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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Ｏ～１ ４ 岁肢体残疾儿童致残原因分析
刘民栾承
【摘要】

目的

了解中国Ｏ～１４岁肢体残疾儿童的致残原因现状及近２０年来该人群主要致残

原因的变化。方法对２００６年和１９８７年两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中，０－－１４岁肢体残疾儿童
致残原因的调查数据进行流行病学特征分析和比较。结果２００６年中国０～１４岁儿童肢体残疾的主
要致残原因类别为先天性疾病及发育障碍、伤害因素、其他因素和疾病因素，致残专率分别为
０．２５７％、０．０６６％、０．０５５％和０．０４１％。脑性瘫痪所致肢体残疾的致残专率最高，为０．１２９％。与１９８７
年调查结果相比。先天性疾病及发育障碍的致残专率显著上升，疾病因素和其他因素的致残专率显著
下降。２００６年中国Ｏ～１４岁儿童肢体残疾的前五位致残原因分别是脑性瘫痪、发育畸形、其他外伤、
其他先天性或发育障碍以及其他原因；１９８７年前五位致残原因分别是其他原因、小儿麻痹症、发育畸
形、其他外伤和不明原因。两次调查的分年龄组及分性别的前五位致残原因分别与两次调查的Ｏ－－１４
岁肢体残疾儿童的致残原因构成顺位基本相同。结论先天性疾病及发育障碍是我国０～１４儿童肢
体残疾的主要致残原因，脑性瘫痪致残专率最高；伤害因素逐渐成为我国０～１４儿童肢体残疾的主要
致残原因。
【关键词】肢体残疾；儿童，０～１４岁；致残原因；致残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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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我国Ｏ～１４岁儿童肢体残疾的主要致残

全国０～１４岁儿童肢体残疾的致残原因及其流行病

原因，不同致残原因的致残专率以及构成情况，本研

学特点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与１９８７年第一次

究利用２００６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资料，对

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的结果相比较，找出致残原因
的变化，为预防儿童肢体残疾提供科学依据。

基金项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国家级课题资助项目

资料与方法

作者单位：１００１９１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
统计学系教育部流行病学重点实验室

１．调查方法：１９８７年第一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

·１０８４·

查以全国为总体，２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分总

进行筛查和残疾评定心】。

体，采用分层、等距、整群抽样的方法。各省、自治

２．数据来源：数据来自两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

区、直辖市的样本量，由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领导小

查数据库。１９８７年调查０～１４岁人口４６０ ６１８人，经

组按各省人口比例分配。调查标准时间为１９８７年

专科医生确诊为肢体残疾的共１４３６人（含多重残

４月１日零时，入户调查时间自１９８７年４月１日起

疾），调查主要致残原因１２种（包括不明原因），共计

至５月中旬结束。肢体残疾评定标准按照全国残疾

１４３６人次…（表１）。２００６年调查０～１４岁人口

人抽样调查专家组修订的《肢体残疾标准》实施，由

４７９

经过培训的专科医生逐户进行筛查和残疾评定…。

人（含多重残疾），调查主要致残原因２１种（包括不

２００６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以全国为总体，

明原因），共计２０１０人次（含１人两种主要致残原

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次总体，采用分层、多阶

因，且无主次之分）。

５８１人，经专科医生确诊为肢体残疾的共１９６０

段、整群、概率比例抽样方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３．分析方法：对两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

的调查样本量，由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领导

中有关０～１４岁儿童肢体残疾致残原因的数据进行

小组确定分配。调查标准时间为２００６年４月１日

统计与分析，计算并比较不同致残原因导致肢体残

零时，入户调查时间自２００６年４月１日起至５月３１

疾的致残专率。对两次调查中导致肢体残疾的致残

日结束。肢体残疾评定标准和方法按照第二次全国

原因进行分类，分析并比较两次调查的异同。比较

残疾人抽样调查专家委员会重新修订的《肢体残疾

两次调查中０～１４岁儿童不同年龄段及不同性别人

标准》及相关方法实施，由经过培训的专科医生逐户

群肢体残疾主要致残原因的变化。

表１

２００６年和１９８７年我国０～１４岁儿童肢体残疾不同致残原因构成和致残专率

注：在对血管性疾病的致残专率进行ｆ检验时，将２００６年调查的脑血管疾病和周围血管疾病人次数合并，与１９８７年调查的血管性疾病
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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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软

