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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膳食质量快速评价体系的应用研究
研究生：
导

师：

陈建平

翟凤英 研究员
何宇纳 副研究员

［摘要］
研究背景
作为当今世界上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正处于营养变迁
过程之中，承受着营养不良和营养失衡的双重挑战。人们的膳食模式、体力活动
和体成分均发生改变，导致营养相关性非传染性疾病如肥胖、高血压、心血管病、
糖尿病和癌症等的增多。控制营养相关非传染性疾病的关键在于预防。而加大营
养宣教力度，大力宣传膳食指南，提倡科学合理的膳食是最有力的预防策略之一。
为了能够有针对性地开展膳食指南宣传干预工作，有必要对居民目前的食物摄入
情况进行调查和评价。本课题是“达能膳食营养研究与宣教基金”资助项目“以
膳食指南为基础建立快速膳食质量评价体系”的一部分。此前，何宇纳等参考中
国膳食质量指数，依据膳食指南和平衡膳食宝塔建立了以食物为基础的中国平衡
膳食指数评分法。与传统膳食评价方法相比，中国平衡膳食指数评分法具有快速、
简便、直观等特点。以中国平衡膳食指数评分法为核心，何宇纳等自行设计了膳
食质量快速评价表、平衡膳食指导手册，初步建立起中国居民膳食质量快速评价
体系。
研究目的
在小范围内试用膳食质量快速评价表和平衡膳食指导手册，对样本人群的膳
食质量进行快速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对研究对象进行反馈和指导；同时采用定
性研究方法对膳食质量快速评价表和平衡膳食指导手册进行评估，收集相关信息，
以便更好地充实和完善中国居民膳食质量快速评价体系。
研究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从北京、辽宁、上海、广东、四川 10 个项目点抽取研究
对象 414 人，其中男性 190 人，女性 224 人。用膳食质量快速评价表对研究对象
的膳食质量进行快速评价，评价结果用平衡膳食指导手册进行反馈和膳食营养指
导；膳食质量快速评价表和平衡膳食指导手册的评估分别采用自填问卷（研究对
象）和专题小组讨论（调查员）方法。资料用 EPI DATA3.02 录入，用 SAS8.2 进
行数据分析。

研究结果
1. 膳食质量快速评价结果
样本人群蔬菜水果、豆类和奶类摄入不足，谷类食物和动物性食物既有摄入
不足又有摄入过量，食用盐和食用油摄入过量，食物种类不够丰富；正端分均数
（标准差）为 8.2（5.3），负端分均数（标准差）为 21.4（9.0），低度摄入过量和
低度摄入不足所占比例分别为 70.3%和 44.0%；摄入不足程度农村高于城市，摄入
过量程度男性高于女性；研究对象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摄入不足程度越低；DBI
膳食模式以低度摄入过量并中度摄入不足的 B 模式和膳食摄入较均衡的 A 模式为
主，分别占 36.0%和 32.4%。
2. 应用平衡膳食指导手册提出建议结果
对 414 名研究对象所提的 18 条建议中，
“增加谷类食物品种”、“增加动物性
食物品种”、
“增加豆类摄入量”、
“减少油的摄入量”、
“增加蔬菜摄入量”分别前 5
位。
3. 膳食质量快速评价表和平衡膳食指导手册的评估结果
研究对象和调查员均表示膳食质量快速评价表方便、简单、直观，既能反映
摄入不足，又能反映摄入过量，是营养宣教的有用工具；平衡膳食指导手册能及
时反馈评价结果，并可用于大众监测日常膳食摄入；绝大多数研究对象对调查结
果满意，愿意接受这种指导形式，并表示今后会按照平衡膳食指导手册要求来改
善膳食结构。
结论
1. 中国居民膳食质量快速评价表，应用快速、简单、方便，能够反映短时期
内人群和个体的膳食质量状况。
2. 平衡膳食指导手册能够及时反馈评价结果，对个体膳食结构和膳食模式进
行干预和指导。
3. 样本人群的膳食质量总体表现为食物摄入不足与摄入过量状况并存，以中、
低度食物摄入不足伴低度食物摄入过量为主要DBI膳食模式。
关键词：膳食质量 膳食评价

学生营养餐企业 HACCP 实施指南研究
研 究 生：宋 钰
导
师：王茂起

研究员

［摘要］学生营养餐对改善学生营养状况和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具有重要作用，
我国已有 20 多个省市在学校开展了学生营养餐工作，发展趋势较好。但是，由于
部分学生营养餐的生产过程缺乏有效的食品卫生安全控制措施，学生营养餐导致
的食物中毒事件还屡有发生，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
为完善学生营养餐从生产到食用全过程的食品卫生安全控制，一些学生营养
餐企业开始在生产中采用国际上食品企业保证食品卫生安全的先进控制体系——
HACCP（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体系，即危害分析关键控制
点体系，从而促进学生营养餐的食品卫生安全水平显著提高。在学生营养餐企业
实施 HACCP 体系过程中，一方面，由于我国学生营养餐企业的自身管理水平不高，
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企业基础条件普遍较差等原因，这些企业贯彻实施 HACCP
体系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另一方面，国家还缺乏相应的营养餐企业实施 HACCP
的相关技术法规，导致目前 HACCP 体系在我国学生营养餐企业应用的积极性不高。
因此，应该结合我国学生营养餐企业的实际情况，在试点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学
生营养餐企业 HACCP 实施指南》
，指导学生营养餐企业如何建立和实施 HACCP 体系，
这对于提高我国学生营养餐食品卫生安全，保障学生身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研究的目的是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学生营养餐企业HACCP实施指南》，
主要通过以下工作开展研究:
z

收集和参考国内外学生营养餐HACCP体系应用资料

z

考察若干家学生营养餐企业并以北京新辰送餐中心热加工保温生产线为试
点进行现场调查和研究

z

组建HACCP小组，绘制并现场确认工艺流程图，随机抽取各种原料、半成品、
成品并对加工运输环境、与食品接触表面样品进行采样检验

对学生营养餐的原料、加工运输环境、生产过程、配送过程以及产品特性进
行危害分析，根据CAC推荐的“关键控制点决定树”，确定了三个关键控制点及其
相应的关键限值，对每一关键控制点建立了监控程序、纠偏措施、验证程序和记
录保持系统。3个关键控制点分别为：
1． 原料采购验收，关键限值为：供应商提供的产品检验合格证明；定点

采购蔬菜的农药残留量检验合格报告。
2．烹调热加工，关键限值为：出锅盛装在熟食盆的菜的温度达到75℃以
上。
3．成品保温运输，关键限值为：饭菜从出锅到食用的时间间隔小于3小时。
通过在试点企业实施HACCP体系，员工的食品卫生安全意识普遍提高，产品质
量稳定。
在对国内外参考依据进行对比分析，并对试点企业的资料和收集的其它营养
餐企业实施HACCP体系的资料进行分析后，拟定了《学生营养餐企业HACCP实施指
南》，该实施指南的内容包括该指南的适用范围、实施HACCP的前提条件和实施步
骤，并列出了试点企业的产品描述、工艺流程图及其说明，危害分析工作表和HACCP
计划表，对指导我国学生营养餐企业建立和实施HACCP体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食品安全 学生营养餐 HACCP

北京市某城市社区老年人跌倒及其危险因素和干预对策的研究
研究生

覃朝晖

导

乌正赉

师

研究背景
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体解剖组织结构和生理代谢发生一系列变化，机体功能
衰退，应变能力减退，各种急慢性损伤增多，即使是健康的老年人也会跌倒。老
年人跌倒发生率高、后果严重，是高龄老年人首位伤害死因，对个人、家庭以及
社会都带来巨大的负担，已经成为危害老年人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目前国内针
对老年人跌倒的深入、系统的研究还很少，对老年人跌倒的后果仍未引起足够的
重视，对老年人跌倒危险因素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尤其是在城市社区中
老年人口众多，老龄化程度更严重，老年人跌倒的预防工作亟待加强。

目

的
1.了解城市社区老年人跌倒的流行病学特征。
2.探讨城市社区老年人跌倒的主要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
3.从理论上提出一个预防老年人跌倒的 Haddon 模型，为老年人跌倒的三级预

防提供科学依据。

方

法
以北京市崇文区龙潭街道办事处所辖的居委会为研究现场，按照该地区老年

人住房类型的不同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 1 512 名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作
为调查对象。用统一设计的调查表，以面对面询问方式进行入户调查，收集资料。
调查老年人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居家安全情况、社会经济信息、卫生服务的有关
信息、健康和体能状况、过去 12 个月跌倒的情况以及跌倒的后果。描述调查对象
的基本情况、跌倒的流行病学特征。通过比较不同变量在跌倒者和非跌倒者之间
的差异，对各种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以寻找跌倒的危险因素。最后，
根据以往的文献和本次研究的结果建立预防老年人跌倒的 Haddon 模型，从理论上
探索北京市城市社区老年人跌倒的预防策略。

