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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四省市结核病发病危险因素研究
朱士玉后永春舒文张国良聂绍发
【摘要】

陈伟

成诗明

许奕华

目的探讨中国东、中部广东、湖南、江苏、上海四省市结核病发病的影响因素，为结

核病防控工作提供参考依据。方法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０１１年２月，采用结核病发病监测户卡对四
省市若干乡镇／街道的常住人口，共进行３次以全人群为基础的入户调查。调查中的４７４例结核病
患者作为病例组，从源人群中按地区、年龄、性别进行频数匹配，随机抽取１８９６位非结核病患者作

为对照组，进行发病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资料分析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分析。结果多因素分析结果提示，结核病史（ＯＲ＝５２．３５６，９５％ＣＩ：１８．９５６～１４４．６０７）、人均居
住面积≥５０ ｍ２（ＯＲ＝８．７４２，９５％ＣＩ：１．１０７～６９．０６４）、结核病患者接触史（ＯＲ－－６．０８３，９５％Ｃ／：
２．３３６～１５．８３９）、外来人口（ＯＲ＝３．３０６，９５％ＣＩ：１．９０７～５．７３４）是结核病发生的危险因素，文化程度
高（ＯＲ＝Ｏ．２８４，９５％ＣＩ：０．１１０～０．７３３）是其保护因素。结论加强对既往有结核病史者、结核病接
触者以及外来人口的结核病管理控制工作，将有助于降低结核病的流行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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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五次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ｎ１，

我国结核病年发病人数约１３０万，占全球发病人数
的１４．３％，居全球第２位；１５岁及以上人群肺结核患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３．０２．００５
（２００８ＺＸｌ０００３—００８）

病率为４５９／１０万，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３９４／１０万。
虽然结核分枝杆菌是引起结核病的致病因子，但能

作者单位：４３００３０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流

否发展为Ｉ临床结核病，还受环境、心理生理性、行为

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朱士玉、后永春、舒文、张国良、聂绍发、许奕

等诸多因素影响，因此有必要开展更广泛的研究以
探讨结核病发生的危险因素。本研究以我国东、中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结核病预警模式研究

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控制中心（陈伟、成诗明）
通信作者：许奕华，Ｅｍａｉｌ：ｘｕｙｉｈ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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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四省市全人群为研究对象，通过两次现况调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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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随访观察探讨结核病的非生物学影响因素，旨

库，采用ＳＡＳ ９．２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以是否患有结
核病为因变量，所选择的研究因素为自变量，对资料

在为提升我国结核病防控水平提供理论依据。

进行单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将单因素分析

对象与方法

１．现场选择：采用典型抽样方法选取江苏、广

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纳入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模型，计算ＯＲ值及其９５％ＣＩ，估计各因素对结核
病发生的影响作用。

东、湖南省和上海市作为省级研究现场，分别代表东

结

部农村人口地区、流动人口较多地区、中部农村人口

果

地区和城市社区人口为主地区。对调查省（直辖市）
内的区／县、下辖各乡镇／街道按照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的

１．基本情况：４７４例病例中来自基线调查（基线
人群４０９ １５２人）２６０例、队列随访（队列人群４０８ ８８９

新涂阳肺结核登记水平进行排序，根据登记水平和
人口数选取调查区／县及乡镇／街道，最终选择上海市

人）１５４例和终末调查（样本量４０９ ３１６人）６０例；广
东省１１６例（２４．５％），湖南省２０６例（４３．５％），江苏省

闵行区的莘庄镇，江苏省丹阳市的珥陵乡和司徒镇，

１０８例（２２．８％），上海市４４例（９．３％）；男性３４８例

广东省番禺区的东环街道和石楼镇，湖南省湘潭县

（７３．４％），女性１２６例（２６．６％），平均年龄为（５１．８±

的姜畲、杨家桥和中路铺３个乡镇作为研究现场。

１７．４）岁。

２．调查方法：正式调查前，通过宣传、预调查、相
关人员工作培训等措施进行质量控制，收集各调查

２．单因素分析：单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结核病史、结核病患者接触史、糖尿病史、

点的基本信息，填写基本情况调查表。

外来人口、人均居住面积大是结核病发生的危险因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一２０１１年２月对各研究现场的常
住人口进行两次现况调查（基线和终末调查）及１年

素；文化程度高和有商业保险是其保护因素；而民

随访观察。基线调查由调查员对研究现场全部常住

持续时间以及人均年收入与结核病的发生差异无统

人口进行人户调查，以户为单位填写结核病发病监

计学意义（表１）。

族、职业、婚姻状况、医疗保险、吸烟史、吸烟量、吸烟

测户卡，对具肺结核可疑症状者进行实验室及影像

３．多因素分析：将单因素分析中Ｐ＜０．０５的变

学检查，诊断其是否患肺结核。将基线调查中确定
的未患活动性肺结核的全部常住人口作为队列观察

量纳入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对
所得模型进行诊断、校正，筛选出最终影响因素。排

