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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八九级
甘肃省基层医疗卫生单位执行“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管
理的传染病诊断标准》”(试行)实施能力的调查分析
研 究 生

王春勇

导

曾

师

现场导师

光

田明光

副研究员
处长 医学硕士

为使《传染病防治法》顺利实施，国家卫生部召集在京部分专家、教授研究讨论并制定
了“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管理的传染病诊断标准》”( 以下简称《诊断标准》)，并於 1990 年
8 月颁布执行。
《诊断标准》具有相当程度的科学性。但是我国幅源辽阔，各地区之间发展及不平衡，
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内地 沿海与边远地区之间，大、中、小城市之间都存在很大的差别，在
这种特殊条件下,在近期内《诊断标准》的实用性如何？需要调查论证。目前在我国内尚未见
有这方面研究的文献报导。本文对我国边远地区部分县(市)、乡(镇)有关从事传染病诊断、
治疗和管理的医生进行了人员情况、知识技能、化验室(实验室)器械设备等方面的情况进行
了调查分析，目的是对县(市)、乡(镇)在目前情况下了解《诊断标准》颁布实施的执行能力，
为有关部门提供科学依据。
本研究应用社会学与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方法，根据《诊断标准》和甘肃省 1990 年传染病
疫情报告资料等多方面的资料，於 1991 年 3 月初～5 月中旬，对甘肃省的十个县(市)、50 个
乡(镇)的医院、卫生防疫站、卫生院进行了现场调查，采用调查问卷方式收集资料。通过现
场调查，最后得到医生个案调查表 416 份，化验室(实验室)器械设备与能力情况调查表 36 份，
医院、 卫生防疫站、卫生院的有关传染病方面管理制度及制度的执行情况调查表 33 份。
通过统计分析，认为目前县、乡二级医疗卫生单位的能力达不到《诊断标准》的要求，
具体结果如下：
1.化验室(实验室)器械设备简陋，距离实施《诊断标准》要求相差较大。以国家卫生部
颁布的《医院分级管理文件汇编》对一级甲类医院器械设备的要求为标准。乡(镇)卫
生院的器械设备现有量为 4.89％；县(市)医院为 76.25％；县(市)卫生防疫站为 78.75
％。
2.目前多数乡(镇)卫生院没有开设化验科( 室 )，是实施《诊断标准》的最大障碍。乡(镇)
卫生院中目前没有开设化验科(室)的占总数的 68％。
3.化验项目较少，乡(镇)卫生院现在能够开展常见传染病二级诊断的占总数的 18％；县
(市)医院、县(市)卫生防疫站能够开展常见传染病的三级诊断分别占总数的 40%。十
个县(市)中能够开展常见传染病三级诊断的比例是 6／10。
4. 影 响 医 生 传 染 病 诊 断 知 识 和 能 力 的 因 素 是 在 职 培 训 及 进 修 学 习 ( 复 相 关 系 数
R=0.417，a=0.100，P=0.000，偏回归系数=1.171)。
5.工作意向性调查， 愿意从事传染科工作的医生为 28 人，占总数的 8.8％。其中县(市)
临床医生为 18 人， 占 18.20％；乡(镇)医生为 10 人，占 4.6％。
6.近年来的大、中专毕业生进入乡(镇)卫生院，给农村卫生事业带来生机。20─29 岁年
龄组的大专以上学历的医生人数为 7 人，占 43.75％；中专学历的医生人数为 53 人，

占 47.32％(X 2=24.9634，P=0.000)。
7.管理制度不健全，实施不得力。制定过有关传染病方面管理制度的医院为 4／10，但
是，由于受到经费、 行政组织等原因的限制，只有一个县( 市 )按所定制度对传染病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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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次调查揭示农村老年人仍采用传统的生活方式即以家庭为生活的基本单位。社会
支持、经济来源、居住结构的分析结果也揭示了这一点。在家庭中又以儿子的支持为主。
(3)调查发现本地区老年人大多数患有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慢性疾病，平均 1.88 种。并伴
发有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慢性症状(平均为 4.44 种)。过去一年病伤而不得不限制自己的日常或
是活动，有 156(38.6％) 人因病不得不卧床休息，有 22(5.4％)人因病而住院治疗。
(4)三种不同的功能状态的分析表明:ADL、IADL 和综合功能之间存在一定的等级关系。
这首先表现在三种功能的丧失率上，ADL 的丧失率最低(12.8％)，IADL 次之(43.1％)，综合
功能的丧失率最高(54.1％)。 分析结果还显作丧失得快。
生活质量相关因素的分析结果:
不同的人口社会学特征生活质量各方面的呈现一定的变化趋势。年龄大者、女性、无配
偶者生活质量某些方面的情况较差。独居者以及只和子女一起居住者生活满意度及功能状况
的较其他的居住形式的老年人为差。无儿子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社会支持的水平较低。
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分析得出以下结果:
(1)影响老年人功能状态的因素中，人口社会学特征不是主要的，而慢性退行性疾病对功
能状况的影响较大。不同慢性病的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分析结果表明：中风、肺源性疾病、其
它心脏病、视力障碍等是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主要疾病。
(2)生活质量各方面的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揭示:主观健康、心理卫生状况、社区和感情
支持、以及过去一年内的就诊次数是影响老年人的综合的健康状况(健康指数)的主要因素。
而老年人的心理卫生状况受慢性症状的数量、主观健康状况、感情支持以及功能状态的水平
和经济水平的影响。症状数量的多少、心理健康水平的高低、过去一年内活动受限的时间长
短以及功能水平决定老年人主观健康的水平。同时对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说明老
年人经济水平、主观健康、感情支持以及功能的水平影响着其对生活的体验也就是说决定起
生活满意度水平的高低。
(3)LISREL 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中，老年人的经济水平对生活质量的
影响最大，其次是躯体健康状况，功能状况。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躯体健康水平
和功能状况对心理卫生状况有直接的作用。 而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只有间接作用。
根据分析的结果，得出以下的结论:
（1）主观健康和生活满意度是两个必较好的综合指标，它们间接的反映集中反映了老年
人疾病的数量、症状的数量、社会残疾以及功能残疾心理卫生的情况，因此可作为老年人躯
体健康状况的综合指标。而生活满意度的指标反映了老年人生活质量各方面的情况包括主观
健康、社会健康、功能状况和心理卫生状况。LISREL 模型的分析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2)分析的结果表明: 经济生活水平是影响老年人健康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不同的经济
状况的满足程度之间，生活质量各方面均有显著性的差异，双变量分析的结果和 LISREL 模型
的结果都支持这个结论。
(3)本研究的结果显示构成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各因素之间存在复杂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
系。

陶庄煤矿尘肺病所致经济损失

及防尘投入成本效益分析
研究生

卢黎明

导 师 马鸣岗 教授
宋文质 副教授
刘世杰 教授
尘肺病是我国工业生产中危害最严重的职业病，特别在煤炭系统，近年来随着煤炭生产
的不断扩大，县、乡、镇办小煤窑的迅速发展，以及对防尘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和放松，
尘肺病对工人的威胁正日益扩大。
从卫生经济学角度研究尘肺病所致的经济损失，并评价防尘措施的效果和经济效益，对
说明防尘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很少见报道，同时由
于所采用的经济指标及评价方法不同，所得到的结果差异较大，因而影响了结论的可信性。
本研究选择山东陶庄煤矿为调查对象，以该矿尘肺病人的发病、死亡及因此造成的经济
损失情况为主要调查内容，旨在探索一种较全面、合理、切实可行的尘肺病所致经济损失指
标及其计算方法，并尝试采用回顾性群组对比方法，评价该矿防尘投入所取得的效果和经济
效益，为进一步开展预防尘肺病的卫生经济学研究，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本研究直接经济损失部分调查了该矿全部 336 例现患病人和 354 例死亡病人在 1990 年所
造成的经济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部分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了 120 例现患病人所造
成的产值损失。防尘效果是将防尘前(1952～1958 年)和防尘后(1962～1989 年) 参加工作的
两组工人分别计算其尘肺病的检出率和死亡率，并以防尘前组的检出率、死亡率计算出防尘
后组的预期检出数和死亡数，预期数与实际数之差，即为采取防尘措施的效果。
据本次调查的数据，经分析统计得到的结果如下：
1.尘肺病经济损失。
现患病人平均病程为 12 年、多支付退休金时间为 7 年。 死亡病人平均抚恤时间为 11.5
年。现患病人年人均损失 1722 元。死亡病人年人均抚恤费损失为 819 元。推算结果，一例尘
肺病人从诊断至死亡及死亡后总直接经济损失为 29397 元。
间接经济损失调查对象人均提前退休 3.19 年，提前调离生产岗位 5. 96 年。调查病人
1990 年的人均陪护探视时间为 54.3 天。按产值法计算其损失值分别为 27912 元／人、16241
元／人和 262 元／人年。
经济损失调查推算结果，该矿平均一例尘肺病人总经济损失为 76694 元。
2.尘肺病经济损失相关因素分析。
病人的年人均医疗费支出、年人均陪护探视时间与其年龄、合并结核、住院、住院时间
和病期均有密切关系。病人的产值损失主要与其开始接尘年龄和病期有关。提示：积极采取
预防保健措施，加强病人的健康监护，及时治疗和减少合并结核，延缓病情进展，能有效地
减少尘肺病所至的经济损失。
3.防尘效果比较。
比较结果，两组观察满 29 年，防尘前组累计检出尘肺病人 255 例， 其中死亡 64 例；防
尘后组累计检出尘肺病人 13 例，死亡 2 例； 防尘后组预期检出尘肺病人 275 例，死亡 60 例，
则实际减少尘肺检出 262 例，其中少死亡 58 例。