结

果
1.跌倒的分布
被调查的 1 512 名老年人中，有 272 人在过去的 1 年中共发生过 379 次跌倒，

跌倒发生率为 18.0%。跌倒者平均每人跌倒（1.39±0.97）次。多次跌倒发生率为
4.0%。跌倒的老年人中，女性 180 人，男性 92 人，女性跌倒发生率为 20.1%，男
性为 14.9%。女性跌倒发生率高于男性，并且跌倒发生率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
跌倒以夏季、日间多发，跌倒的地点多在老年人住所周围。
2.跌倒的后果
研究对象中 8.7%(131 人)的老年人因跌倒致伤，1.3%(20 人)的老年人因跌倒致
骨折、5.5%(84 人)的老年人因跌倒致软组织损伤。跌倒后受伤的 143 次跌倒中，
跌倒致伤的性质以软组织损伤（84 次，58.7%）和表皮擦伤（57 次，39.9%）居多，
其次是骨折(20 次，14.0%)。跌倒致伤的部位下肢最多(67 次，46.9%)，其次是上
肢(39 次，27.3%)，头部(27 次，18.9%)、面部(19 次，13.3%)，颈部伤最少。跌倒
致严重伤 16 例，均住院治疗，占跌倒总人数的 5.9%。其中跌倒后髋部骨折 5 人、
脑出血 4 人、肋骨骨折 3 人、腰椎压缩性骨折 2 人、其他严重的软组织损伤 2 人
（头部血肿 1 人、右膝关节脱位 1 人）。在所有的跌倒致伤中，髋部骨折的后果
最严重。
每次跌倒致伤的直接经济负担（指个人或家庭在诊治和康复过程中所支付的
全部费用，包括门急诊费，药费、住院床位费、手术费、检查费、家庭病床治疗
与护理费、陪护费、营养费、交通费）平均为 741.82 元，其中直接医疗费用 650.77
元，个人负担的费用 244.76 元。

在跌倒的老年人中有 35.7%(97 人)因为跌倒而使日常活动减少，58.8%(160 人)
因为跌倒而害怕再次跌倒，30.1%(82 人)因为跌倒而产生过低落、急躁、执拗、忧
虑、冷漠、自信心下降等消极情绪。
3.跌倒的危险因素
跌倒的危险因素涉及内因和外因两方面。在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显著性意
义的因素有 41 个，在多因素分析中将变量分组纳入不同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
别研究人口统计学、健康和体能、平衡功能、疾病、药物、行为及心理、社会经
济和环境等方面的因素与跌倒的关系。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显著性意义的
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步态、静态平衡、独居、患有慢性病、服多种药物、对跌
倒的恐惧心理、居家环境不安全等。

结

论
1.北京市城市社区老年人跌倒发生率略高于既往其他城市社区同类调查的水

平，严重危害老年人的躯体及心理健康，跌倒的经济负担巨大，对个人、家庭以
及社会的影响严重，已经成为威胁老年人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
2.老年人跌倒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生物、心理、社会和环境等
多方面的因素。
3.老年人跌倒的预防要面向社区全体老年居民，家庭、社区医务工作者及全
社会应共同参与老年人跌倒的预防。干预对象包括老年人及其照顾者、同住者；
干预原则应是针对存在的危险因素实施多方面的干预措施；干预重点应是跌倒的
一级预防；干预服务的核心提供者应是全科医生和社区护士。

关键词 老年人 跌倒 危险因素 发生率 后果 预防 Haddon 模型

胎儿生长发育与成人肥胖
硕士研究生

宋丽萍

导师 乌正赉 张振馨

［摘要］

目的

探讨胎儿生长发育与成人肥胖是否存在联系。方法

对

1921~1941 年及 1948~1954 年在北京协和医院出生的 2 009 名男女进行追访，对
其测量身高、体重、去脂体重（fat-free mass），并检测空腹血糖、胰岛素、血

脂。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分析胎儿生长发育与成人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kg/m2）、腰围（waist circumference,WC）、去脂体重的关系。结果

多元线

性回归分析中调整年龄、性别、出生身长、出生头围、胎盘重量和（或）BMI、
母亲年龄、产次、胎龄、婴儿期家庭经济地位、母亲妊娠高血压、幼儿期及成人
期喝牛奶、成人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吸烟、饮酒、体育锻炼等因素后，其结
果显示出生体重对成年后 BMI、WC 无显著性影响、但对成年后去脂体重有显著
性正向线性影响。表明高出生体重者成年后去脂体重发育较好，肥胖的危险性小。
同时发现出生身长对去脂体重有正向线性影响。
（以父亲职业是工人为参照）父亲
职业是军官、干部的婴儿期家庭经济地位对成年后 BMI 的线性影响为负向，对成
年后去脂体重的线性影响为正向，但对成年后 WC 无显著性影响；父亲职业为科技、
医务与教师的婴儿期家庭经济地位对婴儿成年后的 BMI、WC、去脂体重都有线性影
响，其中对成年后 BMI 的线性影响为负向，对成年后 WC、去脂体重的线性影响为
正向；父亲职业为个体、商业与服务人员的婴儿期家庭经济地位对成年后 BMI 的
线性影响为负向，对成年后去脂体重的线性影响为正向、对成年后 WC 无显著性影
响。胎龄<37 周对成年后 BMI 有正向线性影响。结论

胎儿宫内生长发育过程

可能是导致成人肥胖的关键时期，且独立于幼儿期及成人期喝牛奶、成人吸烟、
饮酒、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与体育锻炼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合理改善孕妇营
养状况，提高胎儿发育质量，将对后代的健康有长远影响。
［关键词］

出生体重； 肥胖； 体质指数； 腰围； 去脂体重

结核病防治知识知晓水平调查问卷的研制与评价
研究生

邢

禾

导师 刘剑君 何广学
［摘要］研究背景：结核病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慢性传染病，是发展中国家生
产力年龄组人群的首要死因。中国是全球 22 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肺结核病
人数居第 2 位，仅次于印度，每年新发病例占全球总数的 16%。在 2002 年卫生部
疾病控制司印发的《中国结核病防治规划实施工作指南》中明确提出了：
“全国结
核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到 2005 年达到 60%，到 2010 年应达到 80%”的目标。而如
何能够客观、科学、准确地进行此项调查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为了得到
更科学、更准确的结核病防治知识知晓水平情况，以便有的放矢地进行结核病的
健康促进工作，进行结核病防治知识知晓水平调查方法，特别是标准调查问卷的

研究是十分必要的。针对不同人群的结核病防治知识的调查国内外已有相关文献，
但所有调查的调查问卷均未进行信度、效度评价。
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通过科学的方法筛选、评价大众结核病防治知识调查问卷
的指标，为进一步开展大众结核病防治知识调查提供标准统一的问卷。
研究内容和方法：本研究在参考了 2004 年“中国结核病控制项目社会评价”研究
的基础上，了解大众对结核病防治知识的知晓状况。通过国内专家研讨会的方式，
确定了 8 条结核病防治的核心知识。通过两轮德尔菲评价法筛选出结核病防治知
识调查问卷的核心指标，在对这些核心指标进行整理的基础上，为每个指标增加
备选答案，形成初步的问卷。应用小样本预试验的方法评价、修改初步形成的问
卷。之后，通过入户调查、信度、效度评价的方法对问卷进行可靠性和有效性的
评价，最终形成一份标准调查问卷。信度、效度评价方法主要应用了 Spearman 相
关分析、Cronbach α系数和因子分析的统计学方法。
研究结果：通过国内专家研讨会的方式，确定了 8 条结核病防治的核心知识。德
尔菲评价法第 1 轮咨询表回收率 96.77%，第 2 轮咨询表回收率 100%，满分比为
50%以上的指标有 10 个，占总调查指标的 62.5%。协调系数为 0.65，卡方检验
p<0.05。专家权威系数的均值为 0.85。小样本预试验评价，保留 14 个指标，修改
9 个指标，删除 2 个指标。调查一份问卷所用的时间最短为 5 分钟，最长为 20 分
钟。各项指标客观信度的 Spearman 相关系数均大于 0.5，p 值均小于 0.01。各项指
标的精确信度 Spearman 相关系数均大于 0.8，p 值均小于 0.01。内在信度 Cronbach
α=0.8077>0.8。重测信度各指标 Spearman 相关系数在 0.708-0.921 之间，各指标 P
值均小于 0.01。表面效度、内容效度都符合专家和公众的认同。本调查问卷大部
分的预选指标与公认指标的 Spearman 相关系数在 0.732-0.926 之间，P 值小于 0.01。
对 11 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产生 3 个公共因子，它们总共能够解释总体方差的
56.64%，而且所有指标在相应因子上的因子负荷均≥0.4。
研究结论和建议：本研究通过科学的方法对《大众结核病防治知识调查问卷》的
指标进行筛选与评价，本问卷信度、效度良好。建议全国范围内的结核病防治知
识知晓率调查参考或使用本问卷为标准调查问卷。
关键词：结核病；健康促进；调查问卷；德尔菲评价法；预试验；信度；效度；
评价

