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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预防与控制·

中国因伤害导致残疾的流行病学研究
代金芳王声滂
【摘要】

王畅赵国香董晓梅

目的了解中国岗伤害导致残疾的流行病学现况。，方法利用２００６年第二次全周

残疾人抽样调杏数据，提取闪伤害导致残疾的数据资料进行统计描述与分析，采用聚类分析进行
地区Ｉ’日１比较。结果全同因伤害导致残疾的现患率为９９．６８／万，占总体残疾人的１５．５９％。残疾类
别以肢体残疾最高（６５．５９％），其次是听力残疾（２３．３５％）、智力残疾（４．８６％）、视力残疾（４．７ｌ％）和
言语残疾（１．４９％）。残疾等级以四级、三级为主，分别占到５５．１４％和２５．８３％。凶伤害导致残疾的
现患率在不同年龄组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７（２＝２３ １０６．１４，Ｐ＜Ｏ．００１），年龄越高。因伤害导致残疾
的现患率越高。男性高于女性（１２８．３５／万和７０．２３／万；Ｘ２－－２１６１．７４。Ｐ＜０．００１）。聚类分析将全国３１
个省因伤害导致总残疾的现患率分为５类。其中第５类地区（四川）与第４类地区（湖南、重庆、贵
州、宁夏）因伤害导致的残疾问题突出。结论我国因伤害导致残疾人群发牛率约为１０００／１０万。
因伤害导致残疾的类别中以肢体残疾和听力残疾为主。高龄、男性的闪伤害导致残疾危险增高，
不同地区闪伤害导致残疾情况不同。

【关键词】伤害；残疾；现况调查；聚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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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每年至少有３亿人发生一次以上伤害，

终生残疾…。我圈每年约有７０万～８０万人死于各

其中１５００万人遗留不同程度的功能障碍，８００万人

种伤害，占死亡总数的ｌｌ％，居死因顺位第５位乜］。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ｄ．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０．１０．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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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由于其高发生率和高敏残率消耗着大量的卫
生资源¨１，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
问题。至今很难检索到国家或地区有关因伤害导致
残疾的确切数字；如美国疾病预防控制巾心（ＣＤＣ）

的ＷＩＳＱＡＲＳＴＭ系统仅将伤害结局分为致死性和非

巾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ｌＯｆｔ第３ｌ卷第ｌＯ期Ｃｈｉｎ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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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死性两类“，无从了解因伤害导致残疾的具体情

残疾最多，占６５．５９％；其次为听力残疾，占２３．３５％；智

况；我国的医院伤害监测资料也不能获得这些数字。

力残疾和视力残疾分别为４．８６％和４．７１％；言语残疾

本研究利用第二次全围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我

仅为１．４９％。因伤害导致残疾的等级以四级和三级

围因伤害导致残疾的发生现况与流行病学特点。

为主，分别占到５５．１４％和２５。８３％（表１）。
表１全国因伤害导致残疾人群的残疾类别

资料与方法

与残疾等级的构成

１．资料来源：在２００６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

调查的数据库巾提取因伤害导致残疾者的资料。第

残疾等级

残疾
类别

一级＿级

视力残疾３１１（２５．５１）１１３（９．２７）

ｉ级
１２４（１０．１７）

【Ｔｑ级

合计４

６７１（５５．０５）ｌ ２１９（４．７１）

二次全同残疾人抽样调查是采用分层、多阶段、整群

听力残疾１４５２（２４．０１）７４５（１２．３２）２２６０（３７．３７）ｌ ５９１（２６．３１）６０４８（２３．３５）

概率比例三级抽样方法，在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

言语残疾１８５（４７．８０）６２（１６．０２）

市，以下略）抽取７３４个县（市、区），２９８０个乡（镇、街

肢体残疾５７２（３．３７）１０９４１６．４４）３８４４（２２．６３）１１ ４７５（６７．５６）１６ ９８５（６５．５９）

道），共５９６４个调查小区，平均每个调查小区４２０人
左右，共调查７７１ ７９７户，２

５２６

１４５人，调查的抽样

比是１．９３％。，样本具有良好的代表性‘５ｊ。问卷内容

７３（１８．８６）

６７（１７．３１）

３８７（１．４９）

智力残疾１６１（１２．８０）２３３０８．５２）３８８（３０．８４）４７６（３７．８４）ｌ ２５８（４．８０
合计４ ２６８１（１０．３５）２２４７（８．６８）６６８９（２５．８３）１４２８０（５５．１４）２５ ８９７（１００．ｏｏ）
注：”此处分析包括了多重残疾者，故样本合计有增大；括号外数
据为残疾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包括一般情况、残疾类别、残疾等级、残疾发现时间、