防尘后组病人平均发病工龄较防尘前组延长了 3 年(16 和 13 年) Ⅰ至Ⅱ晋期年延长了 2
年(5 和 3 年)，Ⅱ至Ⅲ晋期年延长了 3 年(7 和 4 年)，平均死亡年龄延长了 8 岁(64 和 56 岁)，
而合并结核率从防尘前 29.1％降至防尘后的 15.4％。矿井井下工作面空气平均岩、煤尘浓度
下降了 20.6 倍和 4.3 倍。表明:防尘效果非常明显，不但减少了尘肺病人的检出和死亡，而
且病人发病、死亡时间推迟，病人的病情亦明显缓和。
4、防尘投入成本。
本研究调查了该矿自 1962 年以来至 1990 年的防尘投入情况。按 1990 年物价或年 5％贴
现率计算该矿累计防尘投入 322.024 万元，相当于生产吨煤投入 0.12 元，井下工人年人均
38.3 元。
5、防尘投入成本效益。
该矿防尘后取得经济效益 2009.38 万元，相当于该矿 1990 年生产总值的 87.4％，为国
家多生产原煤 83.9 万吨。取得的效益中，直接经济效益 770.2 万元，间接经济效益 1239.18
万元。与投入相比较，成本效益比为 1:6.24 ，即每投入一元防尘费，能够为矿井增收 6.24
元产值。扣除防尘投入成本后，获纯经济效益为 1687.36 万元。并且防尘的效益是随着投入
时间持续， 越来越明显。
本研究结论认为，防尘投入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效益亦是非常明显的。防尘工作不仅保
护了工人的健康，而且也促进了企业生产、经济的发展，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
益。

唐河县疾病监测点农村居民 1984─1990 年死亡状况分析研究
研究生

朱

导

李天霖

师

谦
教授

河南省唐河县是全国疾病监测点之一，该县经济水平落后，居民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能够享受的医疗卫生保健服务水平也明显低于全国农村的平均水平。(属于第三类农村地区)。
本文利用该监测点收集的 1984─1990 年期间当地居民的死亡资料，通过对死因分类的调整、
对死因结构的分析、终生死于某死因的概率分析、居民潜在损失寿命分析等方法进行了研究
分析，旨在弄清监测点居民的死亡现状，找出目前导致居民死亡的主要原因，反映出该地农
村居民的健康水平和存在的问题，确定卫生工作的重点，为该县在制定发展规划时提供科学
的依据。
本文对 1990 年监测点居民外因死亡进行了个案调查，对外因死亡的原因、性别、年龄别
死亡特点以及自杀死亡的原因、方式和有关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在研究的开始阶段，本文组织了一次居民死亡漏报调查。结果显示，监测点居民 1990 年
死亡漏报率为 13.4％。其中以婴儿组的死亡漏报率最高，为 31.8％。本文应用了漏报调查的
结果对所研究分析的资料进行了校正。
分析结果表明：
㈠、死亡率水平与死亡原因：

⑴监测点居民的死亡率曲线从 1984 年到 1990 年呈“Ｕ”字型，1984 年死亡率为 724.4
／10 万，1990 年为 758.8／10 万。男性的死亡率各年度均高于女性。监测点居民死亡率高于
1989 年全国农村地区的平均水平而低于三类农村地区。同发达国家相比，标化死亡率远远高
于发达国家八十年代中期的死亡率水平。
⑵性别、年龄别死亡率相当于日本 50 年代末、美国 50 年代初的水平，与“世界最低死
亡率”相比，男、女性各年龄组中超出倍数最多的是 1─4 岁组；其次是 5─14 岁组和 0 岁组；
大多数年龄组的超出倍数均为女性高于男性。相对来说，儿童、青少年的死亡较其它年龄组
严重，女性在大多数年龄组的死亡较男性严重。
⑶死因顺位：前五位死因为呼吸系病、心脏病、脑血管病、恶性肿瘤和外因死亡。三类
慢性退行性疾病的死亡率之和占总死亡率的构成比 1990 年为 48.2％，进一步分析发现：慢
性退行性疾病中“穷病”与“富病”的比值为 2.2:1，而美国 1989 年为 0.2:1，监测点居民
的死因模式与发达国家存在着质的差异。
⑷终生死于某死因的概率，1990 年男性呼吸系病为 0.2837，居第一位；女性的第一位也
是呼吸系病，为 0.2139。终生死于感染性疾病的概率总和男性为 0.2969、女性为 0.2357。
提示监测点居民受感染性疾病的威胁较大。最终死于某死因的概率的年龄曲线有三种类型：
①青少年型：如外因死亡；②中年型：如恶性肿瘤；③老年型：如脑血管病、心脏病。与发
达国家相比，监测点居民终生死于感染性疾病的概率是美国 1983 年的 3.1 倍，是日本的 2.1
倍。
⑸前五位死因的死亡谱：①恶性肿瘤：男性上消化道肿瘤占 81.8％、女性占 67.6％。②
呼吸系病：在未对肺心病进行调整前，主要以肺炎为主，男性占 40.9％，女性占 57.1％，肺
炎主要分布在 0─4 岁段。③心脏病：在未对肺心病进行调整前，肺心病的构成比最大，男性
为 66.0％，女性为 52.2％。④脑血管病：1984 年，脑血管病中出血型与缺血型的比值男性
为 2:1， 女性为 2.4:1。1990 年，两者的比值男性为 0.7:1，女性为 0.9:1。 出血型脑血管
病的死亡率和构成比均呈下降趋势，而缺血型脑血管病则呈上升趋势。⑤外因死亡:(详见后
文)。
⑹主要年龄段的主要死亡原因：①婴儿组：新生儿病、呼吸系病、外因死亡、先天异常
和传染病。值得注意的是：新生儿破伤风的死亡率高达 604.7／10 万，远远高于全国农村的
平均水平。②幼儿组：外因死亡、 呼吸系病和传染病。在外因死亡中，男性 84.0％，女性
67.7％都是死于溺水。③5─14 岁组：外因死亡。其构成比男性为 62.5％，女性为 52.6%。
主要是死于溺水。④15─24 岁段: 特点是外因死亡占总死亡率的构成比在各年龄段中是最大
的，男性为 70.3％，女性为 88.8％。该年龄段是一个自杀的高峰，在外因死亡中，男性有
50％、女性有 100％是死于自杀。⑤25─44 岁段：男性为外因死亡、恶性肿瘤、消化系病、
心脏病和呼吸系病；女性为外因死亡、外因死亡。特点：慢性退行性疾病成为主要的致死原
因。
㈡、潜在损失寿命(Years of Potential Life Lost)分析：
⑴1984 年，总 YPLL 率为 73.6‰，1990 年为 65.3‰。1990 年的 YPLL 率较 1984 年降低
了 11.3％。而死亡率则升高了 4.7％。男、女性 YPLL 标化率的差别不大。
⑵造成“早死”(本文选择的是 1─64 岁为“早死”年龄阈。) 的原因：外因死亡中的意
外损伤和自杀他杀分别居第一位和第二位，两者对总 YPLL 率的贡献为 44.8％；第三位的是
恶性肿瘤，占总 YPLL 率的 12.5％；心脏病与先天异常列第四、五位；三个感染性疾病(传染