北京郊区儿童哮喘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研究生

张林媛

导

郑玉新

师

哮喘是儿童期常见的慢性病之一，严重影响患儿身心健康，其发病率呈逐年
上升的趋势，由此带来的经济负担巨大。哮喘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复杂，涉及机体
免疫、环境、行为、心理、遗传等众多因素，可能存在着基因-环境的交互作用。
研究发现，哮喘具有家族聚集性，遗传因素起重要作用，但究竟哪些基因参与发
病以及遗传和环境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尚不清楚。
本研究采用以人群为基础的病例对照分子流行病学设计，在“室内空气污染
与中国儿童哮喘关系的病例-对照的研究”基础上，探讨了北京郊区 293 名哮喘儿
童和 668 名对照儿童的个体易感性的获得性和遗传性因素。主要结果如下：
1. 低出生体重和非足月生者患哮喘的危险性明显增高，相对危险度分别是 2.30
（95%CI 1.31~ 4.06）和 1.88（95%CI 1.16~3.04）。有哮喘或过敏家族史的儿童发
生哮喘的危险性增高，有哮喘家族史的儿童患病危险性是没有哮喘家族史的 2.89
倍（95%CI 1.98~4.23），有过敏家族史的儿童患病危险性是没有过敏家族史的 1.70
倍（95%CI 1.22~2.37）。而母乳喂养多于 6 个月时，患哮喘的相对危险性降低，
OR=0.73（95%CI 0.54~0.98）。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具有哮喘或过
敏家族史、低出生体重、烧煤做饭、饲养宠物、夏天常使用空调和母乳喂养多于 6
个月均是哮喘发病的影响因素。
2. 在调整了各种混杂因素后，携带ICAM-1 K469E位点变异基因型（AG+GG）
（OR=0.74,95%CI 0.56~0.97）和杂合基因型AG（OR=0.74, 95%CI 0.55~0.98）及
等位基因G的个体（OR=0.82, 95%CI 0.67~1.02）发生哮喘的相对危险性均降低。
当 家 中 烧 煤 做 饭 时 ， AG+GG 基 因 型 的 人 患 病 相 对 危 险 度 为 0.57 （ 95%CI
0.33~0.96）；当家中有家鼠时，AG+GG基因型的人患哮喘的相对危险性也降低
（OR=0.60,95%CI 0.39~0.92）。即当以上2种环境危险因素存在时，ICAM-1 K469E
的变异降低患哮喘的危险性。而只在没有被动吸烟、夏天未使用空调和没有宠物、
霉菌暴露时，AG+GG基因型的人比AA基因型的人患哮喘的相对危险性降低，均
达到显著性水平。未发现ICAM-1基因G241R多态性与儿童哮喘的关联。
3. 未观察到IL-4 C-590T多态性与儿童哮喘的关联关系。只在女童中发现CC基因型
携 带 者 比 TT 基 因 型 携 带 者 患 哮 喘 的 相 对 危 险 性 显 著 降 低 （ OR=0.10,95%CI
0.01~0.77）。按各种环境危险因素分层分析，未发现不同环境暴露水平下，该基
因多态性与儿童哮喘的关联。TNFA启动子区G-308A和G-238A及外显子G488A多

态性未显示与儿童哮喘有关。不同环境暴露水平下，也未发现TNFA三个位点多态
性与儿童哮喘的显著性关联。
4. 未观察到VDR基因FokI、BsmI、ApaI 3个位点多态性与哮喘有显著关联。按照
各种环境因素分层后发现，夏天常使用空调的家庭，杂合子FokI*Ff携带者患哮喘
的相对危险性比纯合子FokI*FF携带者增高, OR值为2.08（95%CI 1.13~3.83）
，具有
显著性。家中养有狗和猫时，携带杂合子FokI*Ff基因型的个体患哮喘的相对危险
性比纯合子FokI*FF携带者显著降低，OR值为0.38（95%CI 0.19~0.96）。研究还发
现，家中饲养狗的BsmI *（BB+Bb）基因型携带者发生哮喘的相对危险度为2.13
（95%CI 1.07~4.27），相对来说，BsmI*bb基因型可能降低患病危险性。
综上，低出生体重、非足月出生、哮喘或过敏家族史及母乳喂养可能是影响
儿童哮喘的因素。当烧煤做饭、家鼠致敏原这两种环境危险因素存在时，ICAM-1
K469E 位点变异可能与哮喘发病的易感性有关。未发现 TNFA 基因多态性与儿童
哮喘有关。在女童中发现 IL-4 -590 位点基因变异与患哮喘的相对危险性有关。按
照某些环境因素分层后发现，VDR 基因多态性与哮喘易感性有关。
鉴于以上研究结果，有哮喘或过敏家族史的儿童是高危人群，建议加强监护，
尽量减少接触各种环境有害因素的机会。筛查出的易感儿童应及早进行健康干预。
关键词：病例-对照研究，儿童哮喘，环境污染物，危险因素，分子流行病学，基
因多态性，遗传易感性

四城市糖尿病肾病早期防治现况研究
硕士研究生： 白雅敏
导

师：

吴凡 主任医师

研究背景
糖尿病肾病（DN）是糖尿病（DM）最常见并发症和主要死亡原因之一。由于
临床 DN 一旦发生,肾脏损害发展速度较快,绝大多数患者都在较短时间内进入终末
期肾病（ESRD）,造成严重生命损害和疾病负担。以证据为基础的医疗保健措施可
有效防止或延缓 DM 患者发生肾脏损害，关键在于医疗保健服务质量和措施的有效
利用，发达国家开展了很多 DM 医疗保健服务质量的评价和改进项目，而我国以往
较少开展此类研究，特别缺少在综合医院和社区不同水平的资料。本研究为针对
综合医院和社区 DM 患者和医务人员同时开展的调查研究，以较全面了解 DN 早期

防治的医疗保健服务需求、提供和有效利用现况，为肾病早期防治干预措施的有
效实施，改进医疗保健服务质量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了解四城市中受调查医院及社区的糖尿病患者和医护人员在早期
防治 DN 过程中的现状，分析存在的困难和主要问题，为 DN 早期防治措施的有
效实施，改进医疗保健服务质量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内容和方法
1．研究现场
来自杭州、重庆、济南和武汉四个项目城市，每个城市选择 1－2 家综合医院，
在其所在地区再选择 1 个社区，医院和社区分别调查 150 名糖尿病患者。调查医
院内分泌或糖尿病专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科或与糖尿病相关科室。
2.调查对象和方法
（1）糖尿病患者调查：本地区居住满一年以上，确诊 3 年及以上的糖尿病患者。
采取横断面调查，调查员询问患者并填写调查问卷，测量患者血糖、血压和检测
尿微量白蛋白。患者来源：调查开始之后的 1 周时间，在医院相关科室就诊的所
有符合研究条件的 DM 门诊患者；社区掌握的所有符合研究条件的 DM 患者。
（2）医护人员调查：利用医护人员自填问卷方式，调查相关科室的所有医生和护
士。
3．研究内容
（1）调查对象早期防治 DN 的认知水平
（2）DM 患者对于早期防治 DN 的预防保健服务需要和利用
（3）医护人员为早期防治 DN 所提供的卫生服务情况
4．资料整理和分析：
资料用 EPIdata3.0 录入，使用 SPSS13.0 软件整理和分析，采用 t 检验,方差
2
分析，X 检验等方法进行统计分析。

研究结果
1．糖尿病患者早期防治 DN 的认知水平低：
糖化血红蛋白、尿微量白蛋白和胰岛素无成瘾性的知晓率最低，分别为 11
％、21％和 35％；一半的患者不知道 DN 要采取低蛋白饮食；已确诊为 DN 的患

者，尿微量白蛋白的知晓率仅为 56.4%，且 35％的不知道应采取低蛋白饮食；对
于餐后血糖控制范围，自我监测血糖的重要性等糖尿病基础知识的正确知晓率仅
为 61％和 74%。

2．患者早期预防 DN 服务的需要和利用：
（1）糖尿病早发现比例低，各种慢性并发症普遍：：
64％的调查对象在确诊为糖尿病的时候至少发生 1 种伴/并发症，37％的患
者至少发生 2 种伴/并发症，33.2%的患者并发有微血管病变。调查时，分别上升
为 84.3％、63.8％和 90.2％。
（2）糖尿病代谢控制率低，发生 DN 潜在危险大：
根据亚太地区 DM 控制目标，调查对象中血糖控制不理想或不达标的比例分
别为 76.2％和 57％；血压不理想或不达标的分别为 86.3％和 51.6％。经试条法检
测，约 46.6％的调查对象尿微量白蛋白粗筛阳性。
（3）糖尿病综合治疗不规范，全面实施五项治疗措施比例低：
各项治疗措施有效实施比例分别为：药物治疗 84%、饮食控制 86%、运动
81%、糖尿病教育 71%、血糖监测 43%；五项治疗措施均实施好的比例为 23.6%；
患者使用胰岛素比例低，24.3％患者在使用胰岛素；患者每天能至少测量 1 次血糖
的比例仅为 1.8％。
（4）DN 治疗与指南要求差距大：
已确诊为 DN 的患者血压达标率仅为 40.6％，血糖达标率仅为 43.6％。仅一
半 DN 患者接受过低蛋白饮食治疗，33％的患者未遵医嘱服用降压药。近 1/3 的患
者从未做过尿微量白蛋白或尿蛋白检查；56％的患者未检测过糖化血红蛋白。
（5）DM 控制水平与 DN 早期发现的有关指标的检查频率低，与指南推荐要求差
距大
1 年来，各项指标定期复查比例分别为：至少检测 1 次糖化血红蛋白的 14.4
％、血脂 66.8％和尿微量白蛋白 23.5％，至少测量 2 次血压的 91.6％。

3．早期防治 DN 的医疗服务不能满足患者控制 DN 的要求
（1）医护人员早期防治 DN 的认知水平不平衡，医院和社区中分别有 30％和 56
％的医护人员未正确掌握糖尿病诊断标准；糖化血红蛋白知晓率分别为 86％和 53
％；DM 并发症知晓率分别为 78％和 42％；每日食盐推荐摄入量正确回答率调查