人群随访观察１年，通过健康教育宣传，积极动员随
访观察人群中的肺结核可疑症状者及时到区（县）级

除糖尿病、商业保险等因素对结核病发生的影响，危
险因素依次为有结核病史（ＯＲ＝５２．３５６，９５％ＣＩ：

结核病防治机构（定点医院）就诊检查，并通过线索

１８．９５６～１４４．６０７）、人均居住面积≥５０ ｍ２（ＯＲ＝

调查、线索推荐、转诊、追踪、健康体检等方式主动发

８．７４２，９５％ＣＩ：１．１０７～６９．０６４）、有结核病患者接触史

现结核病新发病例。随访期满后，对所有队列观察

（ＯＲ＝６．０８３，９５％Ｃ１：２．３３６～１５．８３９）和外来人口

人群进行第２次人户调查，调查方法同基线调查，确

（ＯＲ＝３．３０６，９５％ＣＩ：１．９０７～５．７３４），而文化程度高

定该阶段结核病现患病例。两次现况调查均在１个

（大专及以上）（ＯＲ＝Ｏ．２８４，９５％ＣＩ：０．１１０～０．７３３）是

月内完成。

其保护因素，中等文化程度相对于文化程度低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表２）。

收集资料：①一般资料：人口学基本资料、行政
区划、社会经济状况、卫生资源数量及分布利用等；
②结核病疫情情况、发病和死亡资料；③影响结核病
发病和死亡的其他资料。
３．病例及对照选择：将基线调查、随访观察和终
末调查中确定的４７４例结核病患者作为病例组，按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提示结核病史是结核病发生的一个
重要危险因素，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其调整ＯＲ

照与病例地区相同、性别相同、同一年龄组（±５岁）

值为５２．３５６。在英国，尽管加强了既往有结核病史
者的结核病控制工作，但短期仍有大量复发，该人群

进行１：４频数匹配，从源人群中随机抽取１８９６人作
为对照组。所有调查对象均为常住人口（包括常住

一年内结核病复发率为２３％，而两年内其复发率达
到３８％［２１。此外，其他研究也证实结核病史是结核

户籍人口及本地居住３个月以上的外来人口）。

病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３＇４】。督导化疗（ＤＯＴＳ）的推

４．统计学分析：使用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软件建立数据

行和实施［５］，大幅度提高了治愈率，但治愈后复发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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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２

表１结核病发病危险因素的单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ｏＲ值（９５％ｃ，）
…“……～，Ｐ
ｒ型４组、ｒ：蛩组
４７值

