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流行！堂杂志２０１２争１月第３３卷第ｌ期Ｃｈｉｎ

·４２·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１

·现场调查．

北京市成年居民腹泻相关行为危险因素研究
马春娜吴双胜杨鹏李海月
目的

【摘要】

张奕黎新宇王全意

了解北京市成年居民腹泻相关危险行为。方法２０１０年１２月至次年１月．

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法从北京市东城、两城、海淀、昌平、怀柔、通州６个区抽取１３ ２８７名１８岁

以上居民作为调查对象．调查人口学特征、过去１年是否出现腹泻症状和腹泻相关行为等。结果
北京市居民过去１年腹泻症状报告率为１７．６％，城区和郊区分别为１６．８％、１８．２％。城Ⅸ不同年龄
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职业居民间腹泻症状报告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尸＜０．０５）。“生食海产品或
淡水产品”、“使用砧板或刀具加工食物时生熟不分”、“不经常锻炼身体”等行为是城区居民腹泻的
危险因素，ＯＲ值（９５％ＣＩ）分别为１．２６（１．０７一１．４８）、１．３７（Ｉ．１６。１．６３）、１．３８（１．２０一１．５９）。郊区不
同性别、不同年龄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职业居民问腹泻症状报告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饭前便后不洗手”、“生食海产品或淡水产品”、“使用砧板或刀具加工食物时生熟不
分”、“不经常锻炼身体”等行为是郊Ⅸ居民腹泻的危险网素，ＯＲ值（９５％ＣＩ）分别为１．８５（Ｉ．５１～
２．２５）、１．３９（１．１７—１．６７）、１．４４（１．２４一１．６７）、１．４６（１．２７一１．６７）。结论北京市郊区居民腹泻报告
率高于城Ⅸ，腹泻的发生与不良卫生习惯、饮食习惯及未进行适度体育锻炼等行为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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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泻与不健康生活习惯和行为密切相关…。本

２９岁２７０５人（２０．８％），３０—３９岁２５４７人（１９．５％），

研究对北京市成年居民进行调查，以了解其腹泻发
病现况及其相关危险行为。

４０一４９岁２６０５人（２０．０％）。５０～５９岁２６４９人

对象与方法

（２０．３％），≥６０岁２５２９人（１９．４％）；③文化程度：不识
字或识字很少３８７人（３．０％），小学１４１８人（１０．９％），初

１．对象：由于未检索到北京市１８岁以上居民腹

中３６７８人（２８．２％），高中／职高／中专３６９６人（２８．４％），
大学及以上３８４３人（２９．５％）；④职业：农民、企业或公

泻症状报告率等数据，本研究将兀定为５０％，以达到

司职员、离退休人员所占比例较高，分别为３８２８人

最大样本量，允许误差６＝０．１兀，取９５％ＣＩ，№＝１．９６，
复杂抽样的设计效应ｄｅｆｔ＝１．５，根据样本量计算公

（２９．４％）、２１ １７人（１６．２％）、２０４０人（１５．７％）；⑤地区：

城区６４３１人（４９．３％），郊区６６０４人（５０．７％），见表ｌ。
２．腹泻症状报告率：总体为１７．６％，城区和郊区

式，每层应抽取５７６人。考虑城郊、年龄（１８～２９、
３０。３９、４０～４９、５０～５９、≥６０岁）和性别等分层因

居民分别为１６．８％和１８．２％，郊区高于城区（Ｐ＜

素（共２０层），应调查样本量为１ｌ ５２０人（５７６人／

０．０５）。城区各年龄组报告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层×２０层），考虑调查问卷回收率和填写差错，实际

（Ｐ＜０．０５），其中１８—２９年龄组报告率最高

调查样本量扩大１０％左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至次年１

（１９．６％）；不同文化程度组间报告率差异有统计学意

月，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分别选取３个城区和

义（Ｐ＜Ｏ．０５），其中不识字帜字很少组报告率最高

郊区，每个区选取５个乡镇或街道，每个乡镇或街道
选取５个居委会或村作为调查点，每个调查点用系

（２９．２％）；不同职业组间报告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统抽样法抽取约８６人进行调查。

同性别、各年龄组、不同文化程度组间和不同职业组

２．方法：采用人户问卷调查方式，经统一培训的
调查员向调查对象说明调查目的、意义和要求后，由

间报告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ｌ。

调查对象自行填写问卷；对于阅读有困难的调查对
象，由调查员帮助其填写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基本

（Ｐ＜０．０５），其中农民报告率最高（２８．１％）。郊区不

３．腹泻症状相关行为单因素分析：城区居民饭
前便后洗手（每次或基本洗）者腹泻症状报告率低于
不洗手（有时洗、几乎不或从不洗）者，但差异无统计

情况（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过去１年是否
出现腹泻症状及可能与之相关的行为（饭前便后洗