病、COPD、肺炎)则分别是第六、七、八位“早死”原因，占总 YPLL 率的 10.3％；脑血管病
为第九位、慢性肝病和肝硬化为第十位。
⑶死亡率和 YPLL 率的比较：外因死亡 1990 年死亡率为 102.7／10 万，占总死亡率的 13.5
％。YPLL 率为 29.3‰，构成比则为 44.8％。YPLL 指标的应用明显地突出了外因死亡的“早
死”特点。恶性肿瘤 1990 年为第五位死因，其 YPLL 率却位于第二位，是一个死亡率高且造
成“早死”严重的疾病。呼吸系病 1990 年死亡率位居第一，YPLL 率为第三位，说明呼吸系
病的死亡率高，“早死”相对也比较严重。传染病 1984 年虽然死亡率列为第六位死因， 但
其 YPLL 率却排在第二位。1990 年传染病的死亡率和 YPLL 率都有明显的下降。而脑血管病、
心脏病虽然死亡率较高，但 YPLL 率占总 YPLL 率的构成比则仅为 4.9％和 3.0%。因此，从预
防“早死”、保护劳动力的角度出发，应把防治的重点放在外因死亡、传染病、呼吸系病和恶
性肿瘤的预防和控制上。
㈢、外因死亡的描述性分析：
⑴1984 年，外因死亡的死亡率男性为 77.6／10 万，女性为 60.1／10 万。1990 年男性上
升为 105.8／10 万，女性上升为 99.4／10 万。
⑵造成监测点居民外因死亡的主要原因，男性为自杀、溺水、车祸、机械窒息和触电；
女性为自杀、溺水、跌落和机械窒息。
⑶外因死亡的高峰年龄段及主要原因：男性：①婴儿组：机械窒息；②性：机械窒息；
②1─4 岁：溺水；③15─24 岁：自杀(100％)；④25─34 岁：自杀(88.9％)；⑤65 岁及以上：
自杀(50％)、跌落(40％)。
⑷自杀死亡分析表明：自杀死亡率女性高于男性。男性自杀的年龄别死亡率曲线呈单峰
型，高峰是在 55─64 岁段，自杀死亡率为 240.3／10 万。 女性则呈双峰型，15─34 岁是一
个高峰，55─74 岁又是一个高峰。自杀与文化程度的关系分析显示：男性文化程度越低，自
杀死亡率越高。女性自杀率以初中以上为最高。男、女性丧偶人群的自杀死亡率明显高于其
它人群。自杀原因以家庭矛盾最多，占 41.8％，其它依次是久病不愈(21.8％)、无人赡养和
精神失常以及失恋。自杀方式以口服农药为主，男性占 66.7％，女性占 70.8％；其次为自缢，
分别为 25.9％和 16.7％。结合年龄进行分析，发现在大于 15 岁的人群中，随着年龄的增加，
采用口服农药自杀方式的比例逐渐降低，而自缢的比例逐渐增高。
综上所述，监测点居民的死亡特点是：①主要死亡原因是呼吸系病、恶性肿瘤、心脏病、
脑血管病和外因死亡，感染性疾病仍是主要致死原因。所以，对感染性疾病的防治仍不能放
松。②应用 YPLL 指标则显示出外因死亡为最主要的“早死”原因，自杀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
会问题。在自杀的预防和控制策略上，加强农药的管理应作为一项首要的措施之一。③在主
要的致死原因中，
“穷病”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因此，应在实施初级卫生保健的基础上，采取
综合性的预防和控制措施，突出对居民的健康教育，改善不良的生活条件和生活习惯，以减
少“早死”为近期目标，长期全面地提高监测点居民的健康水平。

甘肃省卫生防疫专门人才的现状和流动因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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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人力是社会卫生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充分发挥卫生保健制度功能的关键。我国
的卫生防疫防治机构及人员在贯彻落实“预防为主”卫生工作发挥的重要作用逐渐为人们所
认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卫生问题层出不穷，急性传染病、地方病等疾病仍然威胁
着我国大部分地区人民群众的健康，卫生防疫任务还相当艰巨而繁重，为了解和分析研究甘
肃省卫生防疫系统专门人才队伍的现状和流动情况，为卫生防疫事业发展规划提供依据。于
1991 年 3-5 月对甘肃省卫生防疫防治机构进行了调查。
卫生防疫专门人才现状资料取自 1990 年全省卫生部门卫生专门人才调查卫生防疫防治
机构部分；流动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调查省、市(地区、州)、县(市、区)34 个
卫生防疫防治机构 1981-1990 年卫技人员的流动情况。调查人员经培训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完
成现场调查，调查表、卡、资料集中整理，由 AST-286 微机统计分析处理。调查各阶段均进
行了质量控制，资料较为可靠。分析结果如下：
1.根据甘肃省卫生部门统计资料，1990 年底全省卫生人员为 86058 人，卫生部门卫生人
员占全省卫生人员总数 54.6％，医疗、卫生防疫、科研教学人员之比为 8.26:1:0.37。
2.1990 年卫生防疫防治机构卫生人员总数 4687 人，其中卫生部门占 93.51％，工业和其
它部门占 6.49％，全省每万人拥有卫生防疫卫技人员 1.61 人，略低于全国 1990 年平均水平，
每百平方公里拥有卫生防疫卫生人员 1.03 人；卫生医师／人口比为 1:13278，卫生防疫人员
／人口比为 1:4810。 拥有量低于邻近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及辽宁等省。省、市、县各
级卫生防疫防治机构人员分布不平衡。
3.卫生部门卫生防疫防治机构卫生专门人才 3163 人，占卫生防疫防治机构卫生人员总数
71.8％；其中以防疫防治类人员为主，约占卫生专门人才总数的 44.3％；卫生监督监测人员
为辅占 23.9％；其他业务人员占 19.3％，行政管理和后勤人员约占十分之一。各类卫生专门
人才中，学历以中专为主，约占卫生专门人才总数 61.6％，无专业学历人员比例较高约占 18.8
％，大专生和本科生分别占 9.9％和 9.6％，无研究生学历者；预防医学专业学历人才比例较
小，仅占 9.6％，主要集中在省、市级机构； 职称以医师及以上人员为主，约占 69.4％，医
士级职称为辅；各类卫生专门人才男性高于女性，性别比为 1.76:1；年龄分布以 25-39 岁组
为高峰，占卫生专门人才总数 55.0％， 年龄结构呈葫芦状，40-49 岁为一马鞍型，今后十年
为退休高峰期，将有 18.7 ％的人员进入退休年龄；卫生专门人才毕业年代以 75-79、85-89
年为高峰，以中专和大专生为主，各年代进入卫生防疫系统毕业生呈三峰型，反映了卫生防
疫事业经历的曲折道路。
4.本资料表明，卫生防疫防治机构为卫生专门人才“输入型”机构，正在由行政管理性
较强的部门向卫生防疫防病业务指导中心转变。90 年比 80 年机构增加 19 个，卫技人员增加
74.0％，十年间进入卫生防疫防治机构中专以上学历人员占 61.1％，减去流出人员，约占净
增人员 59.6％，1980 年以来，大、中专毕业生已占卫生防疫专门人才队伍 33.2％，人员素
质不高的状况有所改善。但由于偏重数量的发展，人才质量中学历和专业结构的失衡较突出。
5.卫生防疫人员流动特点：1.流入和流出均以调动为主，分别约占 57.9％和 72.7％；2.
流出人员年龄高于流入 5-10 岁，医师级以上人员流出高于流入；3.流向以本地各类机构为主，
流出到外地，外省、市较少；4.调动的理由以工作需要为主，其为照顾夫妻，在一定程度上
受当地政策影响；5.86-90 年预防医学专业毕业生分配并留在卫生防疫系统不到三分之一；6.

