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年２月第３３卷第２期Ｃｈｉｎ

·１６０·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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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０～４岁儿童残疾发生现状：家庭环境的

支持效应分析
张蕾姜桂平陈功
【摘要】

目的探讨家庭环境（家庭经济条件、父母社会经济角色）对低龄儿童罹患残疾的

关联效应。方法从２００６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原始数据库中截取０～４周岁儿童及其
父母的信息形成新样本，总量为７３ ３９４个。应用ＳＰＳＳ １６．０软件，率或构成比的比较用ｆ检验，多
因素分析用ｂｉｎａｒｙ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结果残疾发生的风险在３岁前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升高
（０～４岁ＯＲ值分别为０．４７、０．６６、０．９０、１．５６和１．４７），与描述残疾现患水平的“累积”特性密切相关；
男童的残疾发生风险要高于女童（ＯＲ＝Ｏ．８２）；家庭收入越低子女残疾的发生风险则越高（家庭人
均收入≤６８３元，ＯＲ＝１．８０；＞１７２５５元，ＯＲ＝Ｏ．３４）；在父母同居的家庭中，子女残疾发生风险与父
母文化程度显著关联，如是否识字（父Ｐ≤０．００１，ＯＲ＝２．１８；母Ｐ＝０．０２，ＯＲ＝１．８２）和是否上过小
学（父Ｐ＝０．０５，ＯＲ＝１．５６）；父亲就业状况与子女残疾的发生关联不显著，而与母亲的就业状况则
显著关联（Ｐ＝０．０２，ＯＲ＝１．１９）。单因素分析显示，母亲是否为初婚、再婚均与子女残疾发生显著
关联，而与父亲是否再婚的关联显著，初婚则不显著。但在多因素分析中，无论父亲还是母亲的
婚姻经历均不再显著。结论家庭环境是影响低龄儿童残疾的直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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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岁以下儿童的健康状况是评价一个国家或地
区国民健康综合水平的重要指标，是衡量社会经济、

表１变量的界定、编码和说明
变量

编码

社会文明与卫生服务是否协调发展的重要指标，更

是否残疾
（子女、父母）

０＝否；１＝是

是构成未来人力资本的基础。据估计，全世界每年

性别（子女）

０＝男；１＝女

至少有３３０万５岁以下儿童死于出生缺陷，约有３２０
万儿童因未得到适当治疗而致残…。儿童残疾率的

说明
根据变量ｒ１５“属于何种残疾”
转换

民族（子女、父母）Ｏ＝汉族；ｌ＝其他
城乡（子女、父母）Ｏ＝农村；ｌ＝城市
家庭人均收入（元）≤６８３

虚拟变量，６８３元为农村居民

高低直接影响着家庭中各成员间彼此的关系乜，“，并

绝对贫困线（２００５年）

决定着家庭成员时间和经济资源分配以及社会医

虚拟变量，农村相对贫困标准
是６８４～９４４元（２００５年）‘

疗、公共卫生资源的配置ｎ＇“。儿童尤其是低龄儿童

在生理和心理上依赖父母哺］，而家庭环境影响将会

虚拟变量，２９４８元为调查中
农村地区平均人均家庭年收
入水平

奠定儿童未来的健康水平与最终成就ｎ＇８｜。因此，家

虚拟变量，７２５４元为调查中
城镇地区平均人均家庭年收
入水平

庭环境对于儿童健康的支持作用意义重大。本研究
将从家庭经济条件、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及角色等方
面，探讨家庭环境对低龄儿童罹患残疾的关联效应。
资料与方法

１．研究数据：为２００６年４月１日零时第二次全
国残疾人抽样调查（２００６年）的数据。调查采取分
层、多阶段、整群概率比例抽样方法，全国共调查
７７１

７９７卢２

５２６

１４５人ｏ

虚拟变量

≥７２５５

父母教育程度

不识字或未上过学虚拟变量
小学

虚拟变量

中学

虚拟变量

大学及以上

虚拟变量

家中是否有＞ｔ２个０＝否；１＝是
残疾人
父母婚姻状况

父母就业状况

初婚

虚拟变量

再婚

虚拟变量

未婚、离婚、丧偶

虚拟变量

１＝否；０＝是

２．研究对象：本研究主题为家庭环境对子女残
疾发生的影响，而家庭中又以５岁以下儿童对生活、

和１６ ７６２人（２２．８４％），相应残疾率分别为Ｏ．８８％、

经济和教育的依赖性最强。因此，本研究在２００６年

１．１８％、１．５３％、２．３１％和２．２１％。其中男童样本量为

调查原始数据库中截取０～４周岁儿童及其父母的
样本作为研究对象。

４０

３．变量界定及测量：选择原始数据库中Ｒ２项作
为第一层筛选变量，保留选择“户主”、“子女”、“配
偶”的样本确定家庭户中的亲子关系；再根据１１位
个人编码截取前１０位编码到户，根据相同户编码对

