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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预防与控制·

湖北省麻城市１ ９７４－－２００８年伤害死亡的
长期趋势分析
刘筱娴李激张德楷陈辉沈敏
【摘要】

目的分析湖北省麻城巾．１９７４－－２００８年伤害死亡长期变化趋势、分布特点和疾病

负担。方法利用麻城市自１９７４年起建立的四级报告网络系统，对历年伤害死亡资料进行审核
和整理，描述３５年来伤害的死亡水平和主要死亡原岗，并计算伤害导致的去死岗期望寿命和潜在
寿命损失年，以及伤害死亡和寿命损失占总死亡的比例。结果麻城巾‘３５年伤害死亡率为６２．６４／
１０万至１５４．９７／１０万，其巾男性为６９．１６／１０万～１６３．８６／１０万，女性为５５．３４／１０万一１５７．３５／１０万，男
性高于女性。婴儿组的年平均伤害死亡牢最高，达７７０．１３／１０万。伤害死亡率的地形分布以丘陵
地区最高（３７．０３／１０万），山区次之（３３．６６／１０万），平原地区较低（３１．４３／ｉ０万）。伤害死亡的前五位
死风为自杀、淹溺、意外窒息、交通事故、意外跌落，共占伤害总死亡的８４．２６％。其巾以自杀为最
高，占伤害总死亡４８．１４％。伤害是儿童和青年的主要死因，在１５～２９岁年龄段伤害死亡占全死因
比例最高，男性和女性分别为５９．３８％和６２．２６％。去伤害死亡期望寿命逐年提高，因伤害导致的潜
在寿命损失年逐年下降。结论麻城市伤害死亡率近１０年虽有明显下降趋势，但仍处于较高水
平；伤害主要死亡原闪变化不大，各年段、年龄、性别、地形分布均以自杀为主，近年来交通事故的
死亡率明显上升。

【关键词】伤害；死亡；期望寿命；潜在寿命损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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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及其死亡的发生是与人类社会环境和个人

次（一般在当年７月和次年１月），并写出报告，全年

心理行为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严重威胁

汇编，每次以乡级报告人员为单位，集『｜｜在市卫牛局

人类健康与生命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据ＷＨＯ报

进行资料检台、核对、统计整理，保证资料的完整、可

告＾ｌｊ，全球２００２年死于伤害的人数高达５１７万，而因

靠。主要进行描述性统计年度比较分析。鉴于３５

其导致短暂或永久性的不良后果及残疾者更不计其

年时间跨度较长，为避免每年数据不稳定，本研究以

数，因此预防和控制伤害已受到各国日益高度重视。

每５年数据为１个单位，分析历年伤害的死亡变化趋

本研究对湖北省麻城市３５年来伤害死亡的资料进行

势和疾病负担。统计方法应用Ｅｘｃｅｌ软件，计算不同

分析，探讨其长期变化趋势和对期望寿命的影响。

时间段、性别、年龄、地区地形伤害类型的死亡率、伤

资料与方法

１．资料来源：１９７３年卫生部和公安部联合通
知，指定麻城县（现改为市）开展“居民病伤死亡报
告”试点工作。据此，同济医学院与该市卫生局合

害死亡占总死因的比例、全死冈期望寿命、去伤害死
因期望寿命、伤害死亡减少的寿命年数、减少寿命百
分比等指标。
结

果

作，在１９７４年１月始建立全市死亡登记报告制度（凡

１．伤害死亡率变化：

该市居民死亡者，随即登记，不漏一人，定期逐级上

（１）各时间段性别死亡率：３５年中伤害平均死

报统计），并坚持至今。本研究资料源于此死亡登记

亡率为１１２．２０／１０万，其中男性１１３．７０／１０万，女性

报告，即从１９７４年１月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共３５年死亡

１１０．５６／１０万（表１）。在伞死冈中，其顺位男性居第

数据资料。

２～５位，女性在第２～４位，男性在全死因中占

２．质量控制：调查由麻城市卫生局负责组织，同

１１．３４％～１８．２１％，女性占１０．８ｌ％～１７．４９％，男性以

济医学院相关人员指导，调查人员参加培训，组织以

１９７４—１９７８年占比例最高，女性以１９７９—１９８３年最

卫生人员为主体的死亡登记专业技术队伍。调台采

高。１９７４—２００８年男女性别死亡率均有下降趋势，

用统一登记表格，对死者按统一设计的登记表逐项

男性下降５７．７９％，女性下降６０．１１％。

填写，包括一般项目、特征、死亡原冈、死亡前后状况

（２）性别、年龄别死亡率：婴儿组、幼儿组死亡率

表现或症状。建立四级报告网［大队（村）卫生室－÷

最高，男性分别为７２９．３３／１０万、１２０．６４／１０万，女性为

管理区（乡）卫生所＿区（片）中心卫生院＿市卫生局

８１６．９８／１０万、１０４．３３／１０万，男女性比例为０．８９和

信息科］，逐级上报。对上报资料建立严格审核制

１．１６。在５～１４岁时有所下降，以后随年龄增大男女

度，以乡卫生所为单位，每月底召开村卫生员汇报

性伤害死亡率有逐渐上升趋势，与全死因成正相

会，收集死亡登记表，严格审查核对每张登记表的质

关。１～４９岁死因顺位均是该年龄组第一位，尤其

量，发现问题即时解决，确保无误。

３．统计学分析：每６个月进行小结，全年总结一
表１

１５～２９岁组男性有５９．３８％死于伤害，女性有
６２．２６％，说明伤害是儿童和青年的主要死因（表２）。

１９７４－－２００８年湖北省麻城市各时间段伤害全死因、性别死亡率（／ｌＯ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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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窒息有明显下降（图１）。