调动人员工作年限(站龄)一般为十年以内。
6.对影响卫生防疫卫技人员调动的多因素分析探索表明，性别、年龄、学历、职称等个
体因素作用大于自然、社会环境等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对卫生防疫防治专门人才的发展应尽早做出规划继续加强宏观调控措施，
保持对卫生防疫事业的倾斜政策；以提高人才质量为主，稳定发展数量；注意培养高层次人
才，加强在职培训，提高人员素质；制订并严格控制调入人员质量标准是人才开发当务之急，
应当采取积极措施使预防医学继续教育逐步制度化。

应用一般健康问卷筛查青年人群中的精神障碍及相关因素研究
──574 名社区青年和 1045 名大学生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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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从健康问卷(GHQ—60)作为筛

查精神障碍的工具，分别对武汉市江岸区 574 名社区青年采取入户方式发给自评问卷和 1045
名二年级 大学生集中填写问卷的方式， 并调查了社会人口学特征(包括年龄、性别、民族、
文化程度、 职业和家庭结程序，以精神科临床会谈为标准，抽取 GHQ—60 筛查的部分样本
检查了 GHQ—60 的效度系数，应用一般统计分析，以 GHQ—60 总分为标准， 对筛查的精神障
碍患者进行了社会人口学特征的比较分析，应用主成份分析和因子得分检查了不同特征人群
的精神症状差异，用相关分析、逐步判别分析和逐步回归分析检查了社会人口特及社会支持
与社会紧张等因素对精神障碍分类大小和影响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
1、1619 名正常人群三个团体组的 GHQ—60 平均得分 47.83； 社区组、武汉水院大学生
组和中南民院大学生组分别得分为 49.14、46.75、48.21 ；三组之间差异无显著性，在男女
之间得分水平上，有女性高于男性的趋势，但总体差异无显著性，接近边缘水平，在各组男
女得分比较除了武汉水院女性平均得分(50.65)高于男性(45.73)有显著差异外，其它二组差
异无显著性，在分数的频数分布上基本属正偏态分布，社区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组和中南
民族学院组得分的中位数比平均数略低，分别是 46.5、44 和 44 分；第 90 百分位数 73—77
分之间 ，切 点为 73／74 分，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是 75.5％和分信度和α内部一致性指标
大于 0.9。
2、筛查结果: 根据 GHQ—60 的切点分数 73／74 筛查 GHQ 的阳性结果 187 人，可能发
病率是 11.55％，按照其灵敏度和特异度修正，估计发病 10.05％(应为 163 人)，三个团体组
的发病率比较，社区组最高 12.54％；其次是民族学院学生组 11.40％，最低武汉水院大学生
组 10.7％， 三组之间差异无显著性，性别发病率比较，女性(13.65％)高于男性(10.43％)，
Ｘ2＝3.74， 接近显著性水平，年龄发病率比较:显示 25—29 岁组最高(15.6%)， 其次是 30
—35 岁组(14.37％)，但与 15—19 岁组和 20—24 岁组比较， 发病率差异不显著 P＞0.05；
汉族与非汉族比较， 显示出少数民族精神障碍发病率明显高于汉族，P＜0.05，婚姻状况已

婚者的精神障碍发病率高于未婚者， 但在职业和教育水平上的发病率未显示明显的差异。
3、不同人群的精神症状差异，结果表明， 三个团体组抽出的因子结构和内容几乎一致，
仅有社区组因子 6；恐吓因子是大学生组没有， 而水院学生组抽出的因子 7；抑郁性因子在
民族学院组没有， 这说明在精神症状行为表现上有明显差异，进一步用因子的平均得分水平
比较，在因子 3:应对困难因子与社会功能障碍因子社区组得分高于武汉水院大学生组，也高
于民族学院大学生组；在因子 5:睡眠障碍因子水院大学生组得分高于社区组，而在民族学院
学生组焦虑因子得分高于水院大学生组，因此，社区组主要表现为：应对困难与社会功能障
碍、水院大学生组表现为睡眠障碍，而民族学院学生组表现为焦虑症状。
4、逐步判别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社会学人口特征及社会支持与社会紧张等社会
心理因素变量对于精神障碍患者和正常者具有较好的分类能力，在 17 个相关变量中，筛选进
9 个变量，用 9 个变量对神经症者和正常人群总的正确分类率为 85.24％，正确归为病例组为
93.5％，归为正常组 77 ％，总的错误估计率 14.8％，而这九个变量的逐步回归复相关系数
0.57，决定系数 0.34，说明这九个变量对精神障碍的综合解释作用是 34％，这九个因素作用
大小依次是求知与成就、住房、婚姻幸福感、婚姻状况、工作中的矛盾冲突、经济、生活窘
迫、性别、生活上自主性差和邻居朋友支持大小。

济南市新生儿乙新型病毒性肝炎疫苗
免疫预防的成本─效益决策分析
研究生

刘振强

导

马鸣岗

师

教 授

为了了解乙肝疫苗预防接种的经济效益，探讨经济有效的接种策略或方案，使有限的疫
苗发挥最大作用和效益，为制定乙肝防治策略提供科学理论依据，本研究运用决策树模型及
成本─效益方法对济南市新生儿乙肝疫苗免疫预防的接种策略和经济效益进行决策分析。
本课题选定济南市 1990 年出生的新生儿及其母亲做为成本研究的对象人群，该年度乙肝
病人为研究效益的对象人群。研究中的成本费用由研究者从厂家和使用单位调查收集，其直
接效益由流行病学调查获得，具体做法是从 214 例病人，另从济南市各级医院中随机抽取肝
癌病例共 30 例再从所抽 30 例中抽取 15 例。对以上 214 例乙肝和 15 例肝癌病例全部进行流
行病学入户调查。病人的间接费用计算用每个社会劳动者所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进行估算。
研究对调查及结果处理过程均严格控制质量。
本研究乙肝疫苗接种策略有三种： 策略Ⅰ， 筛查加全部新生儿免疫。筛查母亲 HBsAg
阳性之新生儿按母婴阻断剂量接种，母亲 HBsAg 阴性之新生儿按常量接种；策略Ⅱ，筛查仅
母亲 HBsAg 阳性之新生儿按母婴阻断剂量接种，母亲 HBsAg 阴性之新生儿不接种； 策略Ⅲ，
不筛查直接对所有新生儿按常量免疫接种。

为研究方便规定三种策略具体由相应的典型代

表方案来表示，典型代表方案指母婴阻断剂量中 30μｇ×3 剂量组，常量方案中 10μｇ×3
剂量组。另外还有不同于典型代表方案表示的策略，文中称之为其他不同剂量的免疫方案所
表示的接种策略。

本次研究主要结果如下:
1.本次调查失访率为 2.30％，调查项目合格率为 95.24％，调查所得住院病人费用与医
院核查费用值相对误差为 1.54％。计量项目合格率为 100％。
2. 济南市每例病人的平均直接经济损失为:

急性乙肝 894.54 元、 慢性乙肝 9026.30

元、肝癌 7384.12 元。每例病人的平均间接经济损失为：急性乙肝 4602.26 元、慢性乙肝
22827.45 元、肝癌 85057.44 元。若不实施乙肝疫苗免疫预防，济南市 18519 名新生儿 HBsAg
慢性携带率将高达 10.15％，一生中由于患急性乙肝、慢性乙肝、肝癌所需支付的总费用损
失为 3265.54 万元，即人均需支付 1763.28 元，去除肝癌费用后总费用损失为 1873.48 万元，
即人均需支付 1011.65 元。
3.三种预防接种策略(典型代表方案)均可获得正效益，策略Ⅰ、策略Ⅱ、策略Ⅲ的 BCR 均
大于 1，分别为 42.41、48.01、43.64，去肝癌后 BCR 分别为 24.23、41.26、23.93，以策
略ⅡBCR 最高，策略Ⅰ和策略ⅢBCR 相近； 实施策略Ⅰ、Ⅱ、Ⅲ人群 HBsAg 携带率将分别为
1.13％、7.71％、2.20％， 效果以策略Ⅰ最好，策略Ⅲ次之，策略Ⅱ最差。其他几种不同剂
量免疫方案─39.29。结果显示实施策略Ⅰ母亲 HBsAg 阳性之新生儿采用 5μｇ×3 小剂量方
案免疫 BCR 最大，为较优方案。不筛查直接对所有新生儿大剂量全免效果最差。
4. 经对一些不确定因素或被认为对决策影响较大的参数做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乙肝疫
苗免疫的效益是显著的，也是极其稳定的。
5.结果认为济南市新生儿乙肝疫苗免疫的重点是阻断母婴传播，但同时强调仅阻断母婴
传播是不够的，在疫苗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对全体新生儿进行免疫。也就是说如疫苗供应紧
张，应重点推行策略Ⅱ，疫苗供应允许，则应考虑实施策略Ⅰ或策略Ⅲ，或策略Ⅰ和策略Ⅲ
并举；在方案方面，母婴阻断应选大剂量疫苗或 HBIG+乙肝疫苗联合方案。
6. 结果表明，济南市新生儿实施乙肝疫苗免疫预防接种， 不仅可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
还会收到非常大的社会效益，另对造福后代，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南通地区城乡四所中学学生自我保健意识及影响因素的探讨
研究生
导

