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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杭州市民工子弟学生伤害危险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陈坤刘庆敏施文英项海青方顺源

朱晓霞

【摘要】

李莉

目的了解杭州市民工子弟学龄儿童伤害的危险因素。方法以分层随机整群抽

样的方法抽取杭州市８所中小学校（４所民工子弟学校、４所本地学校）的３５８２名学生开展问卷调
查。对资料数据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民工子弟学生和本地户籍

学生的伤害总发生率无差异，但多发性伤害的发生率民工子弟学生高于本地户籍学生。民工子
弟小学生的触电发生率、初中男生的溺水发生率以及初中女生的烫伤、刀割伤、碰撞伤和触电发
生率均高于本地同类学生。对总伤害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ＯＲ＝１．２０）、年龄（６～９岁：ＯＲ＝
０．７０，１０～１２岁：ＯＲ＝１．４５）、喜欢打乒乓球（０尺＝１．３５）、曾被宠物伤过（０Ｒ＝１．４１）、会游泳（０尺＝
１．２２）、从没被他人威胁过（ＯＲ＝Ｏ．６８）、家庭关系和睦（ＯＲ＝Ｏ．６９）、住房性质为自有房（ＯＲ＝Ｏ．７６）

等是影响伤害的主要因素；多发性伤害及其他各类伤害的影响因素与伤害影响因素基本一致，为
个性行为及家庭社会环境。结论民工子弟学生的个性行为习惯和家庭社会环境是影响其伤害
发生的主要因素。某些个性行为易导致伤害的发生，而良好的家庭社会环境有利于减少民工子
弟学生伤害的发生。

【关键词】伤害；危险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民工子弟；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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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是１４岁以下儿童的第一位死因…。目前

的研究已明确，儿童伤害的发生受其自身的生理、
心理和行为以及社会、经济和家庭等诸多因素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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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０６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病防治所（朱晓

响乜’３３。国外的研究显示，处于不同的社会经济阶层

霞、刘庆敏、施文英、项海青、方顺源、李莉）；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的儿童其健康和安全状况存在差异Ｈｏ。随着我国经

（陈坤）

济的发展，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带来了数量巨大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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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２·

工子女在城市就学，为此本研究对民工子弟的伤害
危险因素进行了研究与分析。
对象与方法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２．多发性伤害的发生率：将一年内发生３次及
以上伤害定义为多发性伤害哺］，小学生中民工子弟
学生多发性伤害的发生率高于本地学生（ｆ＝６．８７，

１．研究对象：以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在杭

Ｐ－－０．０３２），分别为２１．３６％和１７．２７％。中学生多发

州市下城区、拱墅区共抽取８所中小学，其中４所民工

性伤害的发生率民工子弟学生高于本地学生（ｘ２＝

子弟学校、４所本地学校。再在每所学校的每个年级

８．０７，Ｐ＝０．０１８），分别为２０．４４％和１５．６５％。

各随机抽取２个班级作为调查对象，确定应调查人数

３．伤害发生的原因：本地学生和民工子弟学生

为３５８２人，实际调查人数为３５２３人，应答率为

伤害发生率前７位的伤害外部原因均是跌落、割伤、

９８．３５％。有效问卷共３５１８张，问卷有效率９８．２１％。

碰撞、异物卡喉、烫伤、咬伤和触电。跌落在各类学

２．调查方法：结合国内外学生伤害的相关研究

生中发生率均排列第一，且性别间比较均无差异。

设计调查问卷（包括学生问卷和家长问卷），内容包

民工子弟小学生触电的发生率明显高于本地小学

括：学生的一般隋况、户籍、学生行为习惯爱好、家庭

生；民工子弟初中男生溺水发生率明显高于本地初

环境经济状况及学生社会医疗保障情况、学生的伤

中男生；民工子弟初中女生的烫伤、锐器切割伤、碰

害知识态度行为情况、回忆２００６年３月１日至２００７

撞伤及触电的发生率均明显高于本地初中女生。

年３月１日学生的受伤情况、父母对伤害的知识态度
行为情况等。

４．民工子弟学生伤害的单因素分析：对２０６０名
民工子弟调查资料进行单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伤害统计标准参照文献［５］的标准，即具有下列

