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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江西省Ｏ～１７岁儿童交通伤害研究
荆瑞巍

曾光

【摘要】

李艾朱丽萍余平

目的探讨江西省０～１７岁儿童交通伤害发生情况、发生机制及其相应的疾病负担。

方法利用ＰＰＳ抽样在江西省的住户中抽取约１０万户进行入户调查，对样本户中的儿童进行交通
伤害问卷调查。结果

江西省０～１７岁儿童交通伤害死亡率为１０．１７／１０万，病死率为１．３６％；非致死

性交通伤害发生率为７．４０‰，其中男童发生率为８．２９％０，女童为６．２６％ｏ；重度交通伤害发生率为
１．７９％０，其中城市儿童发生率为０．９３‰，农村儿童为１．８８‰，城乡重度伤害发生率之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交通伤害发生时伤者主要是行人和骑自行车者，占总伤者的８０．４８％；平均每例交通伤害者的
医疗费用为１３６９．５７元，平均住院天数为３．６３，平均休工（学）天数为８．７９。结论

江西省农村地区的

交通重度伤害发生率高于城市地区；男童的伤害发生率、死亡率均高于女童；交通伤害的疾病负担
较重。
【关键词】交通伤害；发生率；死亡率；疾病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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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各种交通工具越

１１月１日前在江西省居住３个月以上的０～１７岁儿

来越多，使用越来越频繁，这必然使交通伤害的危害

童。以户为最终抽样单位，根据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数

增加，由于交通伤害的致残率和致死率均比较高，因

据为本次调查的样本框。对江西省所有１８８个街道

此对儿童健康的影响较大。本研究对江西省儿童交

和１４４９个乡镇（１６３７个街道／乡镇）进行一级抽样，

通伤害的发生和死亡情况进行了调查。

按照其人口进行ＰＰＳ抽样，从中选出３７个街道和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及抽样方法：目标总体是在２００５年

２１３个乡镇；然后将选中的街道和乡镇的下级单位
居委会（村委会）作为二级抽样点，随机从中抽取两
个村委会（居委会）作为伤害调查点；抽到的每个村
委会（居委会）按照整群的方法抽取２００户进行调
基金项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项目（ＹＹｌ０６．６１）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５０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荆瑞巍、曾
光）；江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李艾、朱丽萍、余平）
通讯作者：曾光，Ｅｍａｉｈ ｚｅｎ９４６０５＠ｒｉｐ．ｓｉｎａ．ｃｏｉｎ

查，样本量预计为１００ ０００户。
２．调查方法：问卷是以北京市伤害调查问卷为
模板，经过国内外有关专家进行修改、审核、完善后

·７７６·

得到；用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进行人户调查。人

收集到的交通伤害调查表进行审核；如发现问题则

户后经调查员询问得到被调查者的知情同意后，再

要求调查员重新调查；现场调查结束后，抽取５％的

开始调查。

街道／乡镇进行二次调查。

３．调查相关定义：

４．统计学分析：数据录入委托专业录入公司完

（１）儿童：采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定义为０～

成；数据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软件。

１７岁人群。

结

（２）交通伤害定义：采用ＩＣＤ．１０交通伤害的定

果

义：各种运输工具（包括机动车辆、非机动车辆、火

１．一般情况：共收到调查表１００ ５８３份，其中有

车、轮船等）在运输途中发生的导致人身伤亡事故，

效调查表１００ ０２０份，合格率为９９．４３％；调查儿童人

即在交通工具上发生的、或与运输途中的交通工具

１３总数为９８ ３３５人，共发生交通伤害７３８例，发生率

发生碰撞所产生的事故；排除其中的有意伤害，如自

为７．５１％ｏ。

杀、暴力等。

２．致死性交通伤害情况：调查到１０例交通伤害

（３）伤害定义：有下列２种情况之一的：①因交
通伤害就诊；②因交通伤害休息１ ｄ及以上。
（４）回忆期限和应答者选择：为调查之日前一年

死亡，交通伤害死亡率为１０．１７／１０万，病死率为
１．３６％；其中男童死亡８例，死亡率为１４．９９／１０万；
女童死亡２例，死亡率为４．６５／１０万，男女死亡率之