吴

萍

师 马鸣岗

教授

随着人类疾病谱、死因谱、健康观的改变及医学模式的转变，人们对卫生保健的认识和
需求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改变自身有害的生活方式，选择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开
展自我保健活动，已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大趋势。儿童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
希望，对他们进行健康教育，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为成年期的健康奠定
基础，对提高民族健康素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纵观世界各国的健康教育都是从学校健康
教育开始的。第十四届世界健康教育大会强调指出，儿童青少年是未来的父母、未来的公民
和未来的领导者，世界各国对学校健康教育要给予应有的重视。所以，把儿童青少年列为健
康教育的重点人群，无疑是健康教育最积极的战略目标。
按照美国健康教育专家 Green 提出的健康教育的 PRECEDE 教育诊断模式理地区的专业工

作者先后开展过一些单项的调查，但全面地从自我保健的角度，对几个与自我保健关系最大
的主要问题进行综合调查还未见报道。本研究选择南通地区城乡四所学校进行典型调查，目
的在于为该地区有目的、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学校健康教育，为设计行为干预目标提供
科学依据，也作为学生自我保健的一个先行性调查和探讨。
本研究以典型调查方法，选择如皋县何庄中学、丁埝中学、南通市第三中学、第十二中
学的初二和高二年级的全体男女学生 1085 人作为调查对象.其中男生 576 人(53.1％)，女生
509 人(46.9％)；农村学生 515 人(47.5％) ，城市学生 570 人(52.5％)；初二学生 518 人(47.7
％)，高二学生 567 人(52.3％)；非独生子女 769 人(70.9％)，独生子女 316 人(29.1%)；年
龄范围 12-20 岁。
参考国内外有关文献，自行设计问卷，并征询有关专家意见及经预调查后定稿。该问卷
为包括“基本情况、个人卫生及对健康的认识、体育锻炼、合理营养、饮酒、吸烟”六个部
分，90 道题目的知识(Knowledge) 、 态度(Attitude)、行为(Practice)问卷(即 KAP 问卷)。
记分情况：K、A 类题目为 1、0 记分，答对给 1 分，答错给 0 分；P 类题目为 1，0.75，0.5，
0.25，0 给分，行为最好的给 1 分，最差的给 0 分，中间状态的根据档次分别给予小数分。
调查以班级为单位，由调查员统一发放问卷，学生自填，不记姓名，不填学号，答毕回收。
在调查研究中实行了严格的质量控制，使问卷回收率达 100 ％，有效问卷率达 99.4%。问卷
回收二周后进行了 5％人群的重复调查，符合率(一致性)为 94％。
经调查研究发现：
1

该四所中学学生的知识、态度、行为总平均得分及知识题、态度题、行为题分别的平

均得分均属中等水平。
─────────────────────────────────
农

村

城

市

──────────────────────────────
初

二

──────
实际得分 (%)

高

二

初

二

高

二

─────── ─────── ────────
实际得分 (%)

实际得分 (%)

实际得分 (%)

─────────────────────────────────
KAP

35.141 62.8

39.552 70.6

38.356 68.5

41.088

73.4

K

10.545 50.2

13.403 63.8

13.468 64.1

13.893

66.2

A

9.098 69.9

9.775 75.2

8.813 67.8

9.387

72.2

P

15.507 70.5

15.884 72.2

17.137 77.9

17.252

78.4

─────────────────────────────────
注:括号内为实际得分占应得分的百分数
KAP、K、P 平均得分为城市高于农村，随父母亲文化程度增高而增加，知识分子子女得分
最高，农民子弟得分最低。而 A 平均得分却呈现农村高于城市，高二高于初二，并有随父母
亲文化程度增高而得分减少的趋势。
2

基本的卫生行为率较低，其中早晚刷牙率农村学生仅占 19.5%，城市学生也只达

33.0%；不随地吐痰率农村学生仅达 11.7％，城市学生为 35.4％；饭前洗手率农村学生为 17.1
％，城市学生为 37.3％；便后洗手率相对较高，农村学生达 46.0％，城市学生达 81.9%；不
共用毛巾率农村学生仅占 17.7％，城市学生达 61.4％。低年级学生不吃或偶吃早餐率达 16.8

％，女生偏食率高达 56.3％，而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率(每周三次以上)仅为 19.3％，城市中学
男生的试吸和偶吸烟率达 47.5％。可以认为江苏省南通地区城乡四所中学学生的自我保健意
识水平是不强的。
3

经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表明， 该四所中学学生的自我保健意识水平到城乡、父母亲

文化程度及职业，家庭经济状况等三个最主要因素的影响。城市学生的自我保健意识水平、
个人卫生习惯好于农村学生，父母文化程度高的好于文化程度低的，知识分子子女好于农民、
工人子女，家庭人均收入高的好于人均收入低的。

北京市西城区社区老年人健康功能状况多维评价研究
研究生

宋新明

导 师

陈育德 教授

朱锡莹

研究员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对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而且是广泛的。如果不在我国进
入老龄化社会之前着手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人口老化所带来的课题，那么 21 世纪将会出现许
多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
如何为老年人提供社会及医疗服务是我们的艰巨任务，而首要的问题是要了解老年人的
健康状况和所处的社会环境。老年人的躯体、精神和社会安宁是密切相关的，比之年轻人更
容易互相影响。因此，对老年人的健康功能状况进行多维评价很有必要。

以上年龄组的平均 Ridit 值是 60—64 岁年龄组的 1.31 倍，(Ridit 值越大，健康功能状况
越差)，经济收入非常不够的平均 Ridit 值是足够有余的 2.04 倍。
6.老年人精神健康、躯体健康和日常生活功能三个方面相互之间是密切相关的；社会支
持对这三个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
研究结果揭示了生命延长并不等于健康，保健的重点应该从延长寿命转移到改善生活质
量上来，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老有所为”应当认为是老年保健的核心内容。本研究建议要使
老年人富有意义的积极生活，一方面要改变社会对老年人的态度及老年人本身的态度，增强
老年人积极生活的信心，另一方面应特别注意预防那些会造成老年人失去自理能力的疾病，
防止或延迟残障，维护老年人的独立生活能力，从而维护和增强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能力。要
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应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保证老年人有足够的收入，同时应制定
适当的政策加强巩固家庭对老年人的传统支持作用。分析结果提示城区老年人群存在以下高
危人群；1)7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2)经济收入满足程度低的老年人，3)丧偶或独居的老年妇
女，4)曾工作但中途离职的老年人，对这部分高危人群应给予特殊照顾。
本研究还探讨了多维评价的方法，研究结果支持老年人健康功能状况的评价应当是多维
的，同时揭示了日常生活功能和精神健康是评价老年人健康功能状况的两个重要的方面。关
于综合指标的应用，我们采用了平均 Ridit 值和累积损害得分两种指标，这两种方法简单明
了，便于不同特征人群健康功能状况的比较，而且是比较灵敏的，能更敏感地筛选出影响人
群健康的社会经济因素，也将有助于深入理解健康是一“度”的概念的现代健康观。最后建
议应加强老年人健康功能状况多维评价的研究工作。

北京城区育龄妇女卫生服务研究
──劲松医院保健地段育龄妇女
医疗保健服务需要、利用及影响因素探讨
研究生 张 庆
导

师 陈育德

教授

全球卫生战略目标的重点服务对象之一是育龄妇女。WHO 新的监测资料揭示，每年全世
界大约有 50 万妇女死于与妊娠有关的疾病，其中 99％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因此，"母亲安全
"和"儿童优先"一道被列为九十年代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中国的妇女保健事业由于起点低且发
展不平衡，妇女的健康状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处于偏低水平，
而各国经验证明，80％以上的妇女死亡在适当的保健下是可以避免的。这提示我国目前的医
疗保健服务尚不能满足妇女人群的卫生需求。因此，针对妇女特殊的卫生问题，研究妇女卫
生服务需要、利用及影响因素，降低妇女的患病率和死亡率就成了当前面临的课题。
为了解育龄妇女的人口学特征和家庭地位，医疗服务需要(两周患病伤、慢性病和残疾情
况)，医疗服务利用(就诊、急诊和住院情况)， 预防保健服务需要和利用(婚前保健、孕产期
保健、妇科病查治和计划生育情况)及对卫生服务的意向等情况，在 1991 年 3 月对北京市朝

