

地区溺死率是城市的５倍左右，溺水死亡占该年龄

童少年致死性溺水发生率居高不下。但目前我国这

组伤害死亡的５０．００％以上。３‘５ ｏ。但溺水死亡只是溺

方面的研究仍是空白。Ｌ ８Ｉ，所以进一步开展非致死

水的冰山一角，溺水导致的疾病或残疾比死亡数要

性溺水发生的原因、危险因素、预防和控制对策和措

大得多‘６。，但目前我国鲜见相关的报道。

施的研究，对保护儿童少年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采用ｗＨＯ溺水的最新定义，对农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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