学意义（Ｐ＞Ｏ．０５），而在郊区居民中饭前便后是否洗
手报告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城区、郊区

手与否、洗手方式、是否生食海产品或淡水产品、使

居民中用流动水加肥皂／洗手液洗手居民报告率均低

用砧板或刀具加工食物时是否生熟分开、涮羊肉时
是否用单独筷夹生肉、经常锻炼身体与否）。相关定

于使用其他洗手方式居民、生食海产品／｛炎水产品居

义：腹泻指每日＞／３次稀便或水样便心１；正确的洗手

砧板或刀具加Ｔ食物时能做到生熟分开居民报告率

方式指使用流动水和肥皂洗手ｂ１；经常锻炼身体指

均低于不能做到生熟分开居民、涮羊肉时用单独的筷
夹生肉居民报告率均低于不用单独工具居民、经常锻

每周身体活动３次以上，每次活动时间为３０

ｍｉｎ以

上，且每次活动强度为中等程度以上【４】。

３．统计学分析：使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软件建立数据
库后进行数据双录入，并进行逻辑检查。使用ＳＰＳＳ
１６．０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 ｆ检
验、趋势ｘ２检验比较不同组间腹泻症状报告率，Ｐ＜
Ｏ．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以过去１年是否出
现腹泻症状为因变量，以各种影响因素为自变量，进

民报告率均高于不生食海产品／ｊ炎水产品居民、使用

炼身体居民报告率均低于不经常锻炼身体居民，以上
５种行为之间报告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城区和郊区居民中是（每次或基本会）、否（有

时会、几乎或从不会）根据卫生条件选择就餐餐馆居
民报告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４．腹泻症状相关行为多因素分析：将可能与腹

行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自变量检验水准

泻症状相关的７项行为进行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年龄、教育水平、职业作为调整因素），城区居民共

进入的谊是０．０５，排除的谊是０．１０。

有３个因素进入模型，生食海产品／淡水产品居民出

结

果

现腹泻症状的风险是不生食海产品／淡水产品居民
的１．２６（９５％Ｃｌ：１．０７。１．４８）倍；使用砧板或刀具时

１．基本情况：共回收问卷１３ ２８７份，其中有效问

生熟不分居民出现腹泻症状的风险是生熟分开居民

卷１３ ０３５份，有效应答率为９８．１０％。①性别：男性

的１．３７（９５％ＣＩ：１．１６。１．６３）倍；不经常锻炼居民出

６２９５人（４８．３％），女性６７３２人（５１．７％）；②年龄：１８～

现腹泻症状的风险是经常锻炼居民的１．３８（９５％ＣＩ：

中华流行病糕２０１２年１月第３３卷第１期Ｃｈ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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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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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北京市成年居民过去１年腹泻症状的报告率

