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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死亡趋势流行病学分析
林穗方胡艳蒋林邢艳菲修丽娟

【摘要】

目的

刘慧燕

了解广州市５岁以下儿童意外伤害死亡的变化拍势及流行病学分布特点。

方法分析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广州市５岁以下儿童监测网死Ｔｔ报告资料，描述意外伤害死亡水平、主
要死因以及流行病学分布。结果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广州市５岁蹦下儿童意外伤害死亡水平呈逐年
下降趋势。与２００１年相比，２０１０年０岁组、１—４岁组、５岁以下儿童意外死亡率下降幅度分别为
７２．０２％、７７．１

７％和７４．６６％，差异有统汁学意义（Ｐ＝ｏ．０００）。１０年问儿童溺水、交通意外、意外窒

息、跌落死亡率均呈下降趋势（Ｐ＝Ｏ．０００），其中溺水、意外窒息下降幅度最为明显。意外死囚构
成，０岁组主要为意外窒息，１～２岁组主要为溺水，３岁组以交通意外和中毒为主，４岁组以变通意
外和意外跌落为主。意外死亡主要集中发生在花都、从化、增城、香禺、南沙等Ｃ类地区，占广州区

域儿童伤害发生构成的７５．６９％。结论广州市儿童意外死亡降低的主要贡献来自于溺水、意外
窒息干预。有侧重的将干预倾向于城郊、县级市等经济发展欠佳、人口流动性较大的区域的家长
及儿童，是今后降低致死性伤害发生的关键。
【关键词】伤害；死亡；趋势：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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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伤害是我国０～１４岁儿童死亡的首位原
因。为了解ｌｏ年来广州市５岁以下儿童意外死Ｌ变

化趋势及其分布，为制定降低儿童死亡率的措施提
供依据，对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广州市５岁以下儿童意外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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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数据进行分析。
资料与方法

１．资料来源：选择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广卅『市５岁以
下儿童死亡监测网逐级上报的死亡报告卡及市、区
（县级市）儿童死亡漏报调查资料。儿童死亡信息收
集严格按照《巾国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监测方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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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监测方案》。监测对象为

童意外死亡率下降幅度分别为７２．０２％、７７．１７％和

妊娠满２８周广州市０—４；９户籍儿童，而死亡（出生后

７４．６６％，经趋势ｒ检验，Ｐ＝０．０００，各年龄组意外伤
害死亡率均有下降趋势（表２）。

无心跳、呼吸、脐带搏动、随意肌收缩４项指标之一）
均报告死亡和死因。广州市城乡均建立以妇幼保健

３．主要意外死因变化：

机构为中心的三级儿童死亡报告网及相应监测系统，

（１）主要死因死亡率变化趋势：与２００１年比较，

各级均有专人负责监测资料的收集、整理和保存。

广州市５岁以下儿童各年份中溺水、交通意外、意外

２．相关定义：意外伤害是指意想不到的原因导致

窒息、跌落死亡率均呈下降趋势（Ｐ＝０．０００），其中溺

的死亡或损伤，包括家庭中毒、窒息、溺水、交通事故、

水、意外窒息下降幅度最为明显。因中毒致死的意外

烧伤、烫伤等“１。意外死亡则是由于意外伤害导致的

死亡率一直呈低幅波动趋势，变化趋势不大（图１

死亡。根据《中国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监测方案》中常见

ｏ

加

死因诊断和分类原则，将意外伤害分为６种原因：溺

＾

水、交通意外、意外中毒、意外窒息、意外跌落和其他。

ｋ
２

３．质量控制：死亡报告卡逐级质量检查，各区妇

３

幼保健机构每季度进行检查，市妇幼保健机构每年

Ｕ

褂
∞鲫∞加

碌

进行质量检查，确保资料填写质量。每年进行市、区
加０

两级死亡漏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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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４．统计学分析：对所收集资料统一编码，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ＳＰＳＳ

图１

３．１软件建立数据库并进行数据录入，采用

主要死因死亡率变化趋势

１６．０软件，使用）ｃ２检验和趋势）Ｃ２检验进行分

析。儿童伤害死亡率＝某年龄段儿童伤害死亡数／
当年该年龄段儿童平均人口数。
结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广州市５岁以下儿童意外死亡

（２）意外死亡年龄特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意外死
亡主要集中在溺水、意外窒息、交通意外３个死因类
别，占８２．３１％。按年龄划分，０岁主要致死死因为意