与１９８７年调查结果相比，２００６年我国０～１４岁

件对两次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算不同致

儿童中脊髓灰质炎的致残专率明显下降，降低了

残原因导致肢体残疾的致残专率及构成比，并用Ｃ

０．０５％；除脊髓灰质炎外，结核性感染、化脓性感染、

检验进行比较。

其他原因以及不明原因的致残专率均明显下降，差
结

１９８７年，在调查的１

２００３、ＳＰＳＳ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而发育畸形的致残

果
５７９

专率却明显上升，增加了０．０３４％；交通事故的致残

３１６人中，发现肢体残

疾１４ ４６７人（含多重残疾），肢体残疾现患率为
０．９１６％；２００６年，在调查的２

专率也明显上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其他致残原因致残专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１４５人中，发现肢

３．不同年龄组致残原因构成：２００６年调查的

体残疾５９ １７３人（含多重残疾），肢体残疾现患率为

０～１４岁儿童肢体残疾的前五位致残原因分别是脑

２．３４２％。

瘫、发育畸形、其他外伤、其他先天性或发育障碍以

５２６

１．致残原因类别：根据导致０～１４岁儿童肢体

及其他原因。各年龄组的前五位致残原因与０～１４

残疾的主要致残原因的类别，分为先天性疾病及发

岁肢体残疾儿童的致残原因构成顺位基本相同，其

育障碍、疾病因素、伤害因素和其他因素四类（表

中，其他外伤在所有致残原因中的顺位随着年龄增

１）。可以看出，在２００６年和１９８７年两次调查的０～

加而升高。１９８７年Ｏ－－１４岁儿童肢体残疾的前五位

１４岁人口４７９ ５８１人和４６０ ６１８人中，先天性疾病及

致残原因分别是其他原因、小儿麻痹症、发育畸形、

发育障碍的致残专率急剧上升，由１９８７年的

其他外伤和不明原因，分年龄组的前五位致残原因

０．０６７％上升到０．２５７％，增加了０．１９０％；其中０～１４

与０～１４岁肢体残疾儿童的致残原因构成顺位基本

岁肢体残疾儿童所有调查致残原因的比例也从

相同，其中，ｄ，ＪＬ麻痹症导致肢体残疾儿童的数量随

１９８７年的２１．３８％上升到６１．３９％，相对增加了

着年龄增加而不断增加，其在所有致残原因中的顺

４０．０１％。伤害因素是目前０～１４岁儿童肢体残疾

位也不断升高。

的第二位致残因素，致残专率由１９８７年的０．０４３％，

４．男女性儿童致残原因构成：两次抽样调查结

上升为０．０６６％，由伤害因素导致的肢体残疾占所有

果显示，不同性别Ｏ～１４岁儿童肢体残疾的前五位

Ｏ～１４岁儿童肢体残疾的比例由１３．６５％相对上升

致残原因差别不大，且分别与各次抽样调查０～１４

到１５．６７％。其他因素和疾病因素分别是导致０～１４

岁肢体残疾儿童总体前五位致残原因的差别也不

岁儿童肢体残疾的后两位致残因素，致残专率分别

大。２００６年不同性别肢体残疾儿童前两位致残原

从１９８７年的０．１１１％和０．０９２％，下降为０．０５５％和

因均为脑瘫和发育畸形。１９８７年不同性别肢体残

０．０４１％，其所致的肢体残疾分别占所有０～１４岁儿

疾儿童前五位致残原因相同，只是男性小儿麻痹症

童肢体残疾的比例，也由１９８７年３５．５２％和２９．４６％

和其他外伤的致残原因顺位高于女性。

相对下降到１３．１３％和９．８０％。除伤害因素外，其他
三种致残原因类别两次抽样调查致残专率的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讨