５６５人（５５．２７％），女童为３２ ８２９人（４４．７３％），残疾
现患率分别为１．８１％和１．４９％。汉族６０ ４３２人
（８２．３４％），其他民族１２ ９６２人（１７．６６％）。见表２。
表２

０～４岁儿童人口特征及其残疾现患率

金黑，燃、譬耋銎亭Ｐ值ｆ值ＯＲＮ（９５％ｃ，）
特征

（构成比，％）

率（％）

１“

‘４

户主、配偶、子女进行匹配；选择年龄０～４岁的子女
为最终样本，根据户主、配偶的性别确定子女的父母
亲，最终得到０～４岁的样本量为７３ ３９４人（其中残

疾儿童为１２２４人），占该年龄人口样本总量（１３７ ３５１
人）的５３．４４％。原始样本中０～４岁儿童残疾率为
１．５４％，最终样本该年龄儿童残疾率为１．６７％。其他
相关变量的界定、编码和说明见表１。
４．统计学分析：应用ＳＰＳＳ １６．０软件，率或构成
比的比较用ｚ２检验，多因素分析用ｂｉｎａｒｙ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模型。

２．家庭经济特征与儿童残疾现患率：在所有
结

果

１．样本人口特征与残疾现患率：选取样本中
０～４岁儿童的单岁样本量分别为１２ ８６０（１７．５２％）、
１４

２９５（１９．４８％）、１３ ９６０（１９．０２％）、１５ ５１７（２１．１４％）

样本中，有６９．８７％（５１ ２７８人）来自农村，３０．１３％
（２２ １１６人）来自城市，农村残疾率高于城市（ｚ２＝

４８．４８，Ｐ＜０．００１）。家庭人均年收入越低，残疾现患
率越高。住房来源类型与０—４岁儿童残疾率的关
联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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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２

３０．２３，Ｐ＜Ｏ．００１）；母亲婚姻状况中，“初婚”、“再婚”

０～４岁儿童家庭经济特征及其残疾现患率

均与子女残疾的发生有显著关联（ｘ２＝２２．７４，Ｐ＜
０．００１；）ｃ２＝１８．４９，Ｐ＜Ｏ．００１），“未婚、离婚、丧偶”（构
成比例不足ｏ．５％）的关联无统计学意义；母亲的民族
特征与子女残疾发生率的关联无统计学意义（）Ｃ２＝
２．８７，Ｐ＝Ｏ．１０）；母亲未就业的子女残疾发生率高于
就业者（ｆ＝５．１２，Ｐ＝Ｏ．０２），见表４。
４．与儿童残疾关联的多因素分析：本研究最终
进入模型的样本实际为与父母共同居住的儿童（ｎ＝
６８

７９２）。以０～４岁儿童是否残疾为因变量，以单因

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子女年龄、性别、家庭环
境和父母人口社会特征为自变量，导人ｂｉｎａｒｙ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结果除子女的年龄、性别与残疾发生有关
３．父母社会经济特征与子女残疾现患率：０～４
岁儿童与父亲共同居住的样本量为６９ ９１８人，与母

联外，家庭人均年收入、父亲文化程度（“未上过学”、
“小学”）、母亲文化程度（“未上过学”）、父母是否残疾、
母亲就业状况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５。

亲同住的样本量为７２ ２４１人。其中父亲超过７０％均

讨

接受中等以上的教育，以父亲“未上过学”的子女残

论

疾发生率最高（ｚ２＝１０５．７３，Ｐ＜Ｏ．００１），“大学以上”