果

外窒息，１～２岁主要为溺水，３岁以交通意外和中毒

１．基本情况：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广州市５岁以下户

为主，４岁以交通意外和意外跌落为主。溺水、意外

籍儿童死亡４１７６例，意外死亡５８８例，占总死亡数的

窒息随年龄增长而下降，交通意外和跌伤随年龄增

１４．０８％；其中０岁（婴儿）组１８１例，１～４岁组４０７

长而增加（图２）。

例。１０年间１～４岁及５岁以下儿童意外伤害死亡

（３）意外伤害区域分布：６种意外死因分类均主

占儿童死亡总数构成比逐渐缩小（趋势）ｃ２检验Ｐ＝
０．０００）；儿童死因顺位，意外伤害死因排位变化不明

要集中发生在花都、从化、增城、番禺、南沙等ｃ类地

显，０岁（婴ＪＬ）组意外伤害死亡顺位徘徊在第６～８

区与Ａ、Ｂ类地区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位，１。４岁组一直位居第１位，５岁以下儿童从第１

０．００５）。

位下降至第２位以后（表１）。
２．意外死亡率变化趋

势：广州市５岁以下儿童１０
年来意外伤害死亡率呈逐渐
下降趋势，其中０岁（婴儿）
组伤害死亡率平均为２１．６０／
１０万，５岁以下儿童为１４．３７／
１０万。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美国
婴儿意外伤害死亡率为
２４．４／１０万，５岁以下儿童为
１０．８／１０万瞳］。２０１０年与

２００１年相比，广州市０岁（婴
ＪＬ）、１～４岁组和５岁以下儿

表１

区（图３）。按意外死亡类别地区构成比比较，Ｃ类地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广州市儿童意外伤害死亡构成比及死因顺位

Ｏ岁组（婴儿）
年份死亡意外死构成比死因
总例数亡例数

（％）

１～４岁组

５岁以下组

死亡意外死构成比死因

死亡意外死构成比死因

顺位总例数亡例数

（％）顺位总例数亡例数

（％）

顺位

·１２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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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广州市５岁以下儿童

意外伤害死亡率（／ｌＯ万）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５岁以下儿童因意外死亡绝对数和相
对数逐年减少，但意外伤害在年龄组儿童死亡顺位变
化不大，一直位居ｌ～４岁组死因排位首位或前列，此
与国内外报道相同ｂ＿］。本文提示意外伤害干预是儿
童保健卫生行政决策的重点ｂ１，干预的重点人群为
１～４岁儿童及其监护人，重点是在Ｃ类县级市地区。
儿童意外伤害大多可以预防№１。广州市儿童溺
水主要集中发生在ｌ、２岁组，这与家长看护的连续
性缺失有关，因此健康教育应在以往工作基础上强
化家长对低龄儿童连续性监护意识，并注意家中及
周围环境水源安全，家中水容器加盖或不存水，房门
安装栅栏。意外窒息主要发生在０岁组尤其是ｌ～３
月龄组，提示要重点加强小月龄婴儿监护人的安全
喂养行为，对监护人进行气管异物紧急处理、基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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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蜗叶、

命支持技能培训，以便发生意外窒息时，可进行早期

日’￡ｊ垃．０：外

处理，有效避免死亡结局。１岁后，儿童活动能力增

口意外锩息

强，暴露交通危险环境机会增大，因此交通意外发生

日０．外ｔ｝，一毒

一弧一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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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０．外Ｐ，、：‘每

主要集中在ｌ～４岁组儿童。
国内外学者把伤害干预作为一项政府行为，其

口ｊＩ他恋外

主要实施内容包括教育、经济、强制和工程４个方面
２０

４０

６０

８０

１０【）

的干预措施，有学者认为还应加上“第一时间的紧

构成Ｉｔ：ｆ啊ｌ

图２

２００ｌ－－２０１０年广州，ｔＪ ５岁以下儿审
年龄圳ｌ二婴死因构成ｌ匕（％）

急救护”（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ｆｉｒｓｔ ａｉｄ），以尽早对伤
害做紧急救护（就地和院前救治），是减少死亡和伤
残的关键＂１。以政府层面推动社会力量进行关键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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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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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７：ｊｒ： ｌ‘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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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术培训、关键工具推广、关键制度修订，是广州市未
来１０年儿童健康水平提升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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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率呈下降趋势（从２００１年的３０．５９／１０万下降至
２０１０年７．５７／１０万），其中溺水、意外窒息下降幅度最
为明显，说明ｌｏ年来广州市儿童系统保健管理网络
广泛开展的意外伤害监测及健康教育对干预溺水、
意外窒息具有一定成效。
意外伤害是广州市ｌ～４岁儿童的首要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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