论

２００６年调查的０～１４岁儿童肢体残疾致残原因

２．致残原因：表１显示２００６年和１９８７年我国

由１９８７年的１２种增加到２１种，致残原因进一步细

０～１４岁调查人口中肢体残疾的主要致残原因构成

化。近年国外的研究证实，先天因素和某些未知因

及致残专率。在２００６年和１９８７年两次调查的０～

素是导致儿童时期肢体残疾的主要原因¨］，其中脑

１４岁的人口４７９ ５８１人和４６０ ６１８人中，２００６年脑性

瘫是导致儿童肢体残疾最普遍的原因Ｈ１。本研究显

瘫痪（脑瘫）所致肢体残疾的致残专率最高，为

示，与１９８７年调查结果相比，２００６年我国０～１４儿

０．１２９％；其次是发育畸形、其他外伤以及其他先天

童肢体残疾的主要致残原因及顺位发生了较大改

性或发育障碍，致残专率分别为０．０８４％、０．０４６％和

变，致残原因谱已经发生变化。

０．．０４３％。而１９８７年０～１４岁肢体残疾儿童的致残

１．先天性疾病及发育障碍是我国０～１４儿童肢

原因中，则以其他原因的致残专率最高，为０．０７２％；

体残疾的主要致残原因。根据２００６年调查结果推

其次是ｄｘＪＬ麻痹症、发育畸形和其他外伤，致残专率

算，全国０～１４岁肢体残疾儿童总数约为１０４．２万人

分别为０．０６４％、０．０５０％和０．０３９％。

（含多重残疾）（２００６年调查时点的我国总人口数为

·１０８６·

９４８万人旺３）。２００６年调查结果显示，先天性疾

现由脊髓灰质炎野病毒引起的脊髓灰质炎临床病

病及发育障碍成为０～１４岁儿童肢体残疾的首位致

例拍］。同时广泛开展脊髓灰质炎后肌萎缩矫治手术

残因素。据１９８７年和２００６年的人口推算，２０年来

及康复训练，使许多肢体残疾者的功能得到改善心】。

１３０

我国０～１４岁儿童中，由先天性疾病及发育障碍所

３．伤害因素所致的０～１４岁儿童肢体残疾比例

致的肢体残疾人数从２０．５万人上升为６２．４万人，增

逐渐增加。２００６年调查结果显示，导致０～１４岁儿

加了４１．９７Ｙ人（含多重残疾）。脑瘫是我国０～１４岁

童肢体残疾伤害因素的致残专率及所占比例均较

儿童肢体残疾的首位致残原因。根据２００６年全国

１９８７年有不同程度提高，尤其是交通事故所致的肢

人口推算，０～１４岁儿童因脑瘫所致的肢体残疾人

体残疾人数显著增加。这说明随着我国工业化、城

数约为３１．３万人（含多重残疾）。随着我国经济社会

镇化进程的加快，交通事故等意外伤害因素对儿童

的发展、医疗保健水平尤其是新生儿护理水平的提

的致残风险逐渐加大，研究提示在关注先天性疾病

高，新生儿和婴儿的死亡率降低，使得在过去极难生

及发育障碍所致儿童肢体残疾的同时，应加强对儿

存的危重新生儿，如脑瘫患儿、极低出生体重儿等得

童伤害，尤其交通事故等意外伤害的宣传教育和

以存活，这不仅直接增加了脑瘫的患病率，而且也增

预防。

加了出生时正常的极低出生体重儿罹患脑瘫的危险

近２０年来我国０～１４岁儿童肢体残疾的预防

性哺】。这也可能是脑瘫导致儿童肢体残疾率增高的

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大幅度降低了一些原因的致残

原因之一。研究提示，先天性疾病及发育障碍的预

专率，但比较两次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儿童肢体残疾

防和控制工作应该成为０～１４岁儿童肢体残疾预防

预防和康复工作的重点要随着社会发展和疾病模式

工作的重点。

的转变而及时相应的转变。相关部门应根据主要的

本研究显示，近２０年来，由结核性感染、化脓性
感染、脊髓灰质炎等疾病因素所致的０～１４岁儿童
肢体残疾的人数大幅下降；原因不明和其他原因所
致的０～１４岁儿童肢体残疾所占的比例也明显下
降。这可能与近２０年来我国卫生条件的改善以及

致残原因制定０～１４儿童肢体残疾预防的策略和
措施。
（感谢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办公室给予本课题的资助，感
谢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和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领导小组的领导
及工作人员对本课题的支持和协助，感谢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郑晓
瑛教授和陈功副教授对本课题的指导）

医疗诊断水平的提高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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