医院显著低于社区的医护人员，分别为 73％和 82％；
（2）医护人员提供服务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医生建议患者检测糖化血红蛋白和
尿微量白蛋白比例仅为 22.6％和 24.6％。

研究结论
1．四城市被调查医院和社区的糖尿病患者对于 DM 控制和 DN 早发现早干预的认
知水平差。
2．约一半患者 DN 早诊早治和糖尿病控制效果不佳。
3．DN 医疗保健服务利用不足，DM 综合治疗和 DN 规范治疗水平低，患者糖化
血红蛋白和尿微量白蛋白年检测比例不足调查对象的 1/6 和 1/4。
4．四城市被调查医院和社区的医护人员 DM 和 DN 的基础知识均欠缺；尽管综合
医院医务人员较社区医务人员的 DN 早期防治知识和治疗措施掌握水平好，但两
者为患者实际提供的医疗保健服务无太大差别。
5．患者对于 DN 的早期防治的需求和医护人员提供的卫生服务尚存在较大差距。

建议
1．加强医护人员培训和继续教育，提高医护人员早期防治 DN 的认知水平和技能，
重视实践能力，加强遵循和实践技术规范的能力，培养医护人员主动教育病人的
意识和观念。
2．完善医疗服务体系，规范医护人员临床诊疗和预防保健服务，建议医院建立健
全医疗服务评价制度，医师行业协和和专业学会出台服务规范和标准，各级医疗
机构采取分级管理
3．提高患者早期防治 DN 的认知水平和治疗依从性，加强早期症状的自我发现和
自我管理能力，树立承担自我健康责任的意识。

关键词

糖尿病；糖尿病肾病；早期防治；尿微量白蛋白；社区

免疫接种异常反应伤害的法律救济探讨
研究生

薛家鑫

导

冯子健

师

【摘要】
当前，免疫接种异常反应伤害导致的医疗纠纷比较普遍，由于对法律理解的
差异，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不少的问题。医疗纠纷和对纠纷的不当处理，致使人们
对免疫接种产生恐惧，导致部分地区正常免疫接种严重受阻。免疫学、医学和法
学专家，对免疫接种异常反应伤害的控制、降低和伤害补偿问题虽然也进行了大
量的探讨，但由于研究领域的片面性或者局限性，这一问题仍没有得到系统的阐
述。另外，由于免疫接种异常反应伤害从客观上讲是不可能消除的，就更需要从
法律的角度，明确各方的义务和责任。本文认定第一类疫苗异常反应伤害属于国
家行政责任范畴，应该受到国家行政补偿，应当给予受害者精神损害赔偿；第二
类疫苗异常反应伤害属于民事侵权责任范畴，应该受到民事赔偿，并追加精神损
害赔偿。据此，结合国外相关的经验和做法，本文认为采用合理、合法的法律救
济手段为受害者争取更多的补偿和慰藉，是一个符合国情的，现实可行的方法，
对保证国家免疫接种率的提高和急性传染病的预防有着深远的意义，体现了对人
生命健康权的维护。
本文从免疫接种异常反应伤害入手，运用推理、归纳、演绎、比较等方法，
将免疫接种异常反应伤害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尤其是对第一类疫苗、第二
类疫苗异常反应伤害的法律责任分析，结合关于人身伤害法律法规对疫苗异常反
应伤害涉及的法律救济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在建立免疫接种异常反应
伤害法律救济的基金机制、关于建立我国免疫保险制度、关于建立我国医事仲裁
机制、完善免疫接种异常反应伤害法律救济的立法等方面提出了有价值的思考和
建议，期望能为免疫接种异常反应造成伤害的相关社会医疗保障的进步和国家制
度的完善提供借鉴、参考。
【关键词】 免疫接种异常反应

伤害

医疗纠纷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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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本级艾滋病防治大众传播材料制作、发放
与使用情况调查分析
研究生：李雨波
导 师：胡俊峰
王新伦

研究员
副研究员

研究背景
宣传教育是目前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方法，而传播材料是开展宣传教育工作
必不可少的工具，近年来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用于艾滋病防治传播材料的制作、

发放与使用。随着艾滋病流行趋势的变化和国家政策的调整，社会大众对艾滋病
防治信息和传播材料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本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
方法，对 2003-2005 年由中央专项经费支持的国家级预防艾滋病大众传播材料的
制作、发放和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分析传播材料发放和使用的影响因素，评估社
会大众对预防艾滋病传播材料的需求，为今后调整和改进艾滋病防治大众传播材
料的制作、发放和使用策略提供依据。

研究目的
1.了解 2003-2005 年，国家专项经费支持的中央本级艾滋病防治大众传播材
料的制作、发放与使用情况；
2.评估城乡居民、大中学生对艾滋病防治传播材料的需求；
3.分析艾滋病防治大众传播材料发放和使用主要影响因素；
4.为今后调整和改进艾滋病防治大众传播材料制作、发放和使
用策略提供依据。

研究方法
采用定性和定量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包括：
1.文献回顾法，查阅近十年来公开发表的有关文献，分析、总结我国艾滋病
防治传播材料制作、发放与使用策略研究方面的工作。
2.问卷调查，一是对辽宁和湖北两省城乡居民和大中学生艾滋病防治知识和
态度进行抽样问卷调查；二是向全国 127 个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管理办公室发
放调查问卷，针对 2003-2005 年中央本级传播材料的适用情况进行调查，该问卷
由各示范区负责艾滋病宣传教育的专业人员填写后寄回。
3.定性访谈，对广东、广西、江苏、福建、甘肃、青海 6 省（自治区）的城
乡居民、大中学生进行专题小组访谈，对 6 省（自治区）各级艾滋病防治健康教
育工作人员进行个人深入访谈。
4.结合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卫生部、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
在 2005 年开展的全国预防艾滋病“进村入校”宣传海报发放、张贴工作督导检查，
以海报发放张贴为例，进一步了解传播材料的发放和使用情况及主要影响因素。

研究结果

1．2003-05 年，127 个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都接收到了国家发放的中央本
级艾滋病防治传播材料。这些材料的形式对目标人群的适用性：73.7%的示范区认
为适用，21.5%认为较适用，4.8%认为不适用；材料的内容对目标人群的适用性：
76.1%的示范区认为材料的内容适用，20.4%认为较适用，3.5%认为不适用。
2．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查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海报发放张贴情况：
91.1％的农村行政村、97.7％的城市街道办事处、80.7%的大学，66.6%的中学张
贴了预防艾滋病宣传海报。共青团中央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到 14 个省（直辖市、自
治区）实地调查：在 70.6%的农村行政村、82.9%的城市街道办事处、92.6%的大学
和 65.1%的中学观察到张贴了海报。
3．预防艾滋病知识平均知晓率（平均知晓率=知识部分答对题目数/总答题
数）城乡居民为 76.1%，其中，城市居民为 80.4%，农村居民为 71.7%；大学生平
均知晓率为 78.7%；中学生平均知晓率为 72.7%。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以下简称
UNAIDS）推荐的五个指标知晓率（知晓率=UNAIDS 推荐的五个指标全部正确人数/
答题总人数），城乡居民为 29.6%，其中，城市居民为 33.8%，农村居民为 25.4%；
大学生为 20.5%；中学生为 13.4%。
4．专题小组访谈结果，目标人都听说过艾滋病，基本了解艾滋病的三条传
播途径，但对日常接触不传播方面的知识了解不多，普遍 缺乏预防艾滋病病毒感
染的防护意识和技能知识，对艾滋病恐惧和漠视以及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
的歧视仍然严重。目标人群喜欢针对性强、形象生动、简明易懂的传播材料，尤
其是具有实用价值的，不喜欢文字过多的材料。
5．影响材料发放和使用的主要因素包括:一些干部、工作人员对预防艾滋病
宣传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的艾滋病防控机制
在基层一些地方没真正建立健全，多部门的协调沟通不畅；基层人、财、物都相
对不足；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需提高，对材料的发放和使用缺乏技术指
导和培训。

分析与建议
1、社会大众对艾滋病的认识目前处于广泛听说但缺乏深入了解的阶段，他们
对有针对性的预防艾滋病信息需求很大，今后知识的传播要侧重于提高预防意识，
减少高危行为，消除歧视。
2、艾滋病防治传播材料要和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活动有机结合；开发制作针

对性强、通俗易懂的传播材料，尤其是有实用价值的材料。
3、由中央统一设计各种传播材料，将电子模版下发各省，由各地根据实际需
求情况，有选择性地加工印制并组织发放张贴，能减少中间环节，提高工作效率。
4、进一步加强对基层单位的培训和技术指导，继续加大对农村地区宣传教育
工作的投入。
5、提高政府领导干部对预防艾滋病的认识，依法防治；明确部门职责，加强
部门间的协调，合理配置资源。