分析。以一年内有否发生过伤害作为应变量，对４４

三种情况中的任何一项作为伤害的统计对象：①到

个自变量逐个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户

医疗单位诊治，诊断为某一种损伤；②由家人、老师、

籍、喜欢登山、骑自行车、打羽毛球、打乒乓球、打篮

同学或同伴对受伤者做紧急处置或看护；③因伤请

（排）球、踢足球、常独自上路骑自行车、喜欢爬高玩

假（休学、休息）半天以上（包括半天）。

耍、喜欢放烟花、曾被宠物伤过、会游泳、同学矛盾时

３．质量控制：调查表征求有关专家及校医的意

控制不住会伤人、学生伤害知识态度得分６０分以

见，并进行了预调查，经修改完善后开始正式调查。

下、学习成绩、父亲饮酒、喜欢室内活动、过马路都走

调查前对调查学校的校医进行统一培训，由校医对

人行横道、家里养宠物、下课不和同学打闹、没有被

调查班级的班主任进行二级培训。每份问卷均有填

同学或他人威胁过、家庭关系和睦、父亲文化程度、

表说明和注意事项。所有学校的调查均于２００７年４

母亲文化程度、上学有家长接送、有统筹医疗、住房

月１５－－２２日完成。

性质为自有房等变量与伤害发生有关联（Ｐ＜

４．统计学分析：以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２软件建立数据
库。对变量进行数值化和赋值（表略）。率的比较用

０．０５）。见表ｌ。

＃检验。以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对资料数据进行单因素

分析Ｐ＜０．０５的变量及根据儿童伤害病因假说判断

和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以ＯＲ值（９５％ＣＩ）
和Ｐ值作为分析指标。

的变量纳人多因素分析，以向前逐步法分别拟合所

结

果

５．民工子弟学生伤害的多因素分析：将单因素

有伤害、多发性伤害及民工子弟高发的跌落、触电、
溺水、烫伤、刀割伤５种伤害的主效应模型，结果显
示，伤害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性别、年龄、喜玩乒乓球、

１．伤害发生率：调查本地学生共１４５８人，男女

曾被宠物伤过、会游泳、经常受威胁、家庭关系和睦、

生比例１．０８：ｌ；民工子弟学生共２０６０人，男女生比例

住自有房、伤害知识态度得分６０分以下，而父母文

１．６６：１。小学生回忆过去一年共有１０２０人发生过伤

化职业嗜好等一些在单因素分析中有意义的变量在

害，发生率为４１．９０％，本地与民工子弟学生比较无

多因素分析中不再具有统计学意义。

差异，但男生伤害发生率均高于女生。中学生回忆

多发性伤害的影响因素：常独自上路骑自行车、

过去一年共有４３７人发生过伤害，发生率为４０．２０％，

喜欢爬高玩耍、曾被宠物伤过、父亲饮酒、家庭关系

本地学生男生伤害发生率明显高于女生，民工子弟

和睦、住房性质为自有房等因素，而性别年龄未显示

学生男女生无差异，且民工子弟女生伤害发生率明

与多发性伤害有相关性。

显高于本地女生。小学和初中学生的伤害发生率比

分析各类民工子弟高发的伤害原因，其中跌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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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伤害相关因素单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９１３·