内发生的所有符合定义的交通伤害事件；由于回忆

比为３．２２：１。１０例致死性交通伤害均发生在农村

期限较长，在调查时要求调查员按照当地常用的时

地区，其中６例是作为行人时发生，３例是骑自行车

间划分方法（如春节、中秋节等）询问不同时间段交

时发生，ｌ例是在乘坐长途汽车时发生；１０例中有５

通伤害的发生情况，尽量减小回忆偏倚；应答者为家

例事故是与卡车相撞，２例是农用车，与摩托车、大

庭中最熟悉儿童情况的成员，一般为母亲。

客车和火车相撞各１例。

（５）调查人员：包括调查员和督导员，其比例为

３．非致死性交通伤害发生情况：

５：１；调查员和督导员均来自于基层防保机构；调查

（１）儿童重度伤害发生情况：江西省０～１７岁儿

员负责入户调查，督导员负责收集到的调查表的质

童重度伤害发生率为１．７９％０，城市发生率为０．９３％，

量控制。

农村为１．８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２＝

（６）交通伤害分级：重度交通伤害是指由于交通

５４．２７，Ｐ＜０．００１）；重度伤害发生率最高的是农村

伤害而导致伤者住院或是残疾但未死亡的；轻度交

５～９岁儿童（２．６０％０），见表１。男童交通严重伤害

通伤害是指严重程度未达到住院、残疾或是死亡的，

发生率为２．２６％ｏ，女童为１．１９％ｏ，性别之间差异有统

但满足此次调查定义的其他交通伤害。

计学意义（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Ｙ２＝１５．４８，Ｐ＜０．００１）。

（７）疾病负担：是指由于交通伤害引起的医疗费

调查中共发现因交通伤害残疾病例１７例，发生

用、休工／休学天数、住院天数以及由于儿童伤害引

率为１７．２９／１０万，伤残率２．３０％；因交通伤害住院

起的父母／看护者的休工天数。

１５９例，发生率为１６１．６９／１０万，住院率为２１．５４％。

（８）质量控制：调查前对所有调查员和督导员进

与死亡例数相比，住院、残疾、死亡比例为１６：１．７：１。

行统一培训，培训合格后才能参与调查。成立国家、

这表示每有１名儿童因交通伤害死亡，就会有１．７名

省、市三级质量控制组，对每份收集的调查表均要求

儿童因交通伤害残疾，还有１６名儿童因交通伤害

经过省、市级督导员审阅；国家级质控组负责对所有

住院。

表１

注：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ｘ２＝５４．２７，Ｐ＜Ｏ．００１

江西省儿童不同地区、年龄交通事故重度伤害年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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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ＪＬ童轻度伤害发生情况：江西省儿童轻度交
通伤害发生率为５．６ｌ‰，其中男童为６．０３％ｏ，女童为

６４０２

ｄ，平均每例８．７９ ｄ；ＪＬ童受伤后其父母／看护者

的误工总天数５４８１ ｄ，平均每例７．５３ ｄ。

５．０７‰，性别之间发生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口行人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ｆ＝４．５６，Ｐ＝０．０３３）。城市儿童轻度交

ｌｏｏ

通伤害发生率为７．４０‰，而农村儿童为５．４２‰，差异

８０

有统计学意义（Ｃｏｅｈｒａｎｅ Ｙ２＝５．９４，Ｐ＝０．０１５）。
（３）ＪＬ童非致死性交通伤害总发生情况：江西省
儿童交通伤害发生率为７．４０％ｏ，其中男童为８．２９‰，

