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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手术覆盖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ｆ＝ｏ．１０，Ｐ＞０．０５），白

的白内障盲人社会负担率，加重了社会、家庭及个人的负担。

内障盲人社会负担率在不同性别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
１４．４０７．Ｐ＜０．０５），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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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增长其盲人社会负担率明显提高，老龄化必加剧该人群

（本义编辑：张林东）

中国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高血压相关知识和行为调查
杨丽瞿群崔颖杨瑞韩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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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已成为当前
威胁我国中老年人健康与生命的主要疾病。２００２年“中国居
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报告”中指出：我国≥１８岁成年人高
血压患病率为１８．８％，而人群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
仅为３０．２％、２４．７％和６．１％。为了解农村居民高血压相关知

识和行为水平及二者关系，本研究于２００８年ｌＯ一１１月在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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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青海、山西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１６个县４２个乡镇进行
抽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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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卫生部一嘉道理慈善基金会“农村社区健康促进项目”

１．对象与方法：调查对象为卫生部一嘉道理慈善基金会
“农村社区健康促进项目（１１）”甘肃、青海、山西和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的１６个项目县４２个项目乡中１５—６９岁农村居民

（ＣＨｌ００４）

５４８６人。其中高血压患者２３１例。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获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１３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国际

得调查对象。在每个项目乡抽取２个行政村作为调查村，然

合作项目部（饧丽、崔颖、韩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后在每个行政村中随机抽取２５户家庭接受调查，抽中家庭中

心（瞿群）；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杨焉；｝）

所有１５—６９岁农村居民均为调查对象。

通信作者：崔颖，Ｅｍａｉｉ：ｃｕｉｙ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ｗｃｈ，ｏｒｇ．ｃｎ

２．结果：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１年１月第３２卷第ｌ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调查对象一般特征：调查的５４８６名农村居民平均年
龄为３８．２７岁，其中男性占４４．２％．女性占５５．８％；文化程度以

初中（３９．５％）和小学（２４．８％）为主；职业构成以农业（５７。ｌ％）

·９７·

２０１Ｉ，ｖ０１．３２．Ｎｏ．！
１７．２％和１３．４％。
３．讨论：

（１）对高血压相关知识的知晓情况：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调查对象对高血压相关知识的知晓率大都在５０％以下，与文

为主；婚娴状况以在婚为主（８７．Ｏ％）。

（２）高血压知识知晓情况：统计调查对象对“高血压诊断

献报道的农村居民对高血压各项相关知识的知晓率在１５％一

标准”、“高血压会引起脑卒中”、“岛血压会引起冠心病”、“低

４０％之间相似…。同时，居民在对待高血压危险冈素的态度和

盐饮食对控制血压有益”、“适当运动对控制血压有益”、“规

行为上存在不一致现象，如知道低盐饮食对控制高血压有益，

范合理的药物治疗对控制血压有益”、“定期监测血压对控制

但是口味偏成者比例仍旧较高，可能与其饮食习惯和特征有

血压有益”、“心情愉快对控制血压有益”８个调查问题的知晓

关。说明调查对象对于最基本的高血压及其危险因素常识具

情况。结果可见，除了对“高血压会引起脑卒中”的知晓率高

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是准确性和全面性较差。

于５０％外，对其余阔题的知晓率均在５０％以下，其中对“高血
压诊断标准”知晓程度最低，仅为２．６％。

（２）相关行为方式：吸烟、饮酒等行为与高血压有关扭Ｊ】。
本次调查结果提示生活方式的指导和干预应是预防高血压

（３）居民相关行为方式分布：相对男性，女性吸烟、饮洒、

重要内容。同时，相对于健康以及还未知晓患病的居民。高

规律锻炼、口味偏咸的比例均较低（Ｐ＜０．０５），但健康体检的

血压患者规律锻炼和健康体检以及口味清淡的比例相对高

比例明显高于男性（尸＜Ｏ．０５）。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的居民，

些外，吸烟、饮酒、食用植物油的比例与其无明显差异，说明

其规律锻炼、健康体检的比例均高于健康及还未知晓患病的

高血压患者在患病后虽然有部分生活方式和行为发生改变，

居民（Ｐ＜０．０５）。口味偏咸的比例低于后者（Ｐ＜０．０５）。但吸烟、

但仍旧不明显。

饮酒、食用植物油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ｏ

（３）高血压相关知识与行为关系：本次调查结果显示。高

（４）影响高血压相关知识知晓的因素：采用非条件

血压相关知识知晓率是影响居民相关行为的主要因素之一，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同归分析调查对象对高血压相关知识知晓的影响因
素。经统计发现。影响调查对象对各问题知晓率的主要影响

视、收音机、宣传栏、医生、朋友和邻居，一方面反映了这些途

因素为文化程度、收入、婚姻状况、是否是高血压患者以及民

径是农村居民获得高血压相关知识的重要来源，同时也反

族等（表１）。
（５）居民相关行为方式影响因素：统计发现，影响调查
裹１高血压相关知识知晓的影响冈素分析

同时也发现，调查对象获取高血压相关知识的主要途径为电

映由于受到文化水平等冈素的限制．农村居民对获取健康和

卫生知识的其他途径，如网络等的利用率不高。
冈此．基于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建议综合采用健康教育
和健康促进为主导的预防措施。提高干预效果和效益一’。一
是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开展适宜的健康教育活动；二是充分发

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的作用．加强对农村居民的宣传教
育；三是有效的利用电视广播媒介，向农村居民系统传播健

康信息，最终实现提高农村居民的健康知识水平。改变健康
行为方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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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ｌａｔｅｄ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ｉ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者以及调查对象高血压相关知识知晓情况（表２）。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０４，２０（４）：３８６．（ｉｎ

（６）高血压相关知识的获得途径：分析发现．调查对象获
寰２调查对象相关行为方式的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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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 Ｊ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ｈｉｎｅｓｅ）

范彬．辖汝刚．农村居民高血压患病及相关知识、行为调查．中国
公共卫生．２００４．２０（４）：３８６．

［２］Ｘｉａｎｇ

Ｙ。Ｓｈｉ ＪＨ，Ｚｈｏｕ Ｌ，烈ａ１．Ｍｏｎｉｔｏｒ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 Ｊ
Ｐｒｃｖ Ｍｅｄ。２００１．３５（４）：２２８—２３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ｏｆ ｔｈｅ

向阳，石建辉．周岚，等．北京市城Ⅸ居民慢性病行为危险因素监
测，中华预防医学杂志。２００１，３５（４）：２２８—２３０．
［３］Ｓｈｉ ＨＭ。Ｇｕｎ ＪＬ，Ｌｉｕ ＪＭ，ｅｔ ａ１．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ｍｔｃ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ｓｉｎｇｈ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
Ｊ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０１．１７（３）：２５５—２５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石宏敏．郭建莉．刘静民。等．清华大学高知识人群高血压患病率
及其影响蹦察．中国公共１１生。２００１．１７（３）：２５５—２５６．
［４】Ｌｉｎ ＹＱ．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ｃｅ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Ｃｈｉｎ Ｊ Ｐｒｅｖ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Ｎｏｎ－ｃｏｍｍｕｎ

Ｄｉｓ．２０００．４（２）：８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林益强．高血压健康促进实践与评价．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

取高血压相关知识的前五位途径分别是电视、收音机、医生、
宣传栏和朋友或邻居。比例分别为７２．６％、３８．０％、２７．９％、

２０００．４（２）：８４．

（收稿口期：２０１０—０７—０８）
（本文编辑：张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