变量

ｍ＝

１“

ｈ＝ １８９６）

１

民族

１．１４３（ｏ．２３７～５．５２２）０．８６７５

是一项长期困扰结核病防治工作的重点和难

点，加强曾患结核病人群的结核病防控工作
十分必要。

国外研究报道结核病患者接触史与结核

汉族４７２（９９．６）１ ８８９（９９．６１
其他
２（ｏ．４）
７（ｏ．４）
文化程度

·１３１·

Ｏ．７４６（ｏ．６２９～０．８８５）

病的发生显著相关哺’７１。吕华坤等¨３和杨杨等
０．００８

［８１在不同地区的研究证实，有结核病患者接

小学及以下

２４３（５ １．３）８３４（４４．０）

初高中及中专

２１２（４４．７）

９２４（４８．７）

１９（４．０１

１３８（７．３１

学生、儿童

１３（２．７）

７２（３．８）

结核病发生的ＯＲ值高达２７．２３。本研究亦表

服务人员

ｌ

１（２．３）

５７（３．ｏ）

民工、工人

９７（２０．５１

４７５（２５．１１

明结核病患者接触史是结核病发生的危险因

大专及以上
职业

１．０４９（ｏ．９６４～１．１４２）０．２６４８

农牧渔船民

３７（７．８）

待业及其他

７４（１５．６）３０９（１６．３）

１６６（８．８）

婚姻状况

可作为结核病疫情控制的重要手段。
Ｏ．９７２（ｏ．７７９～１．２ １ ３１

未婚
已婚

素（ＯＲ＝６．０８３）。因此，对接触者进行筛查

２４２（５１．１）８１７（４３．１）

干部（离退）人员

７０（１４．８）

０．８０３２

３５８（７５．５）１５１９（８０．１１

无

］４６（７．７）
１．３００（ｏ．８３７～２．０２ １）

２５（５．３１

有４４９（９４．７１
商业保险
无

４７ｌ（９９．４１

有

３（ｏ．６１

１２８（６．８１
０．１５７（ｏ．０４９～０．５００）

Ｏ．００１７

１．３６５（１．０２４～１．８１９）

０．０３４１

６７６（８８．４１
２２０（１１．６）

结核病史

５７．６５５（２９．８９７～１１１．１８５１＜Ｏ．０００１

无

３６３（７６．６）１ ８８６（９９．５）

有

１１１（２３．４）ｌｏ（ｏ．５１

结核病患者接触史
１

有４０（８．４）
糖尿病史

＜Ｏ．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４

吸烟史０．９１８（ｏ．７４５～１．１３１）
无
３０２（６３．７１ １１７０（６１．７１

０．４２１２

有

１ ８６６（９８．４１

０

０．９４７（Ｏ．８４１～１．０６６）

Ｏ．３６６９

３３８（７１．３）１２５９（６６．４）
３６（７．６）

２３５０２．４）

８７（１８．４）

３６９（１９．５）

＞２０

１３（２．７）

３３（１．７）

１～

吸烟持续时间（月）

０．９４１（ｏ．８６３。１．０２６）

１～

１５（３．２）

７２（３．８）

６ｌ～

３８（８．Ｏ）

２４３（１２．８）

＞２４０

８３（１７．５）３２ｌ（１６．９）

人均居住面积（ｍ２）

０．１６６８

３（ｏ．６）

＜０．０００１

６４（３．４）

２５～

２４０（５０．６１

９５２（５０．２）

≥５０

１

４４８（２３．６）

５４（３２．５１

人均年收入（元）
＜７２００

２８０（５９．１１
１５１（３１．９）

１

有关，且数据来自两次现况调查和一次队列
随访，一些混杂因素（如外来人口、经济状况、
精神压力等）难以控制，在应用这一结果前，
应做更深入研究。

Ｏ．９３９（ｏ．８ ｌ １～１．０８６）

７２００—
＞１４４００

病的危险因素，可能与本次研究的人群特征

７７（１６．２）４３２（２２．８）

１０～

关，国内外许多其他研究结果也支持该观
点Ｈ＇“’１“。但本研究提示居住面积大是结核

１．４５５（１．２６６～１．６７１）

＜１０

结核病的风险是６人以下人群的２．８倍。ｊ。
Ｌａｄｅｆｏｇｅｄ等Ｈ ３Ｊ在英国进行的一项研究却认
为人均居住面积与结核病的发生无明显相

３３８（７］．３）１２６０（６６．５）

０

菌分泌物的接触机会。在非洲西部进行的一
项研究证实，户籍人口在１０人以上人群发生

７２６（３８．２１

１１～

结核病是一种以呼吸道传染为主的慢性
传染性疾病，住房拥挤会增加人群与结核杆

３０（１．６１

１７２（３６．３１

区结核病防控工作取得显著进展¨“。提示
制该病的重要举措。

１９０．０）

吸烟量（支／天）

区域结核病防治规划、加强外来人口健康管

加强外来人口的结核病防控工作，是预防控

８７７（９９．０１
２．５９７（１．４４９～４．６５６）

无４５５（９６．０１
有
１９（４．０１

县区居住人群的３．３０６倍，这与美国的研究
结果一致ｎ“。深圳市通过将外来人口纳入
理、关注外来人口健康问题等措施，整个地

９．１０５（５．２２２～１５．８７６）

无４３４（９ １．６１

监测预警体系的重要指标之一¨０Ｉ。本研究
结果显示，外来人口发生结核病的风险是本

７４（３．９１

１

较低、住房条件较差等特点，他们既是结核
病的易感人群，同时也是重要的传播人群，
研究证实人群中流动人口的比例是结核病

８２２（９６．１１

户籍所在地
本县区４０２（８４．８１
其他
７２（１５．２）

Ｏ．２４３３

１７６８（９３．２１
ｌ

外来人口作为一个特殊人群具有流动
性大、社会地位低、健康意识不高、经济收入

２３１ｆ１２．２）

离异／丧偶４６（９．７）
医疗保险

触史者发生结核病的风险分别提高２．１５１和
２．５１ｌ倍；Ｋａｎ等旧３研究显示我国家庭接触与

０．３９４８

此外，研究显示，文化程度高的人群相对

１３２（５９．７）

于文化程度低的人群不易患结核病，其调整

５２２（２７．５）

０尺值为０．２８４（０．１１０—０．７３３）。文化程度在

４３（９．１１
２４２（１２．８１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一定程度上可决定人群的工作性质及自我保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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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２

表２结核病发病危险因素的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注：。未调整ＤＲ值对应的）ｆ值；６未调整。刚直对应的Ｐ值；。调整ｏＲ值对应的ｆ值；４调整ＤＲ值对应的Ｐ值

健意识等，文化程度高的人群收入较高，且对健康知
识的关注也较多，因经济条件允许，营养状况也较

Ｒｅｓｐｉｒ

Ｊ，２０１１，３８（１）：１３２—１３８．

［８］Ｙａｎｇ Ｙ，Ｍａｏ ＨＱ，Ｃｈｅｎｇ

ＨＰ．Ａ 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ｕｒ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ｉｎ Ｘｉｎｉｎｇ ｃｉｔｙ．Ｆｏｒ Ｍｅｄ Ｓｃｉ Ｍｅｄｇｅｏ，２００９，３０

好，可以做到经常体检，自身免疫能力强，因此文化

（３）：１５０—１５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程度高是结核病发病的保护因素。

杨杨，毛辉青，程海萍．西宁市居民结核发病危险因素病例对照
研究．国外医学：医学地理分册，２００９，３０（３）：１５０—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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