关键词：艾滋病防治

大众传播材料

制作、发放与使用

北京居民代谢综合征患病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生
导

师

孙冬玲
顾东风

背景：目前，心脑血管疾病已成为我国居民的第一位死因，是严重威胁我国人群
特别是中老年人群健康的主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之一。代谢综合征（MS）作为多
种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聚集,表现为中心性肥胖、糖耐量异常、脂代谢紊乱、高血
压等在同一个体身上的集中出现，因其对心血管疾病危害严重，近年来受到越来
越多的关注。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认识到 MS 不仅组分复杂而且发病机
制也非常复杂。另一方面，流行病学研究显示，MS 的患病率在各种人群中呈上升
趋势，因此有必要进行其患病率和危险因素的相关研究。目前国内关于 MS 的大多
数研究仅为患病率的调查，MS 的危险因素研究却并不多见，在我国一般成年人群
中同时应用三种被推荐的工作定义进行 MS 患病率的比较研究也不多见，而这对于
完善我国人群的 MS 定义及其人群防治策略的制定，乃至最终有效控制心脑血管疾
病是有一定意义的。
方法：本研究对象是来自 2000～2001 年进行的亚洲心血管病国际合作研究（InterASIA）项目
中国部分中北京地区的子抽样样本共 1533 人，InterASIA 项目是一项研究我国目前有关省市
地区人群心血管循环系统健康状况、影响因素、防治现状及卫生需求的四阶段整群随机抽样
调查。研究对象年龄在 35-74 岁之间，研究指标包括人口统计学指标、人体测量指标、血液
生化项目、血脂代谢指标、糖耐量异常或糖尿病检测、吸烟和饮酒状况调查等。

结果：在本研究人群中，在 35-44，45-54，55-64 和 65-74 岁 4 个年龄组中，①
以 BMI≥25kg/m2 为肥胖的标准，男性肥胖率的各年龄组差异未达显著性，但女性

和合计肥胖率的各年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01，P=0.005），女性 55-64
岁组患病率最高为 67.6%，同时女性高于男性仅在 45-54 和 55-64 岁组有统计学意
义；②以腰围男性≥90cm、女性≥80cm 为中心性肥胖的诊断标准，女性和合计中
心性肥胖患病率的各年龄组差异都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而男性各年龄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各年龄组中，女性中心性肥胖率高于男性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1）。③以 SBP/DBP≥140/90 和（或）接受降压治疗为高血压的诊断标准，
男性、女性及合计高血压患病率的不同年龄组差异都有统计学意义（P<0.001），
患病率最高为 65-74 岁组；在 35-44 岁组，男性高血压患病率高于女性（P=0.007）
有统计学意义；④以 TG≥1.7mmol/L（150mg/dl）和（或）男性 HDL-C <0.9mmol/L
（35mg/dl），女性 HDL-C<1.0mmol/L（40mg/dl）为血脂紊乱诊断标准，合计组血
脂紊乱患病率的各年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男性和女性各年龄组差异却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42,P=0.017)，男性患病率最高为 35-44 岁组，女性患病率最
高为 65-74 岁组；
在 55-64 和 65-74 岁组，女性血脂紊乱患病率高于男性（P=0.046，
P<0.001）；⑤以空腹血糖≥6.1mmol/L（110mg/dl）和（或）曾因诊断为糖尿病并
已经进行降糖治疗者为血糖异常标准，女性和合计血糖异常患病率的各年龄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而男性各年龄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 35-44 岁组，
男性高于女性有显著性（P=0.022）。
按国际糖尿病联盟（IDF）定义，本研究人群合计 MS 标化患病率达 29.8%，
各组分中标化患病率最高为血压升高 50.8%，男性 MS 标化患病率为 20.7%，标化
患病率最高组分为血压升高 52.1%，女性 MS 标化患病率为 38.4%，标化患病率最
高组分为中心性肥胖 59.3%。按美国国家胆固醇教育计划成人治疗组第三次报告
（ATPⅢ）定义，合计、男性和女性 MS 标化患病率分别为 18.7%、12.3%和 24.7%，
且标化患病率最高的组分都是血压升高，分别为 48.4%、50.5%和 46.4%。按中华
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CDS）定义，合计和男女 MS 标化患病率分别为 16.0%、14.0%
和 17.9%，肥胖都为标化患病率最高的组分，分别为 54.3%、50.6%和 57.8%。不
同定义下，MS 及各组分的患病率性别差异情况相似，女性 MS、中心性肥胖或肥胖、
低 HDL-C 患病率高于男性都有统计学意义。
三种定义下，构成 MS 患者的主要组分不尽相同，IDF 和 CDS 定义的患者中构
成组分主要都是中心性肥胖（或肥胖）和血压升高；而在 ATPⅢ定义下，合计患者
和女性患者的主要构成组分为血压升高和低 HDL-C，而男性患者主要构成组分是血
压升高和 TG 升高。

本研究同时比较了三种定义下 MS 患病率的城乡差异，男性 MS 患病率城乡
差异在三种定义下都没有统计学意义。而女性在 IDF 和 ATPⅢ定义下，农村 MS
患病率高于城市有统计学意义，合计 MS 患病率的城乡差异仅在 IDF 定义下有统
计学意义。
男性和女性在三种定义间的诊断一致性稍有不同，在男性，IDF 与 ATPⅢ定义
间的一致性较差，Kappa 系数仅 0.274，
女性 IDF 与 CDS 定义间的一致性较差，Kappa
系数低至 0.398，男性、女性及合计的一致性较好的都为 ATPⅢ和 CDS 定义间，Kappa
系数分别为 0.531、0.598 和 0.575。
应用 CDS 定义,本研究的 Logistics 回归分析结果提示：MS 患病危险因素包括
BMI 增加、腰围增大、血压升高、空腹血糖异常、HDL-C 降低和 TG 升高。调整其
它危险因素后，BMI 每增加（或减少）一个单位（kg/m2），MS 患病危险约增加（或
减少）约 27%，以 BMI<24.0kg/m2 为参照组，当 BMI=24.0~27.9 kg/m2 时，MS 患
病危险增加 23 倍，而当 BMI≥28.0 kg/m2 时，MS 患病危险增加 47 倍；若以男性
≥90 cm 女性≥80 cm 为腰围增大的切点，与那些腰围正常者（男性<90cm，女性
<80cm）相比，腰围增大者其 MS 患病危险增加约 3.242 至 3.719 倍；
当 SBP≥120 mmHg
后，收缩压每升高 20mmHg，MS 患病危险就增加约 3 倍；当 DBP≥80 mmHg 后，舒
张 压 每 升 高 10mmHg ， MS 患 病 危 险 约 增 加 2 倍 ； 当 FPG 水 平 受 损
（126mg/dl>FPG≥100mg/dl）时，MS 患病危险比正常者（FPG<100mg/dl）能增加
3 倍左右，而依据 FPG 水平临床诊断为 2 型糖尿病（FPG≥126 mg/dl）者其 MS 患
病危险比正常者增加约 15 至 28 倍(根据调整因素不同而异)；以 HDL-C<40mg/dl

河南两城市高中生文化定位、饮酒期望、自我效能与饮酒行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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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据估计，全世界约有 20 亿人饮酒。含酒精饮料的消费已成为全球性影响健康
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蒸馏酒生产国，也是酒精消费
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在中国 15 岁及以上的青少年和成人中，1994～1996 年间的
人均酒精消费量比 1970～1972 年间增长了 401.9％。青少年饮酒已成为全球公共
卫生和政策关注的重点之一。近年来国内外就影响青少年饮酒的因素开展了多方
面研究。但是，国内多局限于描述其性别、年龄等因素分析，而对青少年饮酒期
望、文化定位以及饮酒自我效能与饮酒行为的关系缺乏系统研究。因此，探讨在
中国文化背景下，青少年饮酒信念和饮酒行为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研究目的
了解河南省两城市高中生饮酒行为的现况，探讨文化定位、饮酒期望、自我
效能和饮酒行为之间的关系，为有针对性地开展预防控制青少年饮酒的健康教育
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研究内容和方法
2005 年 11 月，在河南省郑州市、信阳市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对两城
市 6 所高中（2 所重点高中、2 所普通高中、2 所职业高中）共 2756 名高一、高二
的学生进行了匿名问卷调查。使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酒和药物滥用防治中心设计
的量表，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设计调查问卷。应用 Epi-data3.0 软件进行数据双录入
和核对。通过 Chi-Square、秩和检验对调查样本进行比较性分析。最后，利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logistic 回归分析特殊信念指标（期望、自我效能、文化定位）
对饮酒行为发生的影响，找出高性能预测变量的组合。

研究结果
河南省郑州、信阳两市高一、高二学生的饮酒率为 56.5%，初始饮酒的平均
年龄为 13.1 岁。大多数学生饮用国产啤酒，家庭是学生最容易发生饮酒行为的地
方，最常见的饮酒情境是过节。26.4%的饮酒学生在过去 1 年中至少发生 1 次醉酒。
文化定位总均分为 3.25（3.09，3.42）；饮酒期望总均分为 3.02（2.81，3.23）；
饮酒自我效能总均分为 79.64（60.36，93.21）。传统文化定位、西方文化定位、饮

酒积极期望、饮酒消极期望、饮酒自我效能、饮酒行为各因素间之间均存在直接
或间接关联。
影响高中生饮酒行为的 12 个主要因素是：性别、学校类型、年级、零花钱、
学习成绩、父母的饮酒行为、父母对子女饮酒的态度、同伴的饮酒行为、同伴对
调查者饮酒的态度、饮酒积极期望、饮酒消极期望、自我效能。