阳区劲松医院保健地段 624 名在问卷的设计，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阶段均进行了质量控
制。应答率为 96％，复查合格率为 89.0％，计算机总检错率为 0.37％。调查样本且有一定
的代表性。
经调查分析发现：
1.劲松区正值生育高峰期的妇女所占比重大(50.5％)。育龄妇女受教育程度较高；享受
免费医疗程度高；个人卫生行为较好。以核心型家庭分布为主，基本卫生设施具备。家庭地
位综合指标反映，该城区已婚育龄妇女在家庭中享有较高的地位，夫妻感情融洽。
2.育龄妇女两周患病率为 20.2％，高于 86 年北京市居民的平均水平和国内六个妇幼卫
生示范县育龄妇女的平均水平。但患病的严重程度比一般人群低，残疾率 1.4％。危害该地
区育龄妇女的主要疾病仍然是常见病、 多发病和妇科病，妇科病的患病顺位处在前十位之内。
3.育龄妇女两周就诊率为 12.7％，低于北京市居民的平均水平。急诊率 17.1％；住院
率 4.2％。未利用医疗服务的原因主要是"自我医疗"， 其次认为"病情轻"和"无时间；未住
院的主要原因是"丧失信心"。
4.已婚育龄服务的婚前检查率仅为 53.0％；产前保健较及时和普及( 产前检查率 96.4%，
孕三月初检查率 89.3％，每名孕妇平均检查 8.5 次)，新法接生已全面普及(住院分娩率 99.2
％)，产后访视率达 91.1％，但产后访视次数少(三次家访率 54.0％)，孕期咨询率 29.2％。
节育率 82.5％，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人工流产率高达 61.2 ％；妇科病普查率仅为 48.8％，
普查的妇科病患病率 8.6％。该地区总和生育率 2.98 ，高于 89 年北京市平均水平；平均初
育年龄 25.9 岁，生育高峰年龄 24 岁。
5.经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育龄妇女的卫生服务需要和利用主要与年龄，婚姻状况，文化
水平，职业及享受的医疗保健形式等因素有关。妇科病患病率与初婚年龄、流产次数、生产
次数等婚育因素有关。
6.意向性调查表明，70.4％妇女对基层卫生机构的服务项目不熟悉， 对妇保工作不满意
的占 46.2％。对妇保工作的建议主要是增加卫生知识宣传咨询和增加妇科病普查；对医疗工
作的建议主要是提高医疗技术和改善服务态度。她们主要愿从电视和报纸获得卫生知识，大
多愿意以公费、劳保形式支付医疗费用(68.6％)和愿去市及以上医院就诊(67.3％)。自报的
健康忧虑率为 20.5％。
本研究揭示劲松医院保健地段的育龄妇女医疗服务需要量大且利用尚不足；医疗需求趋
向于高层次；婚前保健满足程度低；产后访视数量较少效果不佳；孕期咨询覆盖面不广；妇
科病查治工作存在着薄弱环节；婚龄育龄有提前的趋势，人工流产出现失控状态；未开展孕
产期保健保偿制等问题。并对城区妇女保健对策提出了建议。另外讨论了意向性调查在卫生
服务研究中的应用。本研究对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城区妇女卫生服务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为
城市初级卫生保健规划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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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主要是以甘肃乡镇卫生院内部因素为主结合外部因素分析甘肃省乡镇卫生院的
现状及影响因素，找出存在的主要问题。本研究通过完全随机抽样方式，从甘肃省 1411 所乡
镇卫生院中随机抽取 25 所中心卫生院和 75 所一般卫生院。在实际调查中发现有一所一般卫
生院变更为中心卫生院，故实际调查 26 所中心卫生院和 74 所一般卫生院。采取现场调查方
式搜集资料，调查员由受过培训的厅所属医疗卫生单位 20 名人员组成，整个调查在 20 天内
完成。调查结束后，调查者本人对 6 所卫生院进行了复查， 复查结果项目符合率为 97.4％。
一、主要结果与分析
1.卫生院房屋建筑以土木结构为主。中心卫生院土木结构面积占 62.5％，一般卫生院土
木结构面积占 79％。危房面积比例中心卫生院为 11.7％，一般卫生院为 18.4％，最高的达
100％。
2.床位设置较少，且各院间差别较大。中心卫生院床位数院均 13.5 张，10％床位在 10
张以下，最多 45 张，最少的只有 5 张，一般卫生院院均床 49 张，60.8％的一般卫生院床位
在 5 张以下，有 20.3％的一般卫生院没有床位。
基础仪器设备普及率低，分布散在.在中心卫生院只有四种达到 100％，X 光机，光电比
色计、心电图机普及率分别为 42.3％，69.2％.一般卫生院没有一种仪器普及率达 100％。
3.卫生院人员状况
(1)人员分布散在，特别是一般卫生院，难以形成开展一定水平的医疗服务的规模。
(2)卫技人员专业结构不合理，表现为医疗专业比例过高， 专职防保人员比例太低。在
医疗专业内部，辅助科室人员严重缺乏。
(3)卫技人员学历结构和职称结构不合理，人员素质差。无专业学历者比例为 40.2％，
大专以上比例只有 6.5％。一般卫生院无学历者比例为 56.3％，大专以上比例只有 2.3％。 中
心卫生院和一般卫生院卫技人员受过专业培训的人员比例都低于各自卫技人员中无学历者的
比例，说明有相当部分的无专业学历者尚未受过专业培训。
4.工作开展情况
(1)卫生院人均日均门诊量为 3.9 人次，最少为 0.8 人次。 一般卫生院人均日均门诊量
为 3.7 人次，最高值为 11 人次，最少的为 0.2 人次。
(2)中心卫生院能开展下腹部手术的比例为 84.6％，一般卫生院为 28.4％；能开展急救
的中心卫生院比例为 96.2％，一般卫生院比例为 62.2％；能开展 X 光透视的中心卫生院比例
为 88.5％，一般卫生院比例为 48.7％； 三大常规检验中心卫生院开展的比例为 61.5%，一
般卫生院为 8.1％。
(3)预防保健工作日占卫生院总工作日的比例低于 25 ％的甘肃省标准，而且 95％左右的
时间落在计划免疫和妇幼保健上，其他工作实际多未开展。
(4)病床利用率中心卫生院平均为 44.6％，一般卫生院平均为 28.8％。
5.卫生院经济状况较差，卫生院的生存依然依赖于政府补贴，即使如此，仍有 21.6％的
一般卫生院和 11.5％的中心卫生院经济亏损。卫生院业务收入以药品销售为主，中心卫生院
占总收入的 76.96％，一般卫生院占总收入的 78.6％。反映目前卫生院仍以传统行医模式为
主，依赖药品销售，而不是技术服务。
6.卫生院工作开展影响因素分析发现，许多工作难以开展的原因主要是人员缺乏，其他
原因还包括设施不全、设备缺乏和仪器故障。在一般卫生院设备缺乏的影响比中心卫生院更

明显。
人均日均门诊量没有找到明显的影响因素，说明目前的门诊需求比较稳定。中心卫生院
的病床利用率受人员数、仪器检查项目数、病床数的影响，反映一定的规模和技术构成能够
增加病人对住院服务的信任程度。一般卫生院这几项指标对病床利用率没有影响。
二、讨论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卫生资源水平低，人员、仪器设备分布散在，形不成一定的设备和技术规模。
2.由于甘肃省农村自然经济水平较低，因而对卫生院的医疗需求较低，而卫生院人、财、
物又主要用于医疗服务，因而造成人、财、物相对过剩利用不足。
3.人员素质差，结构不合理是制约工作开展和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专业人员补充不足
使人员素质差难以改变。
4.房屋破旧，危房比例高。
(二)建议对卫生院进行机构调整;加强现有人员培训;重视危房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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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对县(市)级卫生防疫站(以下简称县(市)级站)的综合评价研究正在兴起，因
此，本研究的目的，试图探索一套适合甘肃省县(市)级站的工作指标体系和综合指数分类的
评价方法，优化投入、产出关系。
本研究设计的“甘肃省县级卫生防疫站工作指标体系专家咨询表”及“甘肃省 1990 年县
级卫生防疫工作指标体系调查表”，通过甘肃省卫生厅发文，邮寄的方法获得资料。第一种表，
选出符合填表要求的专家，填写的 57 份咨询表，对 80 项卫生防疫工作指标体系，采用美国
学者 T.L.Satty 的评分等级(9，7，5，3，1)，对每项指标，从五个方面(指标的必要性、社
会效益、稳定性、经济效益、获得的难易程度)进行评分， 用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判方
法相结合，计算出卫生防疫工作 76 项指标的权重系数。第二种调查表，获得 70 个县(市)站
填表的 80 项指标调查表，有效回收率 70／75＝93.33 ％。然后采用综合加权指数的方法，
把 80 项工作指标，按卫生防疫资源投入，工作状况(产出)转换成两大类指数，最后计算卫生
防疫工作效益指数( 产出／投入)，研究结果如下：
1.分类结果的信度及判别分类检验
根据综合效益指数，将 70 个县(市)站分为三类县。一类县(高效益， 指数范围＞6)，有
18 个县，三类县(低效益＜0.6)有 18 个县。 二类县则介于二指数之间，有 34 个县(为中等
效益)对用于分类的综合效益指数用库德(Kuder)信度检验方法，得信度系数

r=0.962 。然

后用多类逐步判别方法进行符合判别分类，综合效益指数的分类与判别分类互相比较得到总
符合率为 82. 86％，经卡方检验，P＜0.01， 说明这套工作指标体系及综合加权指数分类方
法的可靠性是很高的。