性别

男

３１０５（４８．３）

５３４（１７．２）０．５４９

文

３３２６（５１．３３

５４９（１６．５）

年龄（岁）１８—

１３０９（２０．４）

２５６（１９．６）１２．６３６

３０—

１２８０（１９．９）

１９４０５．２）

１２６７０９－２）２４８（１９．６）

２５４７（１９．５）４４２（１７．４）

４０一

１２９４（２０．１）

２０９（１６１）

１３１１（１９．９）２２１（１６．９）

２６０５（２０．ｏ）４３０（１６．５）

５０一

１３０６（２０．３）

２０２（１５．卸

１３４３（２０．３）２３０（１７．１）

２６４９（２０．３）４３２（１６．３）

６０—

１２４２（１９．３）

２２２（１７．９）

１２８７（１９．５）２２５０７．５）

０．４５９

３１９０（４８１３）５８１（１８．２）０．００３

０．０１３

２８９（４．５）

８．１４３

２７０５（２０．８）５３７（１９．９）１４．７８４

０．０８６

３８７（３．ｏ）８４（２１．７）２３３８５＜０．００ｌ

１０８９（１６．５）２１１（１９．４）

１４１８（１ ｏ．９）２９４．（２０．７）

儿３２（１７．６）

１９７（１７．４）

２５４６（３８．６）４６０（１８．１）

３６７８（２８１）６５７（１７．９）

高中／职高／中专

１９５４（３０．４）

２７９（１４．３）

１７４２（２６．４）３０２０７３）

３６９６（２８．４）５８１（１５．７）

大学及以上

２９２３（４５．５）４９７（１７．ｏ）

９２０（１３．９）１７３（１８．８）

２０１（３．１）４０（１９．９）３６Ａ１６＜ｏ．００ｌ

农民

２６３（４．１）

生产及运输工人

１８ｌ（２．８）

７４（２８．１）

２３５（３．１）４６（１９．６）

３８４３（２９．５）６７０（１７．４）
１５．９２６

０．１０２

４３６（３．３）８６（１９．７）１６．２８３

２２６５（４．１）６１ １（１７．１）
１５２（２．８）

３３（１８．２）

３３（２１．７）

３３３（２．６）

商业服务业人员

１２０（１７．９）４０９（１０．４）９４（２３．ｏ）

１０７８（８．３）２１４（１９．９）

１４０（１５．８）

１２３１（９舢

１９９（１６∞

３２３（２．５）

７０（２１．７）

医务人员
离退休人员

２０８（３．２）

１５９８（２４．８）

家务及待业人员４４９（７．ｏ）
其他
１９５（３．０）
合计

５５３（２４．３）１０５（１９．ｏ）

６６（１９．８）

２４８（１５．９）
３１（１４．４）

２１１７（１６．２）３５３（１６．７）

２１２（３．３）４５（２１２）４２７（３．３）

３４３（１３．８）５９（１７．２）

４５（２１．６）

１１５（３．２）

２５（２１．７）

２４０（１５．０）４４２（２４．８）９０（２０．４）
７６（１６．９）

７６（１７．８）

２０４０（１５．７）３３０（１６．２）

５３８（７．０）

９２（１７．１）

９８７（７．６）

１６８（１７．０）

３６（１８．５）４０（３．ｏ）

５（１２．５）

２３５（１．８１

４ｌ（１７．４）

６４３１（４９．３）１０８３（１６．８）

０．０９２

３８２８（２９．４）６８５（１７．９）

企业或公司职员１５６４（２４．３）
农民工
２１５（３．３）
６６９（１０．４）
公务员蓐列ｋ单泣＾、员８８８（１３．８）

０．００５

２５２９（１９．４）４４７（１７．７）
２．４３９ ０．６５６

５８（１９．习

初中

学生

０．６３４

６７３２（５１．７）１１７１（１７．４）

１３９“２１．１）２８１（２０．１）

文化程度不识字／识字很少８９（１．４）
２６（２９．２）３５．７３５＜０．００Ｉ
小字
３２９（５．１）８３（２５．２）

职业

６２９５（４８＿３）ｌｌ １５（１７．７）０．２２７

０．９５９

３４０６（５１．６）６２２（１８．３）

６６０４（５０．７）１２０５（１８．２）

０３５（１００．Ｏ）２２８８（１７．６）

１３

注：４构成比（％），６腹泻报告率（％）

…

用粤

每次或基本洗
有时洗、几乎不或从不洗
洗手方式

表２北京市成年居民腹泻症状与行为相关关系的单因素分析
城区

郊区

合计

应答人数。腹泻人数‘ｆ值Ｐ值

应答人数４腹泻人数６ ｆ值Ｐ值

应答人数４腹泻人数６ ｆ值Ｐ值

６０７１（９４．４）ｌＯｌ８（１６．８）０．４０２
３６０（５．６）
６５（１８．１）

５８６３（８８．８）１００３（１７．Ｉ）４３．９２２＜０．００１
７３８（１ １２）２００（２７．Ｉ）

１１

流动水加肥皂，洗手液４４７９（６９．７）７２０（１６．１）６２１５
其他
１９５１（３０．３）３６３（１８．６）
生食海产品，淡水产品
是
１３４６（ｍ９）２６２（１９．５）８Ａ１０
否
５０８１（７９．１）８２０（１６．１）

０．５２６

０．０１３ ２８４５（４３．２）４５８（１６．１）１５．８０３＜０．００１

３７４０（５６．８）７４５（１９．９）
０．００４

９３８（１４．２）

ｌ

９３４（９１．６）２０２１（１６．９）３６．０３６＜０．∞ｌ
０９８（８．４）
２６５（２４．１）

７ ３２４（５６３）１１７８（１６．１）２５．３４７＜０．００１
５ ６９１（４３．７）１１０８（１９．５）

２２４（２３．９）２３２７０＜０．００１

２２８４（１７．∞４８６（２１．３）２６．６１２＜０．００１
７３６（８２．５）１７９９（１６．８）

１０

５６５５（８５．８）９７９（１７．３）

使用砧板或刀具时生熟分开
是
台
涮羊肉时使用单独的筷夹生肉
是
宙

５２８１（８２．２）８３７（１５．８）２０．４４２＜Ｏ．００ｌ ４６６８（７３．８）７９５（１６．３）４６．４６０＜０．００ｌ
１１４７（１７．８）２４５（２１－４）
１７２５（２６２）４０＇４２３．７）
３２０６（４９．９）４８８（１５．２）１２．０４２
３２２３（５０．１）５９５（１８．５）

根据餐馆１Ｚ生条件选择是否就餐
每次或基本会４０９９（６３．７）６８３（１６．７）０１１９
有时会，几乎或从不会
２３３１（３６．３）３９９（１７．１）
经常锻炼身体。
是