研究结论和建议
本研究通过对河南省郑州、信阳两市高一、高二 2756 名学生的问卷调查，获
得学生饮酒率为 56.5%,26.4%的饮酒学生在过去 1 年中至少发生 1 次醉酒。性别、
学校类型、年级、零花钱、学习成绩、父母的饮酒行为、父母对子女饮酒的态度、
同伴的饮酒行为、同伴对调查者饮酒的态度、饮酒积极期望是影响其饮酒行为的
促进因素，饮酒消极期望、自我效能是抑制因素。调查学生饮酒积极/消极期望、
饮酒自我效能与饮酒行为之间相互关联，并与不同文化定位有关。建议在开展预
防青少年饮酒的健康教育工作中，以树立正确的心理认知为重点，学生家长、同
伴和教师应共同参与。

关键词：高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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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剂量复合剂治疗涂阳肺结核患者依从性调查与分析
研究生

贺永鸿

导 师
成诗明
[背景]结核病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传染病之一，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中
国是全球 22 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自中国实施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以来，全
国结核病控制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由于全国采取统一剂量、标准的化疗方案，
使部分低体重和一些艾滋病和结核病双重感染者因为药物超量出现了各种不良反
应，导致其依从性下降，往往使治疗失败。固定剂量复合剂可以使药物剂量个体
化，改善肺结核治疗的依从性，提高规律治疗率和治愈率，能有效阻止因不规律
治疗而造成的结核菌耐药的增加。在中国使用固定剂量复合剂还处于起步阶段，
研究其在中国人群中使用的依从性，探讨其在中国治疗结核病的适宜性是十分必
要的。依从性关系到治疗的成败，了解依从性的影响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改善
依从性的建议，有助于提高肺结核的治愈率。
[目的]调查分析固定剂量复合剂治疗肺结核患者的依从性，为固定剂量复合剂在中

国推广应用提供参考依据；调查分析治疗结核病过程中影响患者依从性的主要影
响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改善依从性的方法。
[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第一层在全国选取福建、广东、黑龙江和陕
西四省，每个省随机选择 1 个地区（市），每个地区（市）4-5 个县，共 17 个县区，
整群选择每个县区所有课题实施期间到结防机构就诊，符合条件的初治涂阳肺结
核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入选病例按流水号排序，单数进入研究组，使用固定剂
量复合剂治疗；双数进入对照组，使用国家结核病防治规划中使用的板式组合药
治疗。专家咨询法产生调查问卷，由结防机构门诊医师对入选的肺结核患者进行
治疗和访谈。调查表与病历一起保存。
数据使用 SPSS12.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χ2 检验和建立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模型，比较固定剂量复合剂和板式组合药治疗肺结核的依从性，分析
依从性的影响因素。
[结果]966 例初治涂阳肺结核患者进入本研究课题，其中研究组 484 例，对照组 482
例。入选病例的平均年龄为 43.8±1.1 岁，年龄中位数 42 岁。年龄<65 岁 811 例，
65～岁 155 例。男性 685 例，女性 281 例。农民 629 例，其它职业 339 例。
治疗前调查选择每天服药一次总比例为 64.4%，研究组和对照组分别为
86.8%和 42.1%，两组间有显著性差异；治疗结束时的调查结果显示研究组由于药
物的片数影响不能坚持服药的比例低。研究组未完成治疗比例低。
年龄 65 岁及以上治疗前调查愿意接受治疗的比例低；在治疗结束时因为服药
片数过多而不能坚持服药的比例高；未完成治疗比例高。
治疗前农民愿意接受治疗的比例低；在强化期末调查和治疗结束时调查农民
依从性好于其它职业者。
有不良反应者未完成治疗的比例显著高于无不良反应者。
患者对医生在治疗中的作用在三次调查中表现不同。在治疗开始回答“监督
服药”的有 61.5 %；强化期末回答坚持治疗关键为 “医生”的占 23.1%；疗程结
束时回答坚持治疗的关键是“医生”的为 15.5%。经统计学检验，三个时期间有
显著性差异。
[结论]研究组的患者在治疗前的调查中选择每日服药的方式的比例高，可能和研
究组的单次服药片数少有关，提示了固定剂量复合剂在治疗初期有更好的依从性。
治疗结束时研究组因为药物片数影响不能坚持服药的比例低，未完成治疗的比例

低，显示固定剂量复合剂治疗结核病可以提高规律治疗率，减少中断治疗的比例。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固定剂量复合剂用于结核病治疗的依从性优于板式组合药，为
固定剂量复合剂在国家结核病防治规划中运用以及大范围推广使用提供了参考。
年龄 65 岁及以上的肺结核患者治疗的依从性差，未完成治疗的比例高，这可
能和老年人在经济上不独立，自感在家庭中的重要性下降，怕拖累子女等因素有
关。提示要加强对老年患者的管理和督导。结果还显示农民在治疗前调查时愿意
接受治疗的比例低，这可能和经济状况，文化程度，医疗的可及性等因素有关。
但随着治疗的进展，农民的一些依从性指标要优于其它职业者。说明农民在接受
治疗后，依从性有所改善。应加强对农民治疗前健康教育。
治疗前调查时超过 60%的患者承认医生在治疗中起关键作用，随着治疗的进
展，这一比例明显下降。说明无论在治疗强化期还是在继续期，病人的治疗自主
性会随时间明显提高。这提示加强强化期的督导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关键词：肺/肺结核；药物疗法；固定剂量复合剂；依从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机管理研究
导

师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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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维中 研究员

从美国炭疽生物恐怖事件到肆虐全球的非典型性肺炎、禽流感疫情，从席卷
南亚和东南亚的印度洋海啸到松花江水污染事件，自然、社会和人为等因素引发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繁发生，给人类社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如何有效
的防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危害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各国政府都面临
着急待解决的问题：如何建立一个高效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采取
有效的应对措施，以预防或缩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能带来的危害。
【目的】初步探讨和归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其管理的有关理论；分析现阶段
我国初步建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现状，针对存在的不足，提出完善我
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的具体构想。旨在为政府部门制定公共卫生政
策提供科学依据，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工作提出新的参考思路。
【方法】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评阅法和比较管理学等方法。在广泛查阅已有文献
和整理统计有关监测系统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国内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
生的背景和特征。同时应用危机管理相关理论，在归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其管

理的初步理论基础上，应用比较管理学方法，比较了西方发达国家现行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找出其共存的主要成功经验，并深入分析我国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管理体系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实际
特点，提出完善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的可行性建议。
【结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着深刻的内涵和广泛的外延。各类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发生的地区、季节和类型是有一定的规律性可循的。
西方发达国家在政府应急管理方面，己经摸索出一套比较成熟、有效的模式，
值得我国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体系借鉴的主要经验有：①将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管理纳入政府社会危机防范体系之中，进行统一管理；②有一整套完善的应
急法律法规体系；③拥有权力很大、以政府首脑为核心的中枢指挥系统和常设管
理机构，组成危机指挥协调体制，行使包括资金使用、预案和应对计划、物资保
障管理、宣传教育等职能；④有严格高效的信息收集和风险评估系统；⑤政府对
待突发公共事件的态度客观、积极以及社会民众有较高的危机防范意识。
我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管理体系还有诸多需要完善的问题：首先，公共
卫生尚未普遍成为各地政府优先解决的一项公共职能；其次，国家紧急状态法和
公共卫生法等法律法规体系有待健全；再次，我国尚需完善应急决策与协调机制；
此外，我国突发公共卫生应急预案体系尚存需要解决的问题，公共卫生体系自身
也存在着诸多隐患。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属于政府公共职能的一部分，在我国建立高效的应急
处理体系需要各级政府部门更新观念、转变职能、提高危机管理意识；加快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体系的制定，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建立统一的
指挥协调体系，理顺有效的部门间协调机制；加快法制建设，完善卫生法和紧急
状态法等法律，从法律上保证卫生经费投入力度；并不断加强完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监测预警、分级响应、应急储备、社会共同参与和补偿赔偿等机制建设。
【关键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危机管理 应急机制

中国卫生研究系统初探
研究生：刘爽
导师：祁国明
卫生研究系统是卫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行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整个

卫生系统基本目的的实现，进而影响到国民的健康水平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
何有效地研究、分析和建设卫生研究系统是全体研究参与者应思考的重要课题，
更是政府部门的重要职责。
本文采用系统论的基本观点，首先，从卫生研究系统与外在环境的关系、卫生
研究系统的定义和目标、功能和参与主体、卫生研究系统的输出与衡量以及卫生
研究系统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发展策略等角度对卫生研究系统进行了全方位的概述
和分析。利用本文第一部分提供的理论工具，文章第二部分从中国卫生研究系统
的环境、参与卫生研究的组织和管理机构、卫生研究系统的各项功能发挥情况等
方面，对中国卫生研究系统的现状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分析。文章第三部分，从
经验借鉴的角度，介绍了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卫生研究系统组织与管理的
经验。在前三部分基础上，根据系统研究方法的思路，对比先进国家的实践经验，
审视我国卫生研究系统现状，文章提出了我国卫生研究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并
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对我国卫生研究系统发展和建设的启示和建议，包括设置
国家卫生研究委员会；完善筹资体系；科学设置国家卫生研究优先领域；加强卫
生研究能力建设和建立研究伦理审查制度等。