2.分类结果的效度考虑：本研究仅采用了庆阳地区，
“庆地卫防字(91)第 02 号”文件《关
于开展卫生防疫站建设达标活动的通知》中对 8 个县的分别要求达标年限与级别，与本研究
该地区 8 个县分类的结果逐一比较分类，除正宁县(本研究判为三类县)，文件中则要求该县
91 年达到甲级站，该地区的符合效度为 7／8(87.5％)。但全省范围内的效度则需进一步的研
究证实。
3.卫生防疫资源投入分析
(1)卫生防疫人力资源水平：三类县，X1(每万人口防疫人员数) 的均数分别为 1.28、
1.68、
1.67，P＜0.05。同时一类县＜0.9 人／人口(万)所占的县为 50％。X2(卫生防疫人员数／卫
生人员数)的均数分别为 6.58％，9.03％，7.50％，P＞0.05。(卫生部要求≥7 ％)，但一类
县＜6％的县仍占 45.8％，亦说明一类县卫生防疫人员的投入不足，提示甘肃省有关卫生部
门尽快按标准对这些县配足卫生防疫人员。
(2)卫生防疫经费水平：三类县，X6(卫生事业费占财政决算支出的百分比)分别为 3.61、
4.06、4.00，P＞0.05。上海市宝山区 1989 年为 5.6％， 上海全市为 3.84％。卫生部“八五”
规划中指出，
“八五期间，全国卫生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达到 3％以上，九五期间，
达到 4％左右，县一级达到 8％以上，力争实现防治防疫支出高于卫生事业费递增速率增长。
X7(卫生事业防疫费／卫生事业费)，X8(卫生防疫事业费／人口数)， 两指标分别低于全国
88 年的平均水平。
(3)卫生防疫设备：三类县，X14(仪器设备配套齐全率)70 个县(市)级站有 50 个县仍不
足 40％，占 71.4％。
4.卫生防疫工作指标状况(产出)分析
(1)站内外培训状况：X13(用于智力投资的经费数／全站人数)，三类县均数分别为 50 元、
64.71 元、50 元，上海宝山区 89 年报导为 50.49 元。Y4(对乡(村)业务技术人员培训率)分别
为 65.83％、12.50％、5.0％，一类县是二类、三类县的 6─10 倍，P＜0.000 这一指标明显
反映一类县站工作效益高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2)急性传染病报告总发病率、居民漏报率状况：三类县，Y8(急性传染病报告总发病率)
从均数中看差别不大，但＞400／10 万以上的县有 21／70，占 30％，其中 1000／10 万以上
有 6 个县，最高为 3880.56／10 万，大大高于全国 1989 年的 339.54／10 万。Y12(居民漏报
率)也十分严重， 三类县传染病居民漏报率分别为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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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免疫规划是初级卫生保健的重要内容，是达到“2000 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关键
步骤。通过对“错过免疫接种机会”的调查，并采取联合免疫策略，是提高免疫覆盖率的有
效途径。我国从 1978 年实施计划免疫，经过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四苗覆盖率已达到 95
％。如何保持已有的免疫接种率并提高监测水平，切实降低相应传染病发病率，是我国今后
计划免疫所面临的迫切问题。
本调查从多角度综合研究医院就诊儿童免疫接种水平，评估医院就诊接种在不同接种率
水平的补充作用，从而分析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医院就诊接种在我国的可行性，探讨我国医
疗和预防的有机结合方式，进而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和途径来弥补现存的免疫接种提供和监
测方式等方面的不足。
于 1991 年 3 月～5 月在甘肃省 DX、WS 两县进行了儿童 12 月龄内医院就诊率及医院就诊
儿童免疫水平、实施医院就诊接种的可行性的综合调查，分析结果如下：
一 医院就诊儿童免疫水平：
1. 调查的 352 名医院就诊儿童中，疫苗的接种率分别是卡介苗 59.9％，脊髓灰质炎疫苗
58.5％，百白破制剂 58.5％，麻疹疫苗 59.4％，四苗全程覆盖率为 58.2％，建卡率为 59.9
％，低于两县的全国计免第二个 85％审评结果。
2. 182 名就诊儿童血清抗体检测结果是：脊髓灰质炎三型 IgG 抗体水平是Ⅰ型阳性率为
95.0％，保护率为 79.3％，几何平均滴度为 1∶567.8；Ⅱ型阳性率为 96.7％，保护率为 88.3
％，几何平均滴度为 1∶861.4；Ⅲ型阳性率为 97.2％，保护率为 91.1％，几何平均滴度为 1∶
1028.7；麻疹 IgG 抗体阳性率为 81.9％，保护率为 67.0％，几何平均滴度为 1∶671.9。以上
结果均低于 1990 年甘肃省血清抽样监测的结果。医院就诊儿童的卡痕率为 55.1％，也低于计
免审评的结果。
3. 影响就诊儿童接种率的因素有 (1) 父母职业：家长为教师的接种率最高为 66.7％，
最低为其它 25.0％；(2) 家长获悉接种的方式：按接种程序推算者儿童的接种率为 100.0%，
有人通知的为 65.5％，自己猜测的为 35.7％其它的为 21.2％；(3) 父母计免知识水平：家长
计免知识得分越高，儿童的接种率也越高；(4) 儿童参加计免保偿制：已参加计免保偿制儿
童的接种率为 69.0％显著高于未参加的 33.3％或不知道的 8.3％水平。
二 医院就诊接种补充作用评估：
1. 调查的医院就诊儿童中， 对各种疫苗有禁忌症的比例分别是：卡介苗 2.8％，脊髓灰
质炎疫苗 0.6％，百白破制剂 3.7％，麻疹疫苗 1.7％，全部四种疫苗均有禁忌症的比例是 0.3
％。
2. 用 PPS 法调查两县 420 名 1 岁组儿童，该年龄组儿童 12 月龄内在县、乡(镇)两级医
院的就诊率为 30.2％；其中只在乡(镇)医院就诊的占 72.4％，只在县医院就诊占 15.8%，在
县、乡(镇)两级医院都就诊过的占 11.8％。
3. 医院就诊接种对各种疫苗基础免疫的最大补充系数卡介苗为 0.3024，脊髓灰质炎疫苗
0.0953，百白破制剂 0.0929，麻疹疫苗 0.0643；为各种疫苗提供一次免疫的最大补充系数卡
介苗 0.3024，脊髓灰质炎疫苗 0.2643，百白破制剂 0.2381，麻疹疫苗 0.0643。

三 医院就诊接种的可行性：
1. 单因素与多因素分析表明， 影响就诊儿童家长对免疫接种的态度及满意度的因素主
要有：获悉接种方式、文化程度、家庭子女数和职业等。按接种程序推算者的满意度较高；
文化程度中以文盲组最低；有三个子女的家长对免疫接种满意度低；各种职业中以教师对免
疫接种的满意度较高；不同文化程度以大专以上较积极；教师和干部在各种职业中的态度较
主动。就诊儿童家长中有 91.5％对收费接种持积极态度，有 68.5％的儿童家长同意就诊时接
种。
2. 调查的 160 名医务人员中，有 57.5％从事过计划免疫工作，61.9％的医务人员认为应
该实施医院就诊接种，78.8％的医务人员愿意承担计免工作；Likert 量表总平均分是 2.59
分，属于积极倾向；有 47.5％的医务人员对目前的免疫接种感到满意，影响因素主要是 (1) 计
免知识获得途径；(2) 在接诊中是否宣传计免工作。
3. 根据全国资料推算，县、乡(镇)医院每日 0～4 岁儿童的门诊量分别是 69 人次和 23
人次，乡(镇)医院有贮存每月所需疫苗的设备；医院注射室现有设备和人员经过适当补充即
可满足就诊接种的需要。
4. 从县、乡(镇)医院计免专业人才、接种场所、设备器械、 疫苗供应保存等方面分析
认为医院就诊接种的技术可行性较高；医院就诊接种所需的主要费用是增加冷链运转次数费
用，疫苗费，增添注射器材费及接种消毒费，按现行方式推算，医院就诊接种的经济可行性
也较高；而且能得到儿童家长、医务人员的广泛响应和支持。
从理论上分析认为，医院就诊接种在该地区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北京市某区 14 家宾馆服务员艾滋病(AIDS)
知识、态度、信念、行为(KABP)调查报告
研究生