１０

１４９（７７．９）１６３２（１６．１）６９．２４４＜０．００ｌ

２ ８７２（２２．１）６５４（２２．８）

ｏ．００ｌ

３３９２（５１．４）５６６（１６．７）１１．４６２
３２１０（４８．６）６３９（１９．９）

０．００１

６５９８（５０．６）１０５４（１６．ｏ）２３．１５５＜Ｏ．００ｌ
６４３３（４９．４）１２３４（１９．２）

０．６４０

３４２５（５２２）５９６（１７．４）
３１４８（４７．８）６０１（１９．１）

３３４６

０．０６７

７ ５３４（５７．９）１２７９０７．ｏ）３．５７０

２８９４（４８．８）４３９（１４．４）２５．５２５＜０．００１ ３５７２（６１．５）５１９（２３．３）４６．７６６＜０．００１

５

１２６（４３．７）１０７９（２１．０）６５．０７２＜０．００１

垒！！型塑２ １Ｑ！型！婴

ｊＬ—＝·—＝＝·—毒型迎丝塑型垃————■丝Ｑ墨卫翌逃：Ｑ！一一
注：“５同表１；‘每周≥３ ｄ，每天≥３０ｒａｉｎ，中等活动强度
１．２０．１．５９）倍，见表３。郊区居民共有４４＂因素进入

０．０５９

５ ４７９（４２．１）１００００８．３）

模型，其中饭前便后不洗手居民出现腹泻症状的风险

生熟分开居民的１．４４（９５％（７／：１．２４—１．６７）倍；不经常
锻炼居民出现腹泻症状的风险是经常锻炼居民的

是洗手居民的１．８５（９５％ｃ，：１．５１—２．２５）倍；生食海产

１．４６（９５％凹：１．２７～１．６７）倍，见表４。

品／｛炎水产品居民出现腹泻症状的风险是不生食海产
品／淡水产品居民的１．３９（９５％Ｃ／：１．１７一１．６７）倍；使用
砧板或刀具时生熟不分居民出现腹泻症状的风险是

讨

论

ＷＨＯ资料显示：２００４年腹泻病在死因顺位中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年１月第３３卷第１期Ｃｈｉｎ

Ｊ

·４５·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１

列第５位，造成２２０万人死亡，占总死亡人数

表３

北京市城区成年居民腹泻症状影响因素的
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的３．７％¨Ｊ。国内研究也显示肠道传染病仍是
行为危险阂素

口

是

Ｗａｌｄ值Ｐ值

ＤＲ值（９５％ｃｔ）

我国主要疾病负担之一，而腹泻是大多数肠道
传染病的常见症状旧引。北京市居民过去１年

生食海产品／淡水产品０．２３

Ｏ．０８

使用砧板，刀具时生熟不分０．３２

Ｏ．０９

１３．１３５＜０．００１

１．３７（１．１６．１．６３）

腹泻症状报告率为１ ７．６％，可见腹泻仍是影响

不经常锻炼身体

０．０７

２０．８４９＜Ｏ．００ｌ

１．３８（１．２０—１．５９）

表４北京市郊区成年居民腹泻症状影响因素的
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为密切相关。
腹泻的保护因素。一项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显示：

用肥皂洗手可以将腹泻发病风险降低至

１．２６（１．０７～１．４８）

Ｏ．００６

注：年龄、教育水平、城乡作为调整肉素

居民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调查结果显
示腹泻与卫生习惯、饮食习惯及体育锻炼等行
饭前便后洗手并采用正确的洗手方式是

０．３３

７．５４２

行为影响Ｊ月素

口

船

饭前便后不洗手

Ｏ．６１３

０．１０２

生食海产品，淡水产品

耽腻值Ｐ值

ＯＲ值（９５％Ｃ／）

３６．１８

＜Ｏ．００Ｉ

１．８５（１．５ｌ一２．２５）
１．３９（Ｉ．１７～１．６７）

０．３３２

０．０９１

１３．２５

＜０．００１

使用砧柳刀具时生熟不分０．３６６

０．０７６

２３．２８

＜０．００ｌ

１．４４（Ｉ．２４—１．６７）

不经常锻炼身体０．３７７

０．０６９

２９．７５

＜Ｏ．００１

Ｊ．４６｛１．２７—１，６７）

４２％。４７％ｔ ９｜。本研究显示城区和郊区分别有

９４．４％和８８．８％的人饭前便后洗手（每次或基

区居民则为１．４６倍，提示适度的体育锻炼有助于增

本洗），但城市和郊区分别有超过３０％和５７％的人洗

强机体的抵抗力从而减少腹泻的发生。

手方式（肥皂／、冼手液加流动水）不正确。因此应该
加强关于洗手相关的宣传，以达到有效预防腹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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