河南、安徽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治疗服药依从性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研究生：王晓琪
导师：吴尊友
［摘要］[背景] 服药依从性是决定抗拟转录病毒治疗（ART）能否达到预期疗效的
关键因素之一。不同艾滋病患者的 ART 服药依从性及其影响因素可能不同。
[目的] 探讨河南、安徽两省农村地区艾滋病患者抗病毒药物治疗（ART）的服药依
从水平及其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在两省各选取了一个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县），将正在接受免费 ART
的患者作为调查对象，对其社会人口学、ART 治疗情况、知识、不良反应和疾病特
征、行为服药技能、医患关系和医疗服务等项目进行了回顾性，面视访谈问卷调
查。资料用 EPI Data 建立数据库，SPSS 11.5 软件进行分析。服药依从性表达为
患者过去 3 天和 7 天内实际服药剂量与医嘱应服药剂量的百分比值。
[结果] 总计 181 名患者在过去 3 天内的服药依从性好（服药剂量依从率≥95%）的
比例为 81.8%，过去 7 天内依从性好的比例为 76.2%；河南和安徽两地患者在过去

3 天内服药依从性的分别为占 69%和 97.5%。漏服药物的主要原因为遗忘、忙碌和
药物不良反应所致。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对抗病毒治疗知识的掌握(OR=8.075,
95%CI 2.625-24.837)、有提醒服药的方法(OR=3.484, 95%CI 1.355-8.955)以及
患者信任医生 (OR=7.784, 95%CI 1.261-48.951)是免费接受 ART 患者的服药依从
性好的主要影响因素（P<0.05）。
[结论] 在我国农村地区，加强宣传教育和督导服务是改善免费接受 ART 患者服药
依从行为的关键。
[关键词] 艾滋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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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地方领导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
的相关因素及领导力建设模式研究
研究生：殷文渊
导 师：汪 宁

研究背景：
有效的防治措施和强有力的政治承诺是全球控制艾滋病蔓延的重要策略。
2005年世界艾滋病日主题“遏制艾滋，履行承诺”，进一步强化了领导作用在艾滋
病防治中的战略意义。我国日益重视艾滋病防治中的领导力建设工作，但实际工
作中还存在着较多现实差距和具体问题，且国内外缺乏相关研究资料。

研究目的：
（1）了解地方领导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总体认识及面临的具体问题。
（2）探索影响地方领导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相关因素。
（3）提供防治艾滋病领导力建设的可行性模式。

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对参加200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注重实效，防治
艾滋病领导力建设”项目全程系列培训的湖北和山东地方领导共47人分为卫生和
非卫生部门两组进行个人深入访谈，并完成每省各1组专题小组讨论。在描叙性分
析的基础上对结果进行归纳和总结。同时通过调查问卷的方法，补充相关信息和
内容。

研究结果：
两省各级领导对既往卖血人员抱以高度的同情,对吸毒人员和性服务小姐的
看法持不同观点,对同性恋人群缺乏了解；对目前借助公共卫生策略在各类人群中

开展干预工作普遍接受程度比较高；非卫生部门在全面掌握“四免一关怀”政策内
容以及动态的疫情信息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两省之间情况基本一致。
影响地方领导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相关因素包括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其中，
外部影响因素包括部门共同及特殊影响因素两类。访谈中发现省级领导更多关注
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情况，而县级各部门侧重执行的方案和技术操作等具体问题。
部门共同外部影响因素：（1）各级主要领导的重视程度：表现为分管领导未
得到主要领导的充分支持；主要领导对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仍存在一定的顾虑。
（2）政策的可操作性和时效性：由于缺乏配套的执行标准和量化指标，出现地区
间执行能力差异，造成社区的不稳定因素和防治工作的难度。（3）经费的配置和
管理问题：地方财政配套能力有限，造成经费的绝对不足；管理和监督不利，导
致经费的相对不足。
（4）部门合作的监督力度：缺乏监督机制导致部门合作松散、
信息不畅和经费分配的困惑，影响防治工作的整体推进。
（5）舆论的社会影响力：
国家级宣传机构未能充分介入并发挥权威性的宣传作用，无法有效推动地方的宣
传工作。（6）来自感染者方面的压力：对感染者的关怀力度不足，以及感染者对
政策的过度依赖，造成工作的困难。
部门的特殊外部影响因素：卫生部门（1）防治队伍的稳定性：基层卫生部门
面临经济创收的重压，给艾滋病防治队伍的稳定性带来一定的影响。（2）部门内
部的配合：医政、监督和疾控等部门内部管理“条块分割”，难以形成防治艾滋病
的合力。（3）人员能力建设；地方普遍存在人员人数和能力的不足。（4）具体技
术的操作：治疗、检测等方面面临一些具体的困难。非卫生部门的特殊影响因素
主要集中在操作方面的一些具体规定和做法。
内部影响因素中两组人员的共性体现在：（1）时间和精力有限；（2）缺乏明
确的考核评估制度：这是最为核心和重要的问题之一，目前缺乏在艾滋病防治工
作中考核和评估部门和个人作为的机制，未与政绩挂钩，缺乏有效自我激励机制；
（3）经验不足。
基于上述影响因素，对于防治艾滋病领导力建设的培训，应采取“目的分层”
培训的策略。(1) 培训对象：根据不同的培训目的，分为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分
层培训。今后应针对性地开发主要领导，尤其是“党政一把手”。（2）培训时间和
间隔：根据不同的对象分别制定，注意领导换岗的现实问题。(3) 培训教员：在
以往以卫生部门专家为主的基础上，应同时注意纳入政府或多部门领导代表。(4)
培训形式: 应以理论与现场学习相结合的方式，尤其通过围绕对敏感问题的探讨

和争鸣，加深领导的理解和重视。(5) 培训内容: 应突出领导最关心的艾滋病防
治与执政关系的内容。
防治艾滋病领导力建设的模式，除通过培训的短期行为外，还需通过其他长
期的综合措施，相互结合。内容包括切实制定并落实部门行动计划和责任目标；
建立考核和评估部门及个人作为的有效机制等；同时通过政府工作简报、国内外
考察加强信息共享和部门沟通；并适时通过上层领导的示范作用和倡导，从行政
的角度影响并强化领导力建设的作用，形成防治艾滋病领导力建设的综合模式。

结论：
1.

两省地方领导目前对相关艾滋病防治干预措施普遍认同并支持，但需加强对政

策和动态疫情的了解以提高总体认知程度，并帮助地方科学决策。
2．地方领导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支持性的工作环境
有待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以促进其更大程度地开展相关工作。目前应尽快落实针
对部门和个人的可操作性的考核评估制度。
3．防治艾滋病领导力建设的培训可通过“目的分层”的培训方案。而领导力建设
的模式，除通过培训的短期行为外，更为重要的是形成综合性的策略，通过培训
－实施－评估的长效机制和信息交流，加强防治艾滋病领导力建设。

关键词：艾滋病； 领导力； 影响因素

五县农村地区婴幼儿辅食销售及购买行为调查
研究生：曹
导

煜

师：马冠生
常素英

研究员
副研究员

研究目的
了解我国农村地区婴幼儿辅助食品市场销售情况；了解农村地区看护人购买市售婴幼儿
辅食的情况；了解农村地区看护人对市售婴幼儿辅食的认识情况；发现农村地区市售婴幼儿
辅食销售和购买存在的问题，以及看护人购买市售婴幼儿辅食的影响因素；为有针对性地推
广有效改善我国农村地区婴幼儿营养状况的辅食产品提供科学依据，为改善我国农村地区婴
幼儿营养状况的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方法
从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不同地区和经济水平的省市中选取北京市、浙江省、

河南省、陕西省和甘肃省等 5 省市，采用典型抽样的方法从每个省市中选取经济
水平中等的一个县（区），从选取的县（区）中抽取 2～3 个乡/镇，再从各乡/镇
中随机抽取 2～6 个村，
将村中所有 4～24 个月婴幼儿的主要看护人作为调查对象，
每个县农村地区调查 4～24 个月婴幼儿主要看护人 100～120 人。
看护人定性研究分析，从每个县参加问卷调查的 100～120 名调查对象中选取
30～40 人做专题小组讨论；每县组织专题小组讨论 3 组，8～12 人/组。
食品店主定性研究分析，采用面对面的询问调查方式；对每县 3 个村级、一
个乡级、一个县级的食品店主进行询问调查。
研究结果
1．婴幼儿辅食销售情况
⑴ 五县的市售辅食种类包括奶粉、米粉、饮品、零食、方便面；其中奶粉的
销售情况最好；只在经济水平较高的北京房山、浙江东阳两县有两种及以上品种
的米粉销售，甘肃定西县未见米粉类产品；饮品以奶制饮品为主；零食、方便面
的销售情况不尽相同：北京房山及浙江东阳地区的零食种类以谷类食品为主，方
便面基本不作为婴幼儿家长购买给孩子的食品；河南辉县和陕西彬县以营养成分
含量少的膨化食品为主、方便面也作为主要的婴幼儿食品销售；甘肃定西以谷类
食品、方便面为主。
⑵辅食销售价格（除方便面外）随经济水平不同而不同，经济水平较好的北
京房山、浙江东阳县较河南辉县、陕西彬县、甘肃定西县 3 个经济水平较差的县
辅食价格高。婴幼儿奶粉价位，北京房山、浙江东阳、河南辉县、陕西彬县、甘
肃定西分别为，5.00-80.00，5.00-80.00，10.00-30.00，<20.00，<20.00 元。婴
幼儿零食价位，自北京房山、浙江东阳、河南辉县、陕西彬县、甘肃定西县分别
为，0.50~，0.45~，0.10-0.80，0.10-1.00，0.10-1.00 元。婴幼儿饮品价位，自
北京房山、浙江东阳、河南辉县、陕西彬县、甘肃定西分别为，>1.00，>0.70，
0.50-4.00，0.10-1.00，0.20-1.00 元。方便面价位，北京房山、浙江东阳、河南
辉县、陕西彬县、甘肃定西分别为，0.50-，0.45-0.85，0.50-0.70 ，0.50-3.00，
0.50 元。
⑶辅食进货途径，北京房山全部通过厂家进货；浙江东阳县全部通过超市进
货；河南辉县，陕西彬县和甘肃定西县均有两种进货途径：厂家和批发市场，批
发市场进货比例较高。
(4) 五县各级食品店在价格合适、并配合良好宣传的条件下，愿意销售专门