２．人群分布：

致残主要原因、残疾人活动和参与评定状况、康复建

（１）年龄：不同年龄组伤害残疾现患率的差异有

议与需求等。残疾评定标准和方法均按照第二次全
同残疾人抽样调查专家委员会重新修订的《第二次

统计学意义（ｆ＝２３ １０６．１４，Ｐ＜０．００１）。以组别作为
自变量，以现患率作为应变量，散点网发现两者存在

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残疾标准》及相关方法实施。

指数关系（图１），曲线回归结果为：ｙ＝１１．６０４＊ｅｘｐ

参与调查的调查员、医生等Ｔ作人员都经过严格培

（０．４６３木Ｘ）（Ｆ＝３２５．７９２，Ｐ＜０．０００１），Ｒ２＝Ｏ．９９４，ｅｘｐ

（０．４６３）＝１．５９，说明每，Ｉ：升１个年龄组，因伤害导致

训，调查实施中注重质量控制。

２．资料提取方法：根据调查问卷中的致残原因，

残疾的现患率增加５９％。在各年龄组残疾人中，

提取冈为伤害导致残疾者作为本次研究的资料来

２５～５４岁年龄段因伤害导致残疾的比重较大（表２）。

源，包括冈外伤、中毒导致的视力残疾，因药物巾毒、
外伤或意外伤害、噪声和爆震导致的听力残疾，冈脑
外伤、产伤、ＣＯ中毒导致的言语残疾。囚Ｔ伤、交通
事故、脊髓损伤、脑外伤、其他外伤和中毒导致的肢
体残疾，因产伤、工伤、交通事故、其他外伤、中毒和
过敏反应导致的智力残疾。
３．统计学分析：应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统计分析软件进
行分析，以统计描述方法了解因伤害导致残疾的一
般情况并计算各组现患率和构成比；利用）Ｃ２检验进

图１全同因伤害导致残疾现患率与年龄组的

行不同性别、年龄组间现患率的比较；用曲线回归分

曲线回归结果

析现患率与年龄组间的关系；采用Ｋ．Ｍｅａｎｓ聚类分

（２）性别：残疾人中男性占５１．５５％；女性占

析法进行地区问现患率比较，将距离作为相似性的

４８．４５％。６１。因伤害导致残疾的２５ １８０例中，男性占

评价指标，将样本进行归类比较。

６５．２５％，女性占３４．７５％。现患率分别为１２８．３５／万和

结

７０，２３历（Ｘ２＝２１６１．７４，Ｐ＜０．００１）；男性的五种残疾类

果

别现患率都高于女陛，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表３）。

１．现患率：全同第二次残疾人抽样涮查２

人巾，男性ｌ

３．地区分布

１３４人，发现残疾

（１）全国因伤害导致残疾的现患率：四川省因伤

人１６１ ４７９例，占全部调查人口的６．３９％。６。。其中因

害导致的总残疾现患率最高（１４９．３９／万），其次是贵

伤害导致残疾２５ １８０例，现患率为９９．６８／万；因伤害

州省（１３８．８２／万）；各地的肢体残疾和听力残疾现患

导致残疾者占调查全部残疾人的ｌ ５．５９％。

率均较高，重庆市的肢体残疾最高（１０３．２０／万），陕西

２８０

０１１人，女性１

５２６ １４５

２４６

伤害所导致的五种残疾（含多重残疾）巾，以肢体

省的听力残疾最高（３９．７７／万），吉林、湖南、四川３省

主堡堕鱼塑兰鲞查兰壁！Ｑ！！！旦篁！！查笙！！塑竺！垫！墅！堂竺！！！：竺塑堕！！Ｑ！里！塑！：！！！堕！：！旦
表２全国因伤害导致残疾人群的年龄别现患率（历）

表４全国因伤害导致残疾现患，卒（／万）

及构成比（％）

表３各种残疾类型中因伤害导致的残疾现患率的性别比较

注：４此处合计是ｌｊ｛伤害致残人群，不包括多重残疚

的视力残疾现患率较高（＞９．００／万）；北京、四川、陕
西和青海４省（市）听力残疾的现患率较高（＞３５．００／
万）；山西、福建和甘肃３省言语残疾的现患率较高
（＞２．５０／万）；湖南、重庆、四川和贵州省（市）肢体残
疾的现患率较高（＞９３．００／万）；新疆地区智力残疾的
现患率为１０．４３／万（表４）。