·７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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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童为６．２６％ｏ，性别之间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０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Ｙ２＝１６．８８，Ｐ＜０．００１）。从表２中可以

Ｏ

Ｉ

０～

看出，１０～１４岁男童的交通伤害发生率最高，其发

１０～

５～

１５～１７

．

含｝

年龄组（岁）

生率远高于其他人群。城市儿童伤害发生率为

图１

８．３３％ｏ，而农村儿童伤害发生率为７．３０‰；但二者之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１～

江西省儿童交通伤害发生时使用
交通工具构成情况

Ｙ２＝１．１１，Ｐ＝

根据（２００６年江西省统计年鉴》的人口数据与

０．２９１）。

４．非致死性交通伤害发生情况：

此次调查人１２１的比例估计，每年江西省儿童因交通

（１）伤者使用的交通工具：交通伤害发生时伤者

伤害引起的直接医疗费用约为１．３亿元，引起的相应

是行人的占３０．７６％，使用自行车的为４９．７２％，使用

住院时间为３４６ ０００人天（９５０人年），儿童的休工

摩托车的为１３．３２％；从图１中可以看出，在１０岁之

（学）天数约为８４０ ０００人天（２３０５人年），而家长因

前，儿童发生交通伤害主要是作为行人时发生的，其

照料受伤儿童所引起的误工时间为７６８ ０００人天

次为自行车；在１０岁以后，自行车的比例占到了

（２１００人年）。每年约有１３００名儿童死于交通

７３．４７％；在１５～１７岁组，自行车比例下降，达到

伤害。

５１．４９％；而使用摩托车的比例在本年龄组远高于
讨

其他年龄组。在１０～１７岁骑自行车时发生交通伤
害的伤者中，有７８．４０％的交通伤害发生在儿童上
（－Ｆ）学的途中（１９６／２５０）。

论

交通伤害已经成为全球的一个主要公共卫生问
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交通伤害都严

（２）致伤者发生事故的交通工具：调查发现，居

重地影响着人群的健康，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

于第一位的是与摩托车相撞，占总伤害的２７．６１％；

失［１。３】。我国死亡监测数据表明，在１～１７岁儿童

第二位的是从交通工具上跌落，占２７．４７％；第三位

中，交通事故已经成为除溺水外的第二大儿童伤害

的是和自行车相撞，占１８．５４％。

死亡原因‘引。

５．交通伤害引起的疾病负担：在所有交通伤害

此次调查是从江西省全省范围内进行的抽样，

病例中，共花费医疗费用９９７ ０４５元，平均每例

也是到目前为止我国进行过的最大的伤害入户调

１３６９．５７元；而总的住院天数为２６３９ ｄ，平均每例

查，其调查结果可以较好地反映江西省的情况。调

３．６３ ｄ；由于交通伤害引起的休工（学）天数总数为

查显示，江西省的交通伤害发生率高于发达国家＂ｏ，

表２

注：Ｃｏｃｈｒａａｅ

ｘ２＝１６．８８，Ｐ＜Ｏ．００１

江西省儿童年龄别、性别非致死性交通事故年发生率（‰）

·７７８·

也高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引，这可能与我国儿童自行

不大。

车的使用频率较高所致。调查中也发现，江西省儿

江西省的交通事故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交

童交通事故死亡主要是行人和骑自行车者，占到总

通事故的现状。根据此次调查结果，在今后的儿童

死亡人数的９０％。而非致死性伤害中，伤者也主要

交通伤害干预中，应加强儿童如何作为一个安全的

是行人和骑自行车者，两者之和超过了总的交通事

行人和骑自行车者宣传，应该加强农村地区的交通

故７０％以上，这同国内的研究结果一致＂１；而与发

安全教育，加强对摩托车／农用车的管理，最大程度

达国家研究结果不一致哺１。在年龄分布上，低龄儿

上降低儿童交通伤害的发生率。

童主要是在乘坐自行车或是作为行人时受伤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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