为婴幼儿研制的家庭内强化辅食（营养包）。
2．婴幼儿辅食购买情况
⑴五县农村地区看护人购买的市售辅食种类很有限，奶粉和饼干类食品是 5
县农村地区婴幼儿看护人基本都购买的食品。经济条件较好的北京房山和浙江东
阳两县购买高品质的外资奶粉比例较高，河南辉县、陕西彬县、甘肃定西县以低
价位的国产奶粉为主。米粉类食品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北京房山和浙江东阳两县有
较高的购买率，经济条件中等水平的河南辉县的购买率仅为 5%，经济条件较差的
陕西彬县和甘肃定西县无人购买米粉类食品。经济条件中、低水平的河南辉县、
陕西彬县、甘肃定西县的农村地区婴幼儿看护人较多购买的辅食产品为营养成分
很低的膨化食品和方便面。
⑵ 北京房山和浙江东阳地区购买高价格奶粉比例较河南辉县、陕西彬县、甘
肃定西三县高，北京房山和浙江东阳两县购买 50.00 元以上奶粉人数比例分别为
12.7%和 38.8%，其余三县没有人购买价格在 50.00 元以上的奶粉；购买 10.00 元
以下奶粉人数比例河南辉县、陕西彬县、甘肃定西三县高，分别为 49.2%、72.0%、
78.5%。饮品、零食等食品的购买价格，从北京房山、浙江东阳、河南辉县、陕西
彬县、甘肃定西呈上升趋势。
⑶ 北京房山、浙江东阳地区购买婴幼儿辅食产品的地点以超市为主，河南辉
县购买辅食地点以批发部为主，陕西彬县、甘肃定西两县购买辅食地点以批发部
和村小店为主。
⑷ 五县农村地区婴幼儿看护人对市售婴幼儿辅助食品的态度不同，部分看护
人认为市售辅食精细、营养成分齐全比自制辅食好，另一部分认为自制婴幼儿辅
食较市售婴幼儿辅食卫生、安全。
⑸ 经济水平、文化程度、市场供应情况对婴幼儿看护人的购买行为有影响。
⑹ 对于营养专家专门为婴幼儿研制的家庭内强化辅食（营养包），5 县的看护
人有 86.2%的人愿意购买，其余看护人不愿意购买的原因随地域不同而不同，北京
房山和浙江东阳两县的看护人因为担心产品质量有问题而不愿购买；河南辉县、
陕西彬县、甘肃定西三县看护人则是因为担心无法承受价格而不愿购买。
研究结论
农村地区销售的婴幼儿辅助食品种类少，经济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没有质优
价高的辅食产品，营养成分少的低价食品较多，存在质量不合格的辅食产品；看
护人购买辅食种类有限、购买的辅食有营养少不适合婴幼儿生长发育需求的产品，

购买奶粉频次低。文化程度、市售辅食的认知水平、经济收入、食品安全性、品
牌因素、市场供应情况、销售渠道是看护人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低价格的家庭
内强化辅助食品作为改善农村地区婴幼儿营养不良的有效、可行途径，适合在低
收入水平的农村地区推广。
关键词：辅助食品，农村，食品店主，看护人

北京市刑事警察职业健康现况调查
研究生：
李筱薇
导 师：
高俊全 研究员
目的：采用流行病学的横断面调查方法，对北京市刑事警察的职业健康状况进行调查，
为了解首都刑事警察的职业特点、生活习惯、健康状况做出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正确
的健康知识教育，帮助首都刑事警察改掉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
法，对北京市公安局所属的刑警大队、朝阳分局、海淀分局和丰台分局开展刑事警察职业的
健康状况调查。经刑警本人正确合理的填写调查问卷，通过描述性分析以及将刑警的健康状
况和可能的相关因素建立 Logistic 回归模型，探索找出影响刑警健康状况的因素。结果：年龄
性别：参加调查的干警平均年龄 33.6 岁，其中男性占 87.9%；女性占 12.1%。加班情况：参
加调查的刑警当中平均每人每周加班 2.1 天，有 40.8%的刑警每周加班时间超过 30 小时，而
又有 62.5%的刑警加班时间要持续到零点以后。睡眠情况：52.1%的刑警每天睡眠时间只有 6
小时，29.0%的刑警可以睡到 7 小时，能达到 8 小时睡眠的刑警只占 3.2%；而在他们睡眠的
时间内 36.7%的人睡眠质量较好；但有一半多（51.9%）的刑警表示能入睡但多梦易醒，处于
浅睡眠状态；还有 11.4%的刑警睡眠质量很差，有时需借助药物甚至经常服用药物帮助睡眠。
而睡醒之后只有 8.1%的刑警睡醒后感到精神饱满，有 28.9%的刑警觉得睡醒后精神仍然很差，
感到困乏；19%的人睡醒状态处于两者之间。近半数的刑警（43.9%）表示一般情况下还好，
偶尔感到困乏无力。吸烟情况：54.4%的刑警经常吸烟，16.3%的刑警偶尔吸烟；已戒烟的人
只占 3.8%，不吸烟的刑警有 25.5%。饮酒情况：21.4%的刑警经常饮酒；64.1%的人偶尔饮酒。
已戒酒和从不饮酒的人分别占 2%和 12.6%。饮食情况：90.5%的刑警认识到早餐的重要性，
但有 35.1%的刑警虽然认为早餐重要，仍无法保证每天早餐的习惯。82.3%的刑警平时进食速
度很快。有超过一半的刑警（51.4%）饮食时间和量均无规律，还有四分之一（25.1%）的刑
警虽然可以控制饮食量，但无法保证就餐时间。仅有 16.4%的刑警饮食规律正常。其中 38.4%
的刑警表示因工作使饮食完全没有规律，另外 28.3%的刑警认为工作经常影响到饮食。有 6.2%
的刑警很了解膳食结构，18.0%的刑警比较了解，42.9%的刑警表示对食物的营养结构了解一
般，另有 30.6%的刑警表示不太了解，还有 2.2%的刑警根本不了解。健康保障：很少有干警
（17.6％）选择通过看医生来保障自己的健康，相当多的干警（60％）选择自我调节，甚至还

有 18.5％的干警觉得无所谓，不太注意。有近 60%的刑警一个月中情绪不佳的天数超过 7 天；
而其中工作压力和身体不适是最主要的原因。同样又有超过 80％的刑警认为自己的身体有不
同程度的健康问题包括精神压力；有近 90％的刑警存在一项甚至多项身体不适的症状。患病
率：刑警中常见的患病率较高的疾病有：脂肪肝（25.1%）、高血脂（16.5%）、高血压（12.5%），
糖尿病（4.5%）且确诊患病年龄普遍较小。其中脂肪肝的平均患病年龄 32.5 岁，高血脂 33.3
岁，高血压 35.2 岁，糖尿病 37.2 岁。体育锻炼：59.3%的人偶尔进行体育锻炼，但平均每周
少于一次，19.9%的刑警根本不做体育运动；20.8%的刑警可以很好的保证体育锻炼（经常做
18.6%，甚至天天做 2.02%）。体重指数：平均体重指数为 25.1。2.5%的刑警偏瘦（低于 18.5）；
36.9%体重正常（18.5<BMI<24）；40.5%的刑警体重超重；20.1%的刑警为肥胖。Logistic 回归
模型结果：从单因素分析数据中可以看出，高年龄（≥40 岁）、男性、从事刑警工作大于 6
年、以吸烟饮酒作为缓解压力的方式是易患高血压、高血脂以及脂肪肝的危险因素。亚健康
状态的知晓情况和是否知道肥胖和缺乏运动与某些癌症有关这两道题与认知情况相关的问题
的知晓率成为了高血压患病率的保护因素。多因素分析数据结果发现：从事刑警工作年限大
于或等于 6 年、累计饮酒年限大于或等于 10 年，不知道亚健康状态概念的刑警更易患高血压；
从事刑警工作年限大于或等于 6 年、累计吸烟年限大于或等于 10 年，知道吸烟易导致高血压、
经常感觉疲乏无力、注意力不集中的刑警更易患高血脂；男性、从事刑警工作年限大于或等
于 6 年、累计吸烟年限大于或等于 10 年，经常感觉疲乏无力、注意力不集中的刑警更易患脂
肪肝。结论：北京市刑事警察的健康现状不容乐观，加班时间长，工作强度高，精神压力大
已经成为刑警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且生活不规律，不良生活习惯，睡眠质量差，健康知识欠
缺已经严重影响了刑警们的健康状况。高血压、高血脂和脂肪肝患病率的居高不下同样令人
担忧。工作性质，工作压力，精神状态，吸烟、饮酒等不良生活习惯与这些慢性病的发病率
密切相关。这些情况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关注首都刑事警察的健康的状况，改善刑警
的健康使之成为提高警察战斗力、保障首都人民安全的首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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