女生外，伤害的发生率均为男生高于女生，民工子弟
初中女生伤害发生率与男生无差异，且明显高于本
地户籍初中女生，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民工子弟
中小学生多发性伤害的发生率均大于本地户籍中小
学生。郝爱华等¨１的调查显示：多发性伤害发生率
男性明显高于女性，与社会综合因素的影响有关，如
不合格的家电、饲养宠物等。广东省四城市青少年
伤害调查结果显示¨］，伤害多发者与其家庭背景有
关。杭州市民工子弟中小学生多发性伤害发生率高
于本地户籍学生是否与其家庭社会背景有关有待进
一步的研究。
本研究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生、１０～１２岁年
龄段、喜欢打乒乓球、曾被宠物伤过、会游泳或有一
点儿会是伤害的主要危险因素。年龄和性别是公
认的影，Ｉ句ＪＬ童伤害的人口学特征旧１。有研究显示，
几乎所有年龄组男生伤害的发生率均明显高于女
生［ｍ１。俞敏等Ｉｎ］对浙江省４０ ６２５名中小学生的伤害
调查分析显示，１０一１２岁组伤害发生率最高，与本
研究吻合。本研究对５种民工子弟高发的伤害因素
分别做回归分析，１０～１２岁年龄段是除溺水以外的
其他各类伤害的危险因素。打乒乓球受场地设备限
制较少，在我国较普及，可视为有代表性的课余活
动，学生伤害多数发生在运动和玩耍时，因此做好防
护措施非常必要。会游泳是伤害的危险因素，可能
与会游泳者暴露于危险环境的机会较不会游泳者多
有关。有学者认为ｎ２｜，游泳水平越高的儿童越喜好
在危险的水体活动，从而面临更大的危险。本研究
对溺水做回归分析显示，会游泳是溺水的危险因素

的影响因素有：性别、年龄、上学坐公交车、父母文化

（ＯＲ－－－２．９８）；分析同时显示，母亲职业是农民也是溺

程度、家长的伤害知识态度；触电的影响因素有：性

水的重要危险因素，可能由于农村危险水域较多，家

别、年龄、单亲家庭、母亲中学文化程度、学习成绩优

长看护不严，学生暑假返乡时极易发生溺水事件。

良、下课经常打闹、父母伤害知识态度；溺水的影响

有文献指出溺水是农村儿童的主要死因，可能与其

因素有：性别、父亲吸烟、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农民或

生长的周围环境有关ｎ引。有调查显示¨４‘，４６．８８％的

服务行业、会游泳；烫伤的影响因素有：年龄、父亲饮

中小学生非致死性溺水发生在游泳时，游泳和玩水

酒、住自有房、家长伤害知识态度、家长注意妥善放

是中小学生溺水发生的最常见原因。因此在学校开

置火柴、热水瓶等物；刀割伤的影响因素是：年龄、父

展游泳安全教育，提高学生对游泳潜在危险的认识，

亲饮酒、住自有房、家长伤害知识态度；碰撞伤的影

在各类水域加强安全防护是十分必要的¨４。。曾被宠

响因素是：喜欢打乒乓球、学生伤害知识态度得分

物伤过是伤害的危险因素；常独自上路骑车、喜欢爬

６０分以下、家长伤害知识态度（表２）。

高玩耍是多发性伤害的危险因素；学习成绩优良、下

讨

论

课不打闹是触电的保护因素；提示学生的个性行为
特征会影响伤害的发生。学生伤害知识态度得分

杭州市包括民工子弟在内的学龄儿童伤害的发

６０分以下与伤害的关联较弱（ＯＲ＝１．０１），各类伤害

生率略高于国内同类调查ｂ·７｜。民工子弟伤害总发

的回归分析显示，父母的伤害知识态度及在家采取

生率与本地学生无差异，各类学生除民工子弟初中

伤害防范措施是主要影响因素之一；父母对意外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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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认知程度在儿童伤害相关行为中起着

表２伤害相关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冈素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３
性别：男０．１９