本研究对象中有５４９例（４５％）为先天残疾，５５％

的子女残疾发生率最低（）Ｃ２＝３９．１７，Ｐ＜Ｏ．００１）；父亲

为获得性残疾（根据Ｃ４“致残原因”按照各类残疾“先

婚姻状况中，仅有“再婚”一项与子女残疾的发生有

天致因、获得性致因”进行分类‘掣），说明儿童出生前

显著关联（ｆ＝４．９７，Ｐ＝Ｏ．０３），“初婚”、“未婚、离婚、
丧偶”的关联均无统计学意义；父亲为其他民族的子

父母所处的环境和母亲孕期状况对低龄儿童罹患残

女残疾发生率高于汉族（岔＝４．６９，Ｐ＝Ｏ．０３）；父亲未
就业的子女残疾发生率高于就业者（ｘ２＝３．７９，Ｐ＝
ｏ．０５）。母亲接受中等以上教育不足６０％，其中“未上
过学”的子女残疾发生率最高（ｚ ２＝１８２．８１，Ｐ＜
０．００１），“大学以上”的子女残疾发生率最低（ｘ２＝

疾的关联程度较高，但该结果也是由于低龄人群获
得性残疾的累积时间（研究的存活时问）较少所致。
由于０～４岁低龄儿童对父母的依赖程度较其他年龄
段儿童更高，因此父母自身的社会经济特征、家庭的
经济条件对儿童后天残疾的发生有显著影响“０｜。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３岁前残疾发生的风险随

表４父母社会经济特征及其子女残疾现患率

教育程度
未上过学

２５３（３．２２、

４．３９

＜Ｏ．００

０５．７３

小学

１８

４２２（２６．３５、

２．１７

＜０．００

３８．１１

２．８７（２．３３～３．５４）
１．４７（１．３０～１．６６）

２２

２０２（９．９７）
６９９（３１．４２）

中学

４３

７９５（６２．６４）

１．４５

＜０．００

３４．９０

０．７１（０．６３～０．７９）

３７

４４８（７．７９、

０．６２

＜０．００

３９．１７

０．３５（Ｏ．２５～０．５０、

４

５２０（９６．５７）

１．６４

０．０６

３．６７

０．８３（Ｏ．６８～１．０１）６９ ９２３（９６．７９）

００３（２．８６）
３９５（Ｏ．５６）

２．３０

０．０３

４．９７

１．４０（１．０４～１．８９）

２．７８

０．１１

３．０２

０．０３

４．６９

１．７０（０．９３～３．１０）
１．１８０．０２～１．３７）

大学及以上
婚姻状况

２

５

初婚

６７

再婚

２

未婚、离婚、丧偶
民族
汉族

５８

５２０（８３．７０）

１．６２

其他
残疾

１１

３９８（１６．３０）

１．９０

１

否

６８

垂

１３．０６

２．５４（２．２１～２．９２、
１．２５（１．１１～１．４０）

８３０（５２．３７）

１．２６

＜Ｏ．００

７７．５５

０．６０（Ｏ．５３～０．６７１

５１０（６．２４）

０．６４

＜０．００

３０．２３

０．３７（Ｏ．２６～０．５４１

１．６２

＜０．００

２２．７４

０１６（２．７９）

２．８８

＜０．００

１８．４９

Ｏ．６０（Ｏ．４８～０．７４）
１．７８（１．３７～２．３３）

３０２（Ｏ．４２、

２．０２

０．６４

０．２３

１．２２（０．５４～２．７４）

０．１０

２．８７

１．１３（Ｏ．９８～１．３１、

＜０．００１

３８２．０６

５．４３（４．４９～６．５７）

０．０２

５．１２

１．１７（１．０２～１．３４）

７．７０

７０

１．６５

５７

５６４（７９．６８）

１．６０

！：ｉ！

！兰！！！（！！：！垄

！：！！

４．６７

４６３（９７．９２）

１．６０

！ｉ丝垡：！！！

８２．８１

＜０．００

６６３（２．３０）
５７８（９７．７０）

４５５（２．０８）

３９５（９７．８２）

＜０．００

１．９ｌ

１．６２

１２
８２．０２

３．７９

１．８３

３．０１（２．３４～３．８７１
１

Ｏ．０５
６８

３．５８

８４２（８２．８４）
３９９（１７．１６）

就业
有

２

５９

＜０．００１

是

７

１．５ １

１．４０（１．００～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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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２

·１６３·

而家庭中子女的数量、健康状况是影响

０～４岁儿童残疾关联因素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家庭资源消耗和分配的重要因素。此
外，家庭状况对承受不同类型残疾发生的
风险存在差异，由于本研究截取残疾儿童
的样本量不宜做进一步分层分析，因此仅
对总体残疾发生风险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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