ＩＣＤ一１０方法分类，该市伤害类型死亡有１３种（表

（４）不同地形地区伤害类型死亡率：该市３种地

３），其中前五位死因均为自杀、淹溺、意外窄息、交通

形（丘陵、山区和平原）伤害死亡率（／１０万）分别为

事故、意外跌落，其死亡率（／１０万）男性分别为

３７．０３、３３．６６和３１．４３（表４）。死亡类型中自杀均为

４９．５ｌ、１９．４８、１３．１９、９．６７和６．８７，占全部伤害死亡的

伤害第一位，分别占伤害死亡的５０．６２％、６１．６４％和

８２．５０％。女性分别为６４．６０、１４．４９、１３．２７、４．１８和

５３．９２％，前五位死因平原地区占８６．４６％，丘陵地区
占８７．８９％，山区占８５．４０％。交通伤害死亡率平原最

２．９０，占全部伤害死亡的８６．３５％。
表３

高，为１０．４７／１０万，山区意外跌落明显高于平原和丘

１９７４－－２００８年湖北省麻城市伤害类型

陵地区。

性别死亡率（／１０万）

２．疾病负担分析：
（１）１９７４—２００８年去死因期望寿命损失分析：
３５年间男女性期望寿命均逐年增高，因伤害死亡减
少的期望寿命除在１９７４—１９７８年和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
２个时问段男性高于女性外，其余各时间段均为女
性高于男性（图２）。总体上，女性伤害导致的期望
寿命损失大于男性。但近年来，男性伤害导致的期
望寿命损失大于女性。
（２）１ ９８４－－２００８年潜在寿命损失（ＹＰＬＬ）分析：２５

年间伤害导致的ＹＰＬＬ在男性和女性中均呈下降趋
势，男性从４７８３人年／１０万下降到１８６４人生ｌｚ／１０万，女
性从５４１２人匀Ｚ／ｌＯ万下降到１２７３人年／ｌｏ万。伤害导
１９７４—１９８３年和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２个时间段第

致的ＹＰＬＬ占总死亡ＹＰＬＬ的构成比亦呈下降趋势，

一位死因均为自杀，其死亡率（／１０万）男性分别为

男性和女｜生分别从２９．０６％和３５．６８％下降到２５．０７％和

５６．２６和２８．３３，女性分别是６３．０７和３７．８９。男女性

２４．９７％。除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伤害导致的ＹＰＬＬ男性高

自杀仍持续第一位，交通伤害有上升趋势，淹溺和意

于女性外，其余各时间段均为女性高于男性（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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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年的伤害死亡顺位前五位是自杀、

１９８４－－２００８年湖北省麻城市不同地形地区伤害类型死亡率（／ｌｏ万）

淹溺、意外窒息、意外跌落和交通事
故，共占伤害总死亡的８４．２６％；
１９９１—２０００年伞国疾病监测系统中
伤害死亡前五位是交通事故、自杀、淹
溺、意外中毒、意外跌落，占全部伤害
死亡的７０％左右一］。
１９９５一１９９９年我国自杀率为２２．２／
１０万，每年死于自杀约２５万人一Ｊ。麻

城市１９７４—２００８年自杀平均死ｆ率
５６．７５／１０万，占伤害全部死因的
４８．１４％，女性高于男性。这与西方国
家自杀的男女性别比（３：１）显然不同，
在我国女性自杀高于男性是伞球特有
的状况ｂ］。
本调查伤害在人群中呈现的总体趋势和特点
是：伤害死亡率、伤害在全死因中的顺位、因伤害导
致的期望寿命损失、ＹＰＬＬ等指标在该市３５年问均
呈下降趋势，说明伤害对人群健康的威胁逐渐减
轻。但是，伤害导致的ＹＰＬＬ占总死亡ＹＰＬＬ的构成
比仍接近２５％，说明伤害导致寿命损失的严重程度
仍高居不下，伤害仍然是儿童、青少年人群的首位死
图２
表５

１９７４－－２００８年湖北省麻城市伤害期望寿命损失分析

因。近年来男性伤害导致的ＹＰＬＬ及其占总死亡

ｉ９８４－－２００８年湖北省麻城市冈伤害死亡导致的

ＹＰＬＬ的构成比均大于女性，说明伤害对男性“早

寿命损失

死”的威胁程度已超过女性，这可能是凶近年来男性
交通事故死亡率急剧上升所致一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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