曲

ＯＲ值（９５％ｃ，）Ｐ值

０．０８

１．２０（１．０４—１．４０）０．０１４

一Ｏ．３６
年龄：６—９岁
１０～１２岁０．３７

０．１４
０．１３

０．７０（０．５３—０．９２）０．０１２
１．４５（１．１２—１．８７）０．００５

玩乒乓球０．３０

０．０９

１．３５（Ｉ．１３—１．６１）０．００１

曾被宠物伤过０．３４
０．２０
会游泳相对于不会游泳
会游一点儿相对于不会游泳０．３２
一０．３８
从没被威胁相对于经常受威胁

０．０９

１．４１（１．１９～１．６６）０．０００

０．０９
０．０９

１．２２（１．０２—１．４６）０．０３３
０．０００
１．３８（１．１６～１．６３）

０．１７

０．６８（０．４９—０．９４）０．０２ｌ

一Ｏ．３７

０．１７

一０．２８

０．０８

０．６９（０．４９—０．９７）
０．７６（０．６５—０．８８）

Ｏ．０３３

０．０１

０．００

１．０１（１．ｏｏ～１．０１）

ｏ．ＯＯｌ

ｏ．４３

ｏ．１３

喜欢爬高玩耍０．２７

０．１２

１．５３（１．１９—１．９７）０．００１
１．３１（１．０５～１．６５）０．０１９

曾被宠物伤过０．３１

０．１２

１．３７０．０７～１．７５）０．０１２

会游泳０．２５

０．１２

１．２９（１舵一１．６３）０．０３４

家庭和睦

０．５１（０３ｌ一０．８３）０．００７
１．５３（１．０７～２．１９）０．０１９

家庭关系和睦相对于经常有家庭矛盾
住房性质

学生伤害知识ｇ扮＜６０分卡既寸于＞９０分

ｏ．ｏｏｏ

重要作用ｎ引。提示，学生伤害防制不能仅
停留在对学生的知识教育，应更注重学生
危险行为的改变并加强对家长的伤害认知
宣传。本研究分析显示父亲饮酒是多发性
伤害的危险因素，国内也有相关的报道ｎ引；
而从没被威胁过、家庭关系和睦、自有住房
是伤害的保护冈素，提示良好的家庭社会环
境有利于防制民工子弟学生伤害的发生。

多发性伤害

独自上路骑车

一０．６８

０．２５

父亲经常饮酒０．４３
父亲偶尔饮酒０．３４

０．１８
０．１ ５

１．４１（１．０４—１．９１）０．０２７

住自有房

０．１７

０．６５（０．４７～０．９０）０．００９

一Ｏ．４４

跌伤
性别：男０．３３１

４．３５３

１．３９５（１．０２２～１．９０４）０．０３６

ｌ

９．０５０

０．３９１（０．２１３—０．７１８）０．００２

ｌＯ～１２岁０．６０５

９．７１３

年龄：６—９岁

一０．９３

１．８３４（１．２５４—２．６８３）０．００２
３．８７８ ０．４９３（０．２４４。０．９９７）
Ｏ．０４９

父亲大学以上文化

一０．７０６

母亲大学以上文化

Ｏ．７７０

３．９７７

２．１５１（１．０１０—４．５８５）

一１．２９４

４．２１３

家长认为伤害难免０．２６９
触电

４．２００

Ｏ．２７３（０．０７９～０．９３９）０．０３９
ｏ．０４２
１．３０６（１．００９～１．６９０）

坐公交车上学

性别：男

年龄：６～９岁
１２～１４岁

Ｏ．００９
１．９７２（１．１８９～３．２６９）
０．３２９（０．１２０—０．９０４）０．０３１
４．０２９ １．９９ｌ（１．０１６—３．８９９）
ｏ．０４５

ｏ．６７９

６．９２２

一１．１１ｌ

４．６５０

１０一１２岁０．６８８

Ｏ．０４７

１．００３

１０．６７０

单亲家庭
母亲文化：高中

一０．９６９

３．９８７

一１．０１９

５．４２４

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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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自有房
家长经常担心孩子发生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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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ｐ生。２００６，２２（３）：３６３—３６５．

小学生非致死性溺水流行特征分析．中华流行病学
杂志，２００８，２９（４）：３２５—３２８．

［１５］郭书芹，孙业恒，范哑平，等．家庭因素对儿童伤害
相关行为的影响．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４，２５（３）：
２１８—２２０．

［１６］李丽萍，黄哥．伤害儿童的父母其相关因素的病例
对照研究．疾病控制杂志，１９９９，３（４）：２５６—２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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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０９一叭一１３）

学生伤害知识得分６０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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