（２）聚类分析：对３１个省市因伤害导致残疾的

府２００８年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残疾人事

现患率作为聚类变量进行聚类分析，结果显示，我国

业发展的意见》指出，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改善残

因伤害导致残疾分为５类地区：第１类是上海、安徽、

疾人状况，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礼会和构建社会主

山东、广东、海南；第２类是北京、天津、山西、内蒙

义和谐社会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我国的伤害人

古、辽宁、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河南、广西、西

群中有２．１７％～４．５１％暂时性失能和０．１３％～１．１０％

藏、青海；第３类是河北、吉林、江西、湖北、云南、陕

致残ｎ］，全国每年至少有２亿～２．５亿人发生一次以

西、甘肃、新疆；第４类是湖南、重庆、贵州、宁夏；第５

上伤害，其中１００万人终生残疾，仅意外伤害每１０年

类是四川。５类别冈伤害导致残疾的现患率分别是

新增加残疾１０００万人，约占残疾增长人数的１／３。

３３．２８／万和１４９．３９／

然而伤害致残的机制、严重性、危害性、影响因素和

万。经单因素方差分析，聚类间现患率差异有统计

预防控制措施与社会关怀等问题至今仍没有被探

学意义（Ｆ＝１０８．４２，Ｐ＜０．００１）。

讨。长期以来，有关非致命性残疾状况的信息，在卫

７４．３２／万、９３．５９／万、１

１ ２．２７／万、１

讨

论

生研究领域一直被忽略哺Ｊ。
伤害导致的死亡、潜在减寿寿命、潜在工作损失

人口与发展是２ｌ世纪全球共同关注的重大问

对个人、家庭和社会产生巨大的经济负担。我国青

题。而人口素质问题在町持续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位

少年伤害有２．４６％伤后暂时性失能，０．８１％致残，残

置。残疾人是一个数量众多、特别需要关注的社会

疾率为４１０．４７／１０万。以此推算全国每年发生伤害

群体。我国有８３００多万残疾人，涉及２．６亿家庭人

的中小学生人数为４２５０万，其中因伤害暂时性失能

口。２００６年８月联合国通过《残疾人权利国际公

１０５万，残疾３４．５万一１。２００２年杨功焕等¨０１对我国４

约》，强调了残疾人的各项权利和监督机制。我国政

个农村社区２万家庭的人群进行询问调查后，估算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１０ｆｌ第３１卷第１０期Ｃｈｉｎ

出每１００例伤害中，有６例发生功能障碍和残疾，
ｌ例死亡；２００４年那军等‘１¨对辽宁省１８ ５８３名居民

伤害情况进行调查，结果伤害致残率为０．８４％，且城
市高于农村。本次研究借助于全国第二次残疾人抽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伤害监测Ｔ作的通知．北京：巾华
人民共和国卫生部，２００５．

［３］Ｗａｎｇ

均人户调查获取，调查对象的残疾类另Ｕ与残疾程度
好。经统计，我国总的因伤害致残率为９９．６８／万，即

［４

６

ｏｎ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ｓ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０５，２６【８）：５６９—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ｔｈｅ

ｏｎ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ｅＵ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３：

第■次全国残疾人抽样凋查办公室．第二次全围残疾人抽样调
查资料．北京：中圉统汁ｍ版丰十，２００７．３：４３．
［７］Ｍａ ＷＪ，Ｄｅｎｇ Ｆ，Ｄｅｎｇ ＨＨ。ｅｔ ａ１．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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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 ｌ 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马文军，邓峰，邓惠鸿，等．广东省居民伤害流行特征及其疾病
负手Ｈ研究报告．广州：广东省经济ｍ版社，２０１０．
【８

Ｈｏｕ

ＴＪ，Ｍｅｎ Ｂ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０１．１８（２）：６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侯铁军。门伯媛．生存质量与疾病预后的研究进展．国外医学
（社会跃学分册），２００１，１８（２）：６７．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三角洲的调查显示男性因伤害导致残疾的危险明显

ＳＹ，Ｇｕｏ Ｃ，Ｌｕ ＧＰ，ｅｔ ａ１．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ｊｕｒ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ｏ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ｙｏｕｎｇ ａｄｕｌｔｓ．Ｃｈｉｎ Ｊ
Ｐｒｅｖ Ｍｅｄ，２０００．３４（４）：２０３—２０５．（ｊ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Ｗａｎｇ

驾驶、建筑、矿工等暴露的机会高于女性，说明男性
是因伤害导致残疾预防中的重点人群。全国３１个

土声滂，郭畅，卢天平，等．Ｊ，东省四城巾Ｉ青少年伤害发生现况

省、自治区、直辖市肢体残疾和听力残疾现患率均较

及其社会经济损失．中华预防医学杂志．２０００，３４（４）：２０３—２０５．
１０

Ｙａｎｇ

ＧＨ，Ｍａ

ＪＭ．Ｗａｎｇ ＬＪ．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ｉｎｊｕｒｙ ｉｎ ｆｏｕｒ ｒｕｒａｌ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０４。２５（３）：２０４－２０８．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 Ｊ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杨功焕，马杰民．乇黎君．四个农村地区人群伤害调查．中华流
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４，２５（３）：２０４—２０８．

现：四川的伤害残疾现患率最高，单独聚为一类；其
次是湖南、重庆、贵州、宁夏，聚为一类，因此加强伤

［１１］Ｎａ Ｊ。Ｙｕ ＣＹ，Ｆｕ ＺＧ，ｅｔ ａ１．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ｍｏｎｇ

因伤害导致残疾的现患率随年龄的增加而升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ｒｅａｓ

ｏｎ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ｏｆ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 Ｊ Ｄｉ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ｅｙ。２００７。１ １（４）：３５２—３５４．（ｊ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高，２５～５４岁年龄组是冈伤害导致残疾的雨点人

那军，于传友，富增国．等．辽宁省城乡居民伤害流行特征研究．

群。青年人多与工作、个性及危险暴露等因素有关，
性病及跌倒等原冈有关［１４］Ｏ冈此针对不同年龄段的

０—６

４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伤害导致肢体残疾所占的比例增加了３倍。在黄河

中年则与骨质疏松、身体机能自然衰退、心脑ＩｆＩＬ管慢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Ｓｕｒｖｅｙ

体残疾人数所占比例（２９．７５％）远高于１９８７年第一

害监测与干预是该类地区的当务之急。

Ｊ

ｉｎ ａｇｅｄ

Ｃｏｍｐｉｌｅ．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

其他外伤）。２００６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肢

高，重庆的肢体残疾高达１０３．２０／万。聚类分析发

ｂ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ｔｏ

王晓华，曲成毅，施继良。等．北京市０～６岁儿童百类残疾现状
和影响岗素ｉ｜爿查．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５，２６（８）：５６９—５７３．

体残疾占全部肢体残疾人数的３５．３５％，高于１９９３年

高于女性，ｌ副；男性从事于危险行为和高风险行业如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
５７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位置（６５．５９％），其次为听力残疾。因伤害导致的肢

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７．１６％）。在２０年中因

ｉ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Ｗａｎｇ ＸＨ。Ｑｕ ＣＹ。Ｓｈｉ几．ｅｔ ａ１．Ａ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伤害对人民健康的巨大威胁。

界定仪限定于外伤有关（含工伤、交通事故、战伤及

ｏｕｒ

Ｉｎｊｕｒｙ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ＷＩＳＱＡＲＳＴＭ）．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１３亿人口中有近１３００万人因伤害导致残疾，反映了

民政部公布的２６．１４％［１ ２｜，这可能与民政部对伤害的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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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１００个人中就有１人因伤害导致残疾，推算全国

伤害导致的五种残疾类别中以肢体残疾占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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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１９９７，１８（３）：１３１一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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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全同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代表性强，所有信息
均得到科学的评价和严格的质量控制，数据质量较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１０

ｉｎｊｕｒｙ．Ｃｈｉｎ Ｊ 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０２．１ ８（１０）：１１ ５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ｊ｝『滂．应该把伤害纳入疾病控制１＝作．中国公共卫生，２００２，
１８（１０）：１１５６．
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ｆｉｃａ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ｒｉｅｓ Ｏｕ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ｔｏ
Ｉｎｆｏｍｌ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ｊｕｒ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ｌｌ ｏｆ ｔｈｅ

样调查数据库，以确诊的残疾人为对象，重点分析我
国因伤害导致残疾的流行现况。本次研究的数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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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疾病控制杂志．２００７，１１（４）：３５２—３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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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策略和措施不同，青壮年应以预防工伤等职业

巾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中国肢体残疾人资料．北京：中国社
会出版社，１９９３：２４６—２５１．

伤害和交通伤害为主，老年人则需加强保健，防止跌

１３】Ｌｉ ｚＨ，Ｚｈａｏ ｚＴ，Ｂｏ ＱＧ，ｅｔ ａ１．Ａ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ｉ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ｏｆ Ｈｕａｎｇｈｅ Ｄｅｌｔａ ｒｕｒａｌ

倒和冈病致残。在伤害导致的残疾等级中过半数属
于轻度，其次是中度，而重度和极重度残疾所占的比
例较小，说明冈伤害导致残疾的群体中多数还是具
有一定的生活和Ｔ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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