罗不凡

导

张孔来教授

师

艾滋病是近年来新发现的一种致死性传染病，目前正在世界各地迅速蔓延，病死率高，
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流行，已成为全球所关注的一个公共卫生问题。
许多研究表明利用有效的药物治疗和使用疫苗预防艾滋病的流行近期是难以实现的，要
阻止艾滋病的流行，主要还有赖于进行健康教育，提高人们的认识，改变不良行为和生活方
式。为此我们就要了解人们有那些高危行为，这些行为的分布情况以及产生这些行为的动机、
原因是什麽？人们对艾滋病的知识、态度、信念又如何？。如果我们对这一无所知或所知甚
少，就难以制定有效的健康教育措施，也不能对这些预防措施给予评价。因此艾滋病知识、
信念、态度和行为的调查已被列入 WHO 艾滋病预防全球规划项目之中，在中国也被列入艾滋
病预防三年中期规划的项目之中。
宾馆是与外界交往的场所之一，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国际交往频繁，宾馆、饭店数目、
从业人数、来华人数在逐年增加。宾馆服务员与国外人士接触的机会增加。卫生部门从来华
的人员中，也发现有一定数量的性病病人、同性恋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艾滋病病人。我
国把该人群列为重点人群，抓好宾馆服务员的艾滋病预防工作是控制艾滋病在我国流行的一

个环节之一。
为此我们于 1991 年 4 月～1991 年 6 月采用典型抽样调查方法，选择了北京市某区 14 家
〔中外合资、国内中、小型〕宾馆(客房部)服务员进行有关艾滋病知识、态度、信念和行为
的调查，目的旨在初步了解到该人群对艾滋病所拥有的知识、态度、信念及行为如何? 属描
述性现况研究，为今后开展该人群大规模、或深入的调查以及为今后制定更有效的预防措施
提供最基本的资料。
结果和分析
1. 该人群一般人口学特征:以 15-24 岁年龄组、高中文化水平、工龄 1-4 年、未婚为主。男
女之比为 1:1.2。
2. 艾滋病知识水平: 问卷采用知识分的方法进行评定，满分为 45 分， 知识平均得分为
23.6(SD＝4.9)，知识得分很高或很低的人不多。24 分以上的占 58.9 ％。
3. 主要信息来源是报纸或杂志，电视，收音机。
4. 婚前性行为、多性伴行为:

未婚者中 9.0％的人回答曾有性生活经历，2.7％的人回答与

其他的人发生性关系。
5. 74.7％的人回答害怕得艾滋病， 认为艾滋病发病在我国常见的人回答害怕得艾滋病的比
例较高。
6. 18.5％的人回答自己需要改变行为预防艾滋病， 不需要改变自己的行为来预防艾滋病占
60.4％。有多性伴行为的人认为需要改变自己行为预防艾滋病。
7. 为了预防艾滋病 79.8％的人回答能控制或改变自己的行为，3.1％的人回答不能控制或改
变自己的行为，无危险行为、无多性伴行为及不希望多性伴者自我控制能力较高。
8. 60％的人回答在自己工作和生活环境中没有患艾滋病的危险性，19.8％的人则认为很少，
4％的人认为有中等的可能性，只有 1.8 ％的人回答是有很大的可能性。希望多性伴的人及
有危险行为(婚前、多行伴行为)的人在认为自己得艾滋病可能性较高。
9. 15.6％的人表示若无任何限制是希望多性伴。年轻、男性、 文化程度较高、未婚者、有
婚前性行为、多性伴行为者回答希望多性伴的比例较高。
10.

63.3％的人表示愿意接受 HIV 检查，而有 35.3 ％的人是不愿意的，知道去那里检查者

愿意接受 HIV 检查的比例较不知道的高， 自我估计得艾滋病危险性大小、是否希望多性伴、
是否有危险行为(婚前行为、多性伴行为)的人对接受 HIV 检查意愿差别无显著意义。提示今
后开展 HIV 检测咨询，让更多的人，尤其是有危险行为的人自愿参加 HIV 检查。
11. 避孕套知识、使用及其态度:
⑴

该人群对避孕套预防艾滋病的知识缺乏认识，在所有听说过艾滋病的人当中，只有 44.4%

的人认为避孕套可预防艾滋病，4.2 ％的人认为没有可预防艾滋病的避孕方法，35.8%的人表
示不知道。使用与不使用避孕套对避孕套可预防艾滋病的认识无关系。
⑵

避孕套的使用:回答有性生活经历的人中 20.4％未使用过避孕套,11.6％不详，66.3％曾

使用过避孕套，其中 26.0％是每次使用，68.3％有时使用，在多性伴行为当中，对避孕套的
使用明显高于无多性伴行为者。
⑶ 对避孕套使用的态度:只有 57.6％的人是同意避孕套使用恰当可预防性病的观点。
建议今后要选择适当时机，利用宾馆服务设施， 不断加强对宾馆服务员及其领导进行健
康教育。

甘肃省县级妇幼保健机构卫生资源及服务能力研究
研究生

郑晓霞

导 师

王克安 副研究员

现场指导

王陇德 副研究员

避免千百万儿童和妇女死于能够预防的疾病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世
界卫生组织及各国卫生部门的基本原则。当今“儿童健康—母亲健康—女童健康”已成为世
界大趋势。保护占人口 2/3 的妇女儿童健康是一项神圣而光荣的事业，能否使广大妇女儿童
获得基本的保健服务，将直接关系到能否实现“2000 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全球性目标。
由于我国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的到来，
“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已成为一项十分紧迫
的任务。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在保护妇女儿童健康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我国 80％人口居住在农
村，最需要保健的人居住在不发达地区，因此县级妇幼保健机构如何高效能运转，在整个妇
幼保健中更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1989 年卫生部妇幼司组织调查全国 19 个省、市级妇幼保健
机构，基本摸清了全国省市级妇幼保健机构的情况，而县级妇幼保健机构无论是服务重点、
服务内容，还是服务方式都与省市级妇幼保健机构有所不同。本文立足于不发达地区，力求
通过此次调查， 摸清县级妇幼保健机构情况，为今后发展妇幼卫生事业、制订政策提供依据，
也为如何办好县级妇幼保健机构提供一些素材。
截止 1990 年底，甘肃省共有 86 个县(市、区)，按不同经济状况、地理条件、人口密度
分甲、乙、丙三类，其中甲类 22 个，乙类 31 个，丙类 33 个。本次调查采用分层等比例随机
抽样方法，共抽取 30 个县(市、区)，每县一个妇幼保健机构，共 30 个县(市、区)级妇幼保
健机构( 以下简称“县级妇幼保健机构”)，其中甲类 8 个，乙类 11 个，丙类 11 个。调查员
经严格选择与培训，采用实地考察和查阅常规统计资料相结合的方法收集资料。调查内容包
括妇幼保健机构人员、经费、设备、服务内容、服务方式等。全部调查结束后，由研究者本
人复查 5 个机构(16.7％)，符合率 100％。资料处理在计算机上进行，检错后，首先进行描述
性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单因素统计分析，进一步作多元统计分析。
主要结果如下:
(1) 目前各级妇幼保健机构人员配备标准均执行卫生部颁发的《各级妇幼保健机构编制
标准(试行)》(以下简称“《编制标准》”)，本次调查职工总数未达《编制标准》要求的有 27
个机构(90％)，卫技人员占职工总数比例 未达《编制标准》的有 20 个机构(66.7％)， 卫技
人员学历构成以中专为主(65.5％)，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者比例较低(7.6％)，无专业学历者
比例较大(26.0％)，本次调查 30 个妇幼保健机构共有卫技人员 384 人， 无一具有高级职称
者，无职称者占 14.0％，卫技人员年龄构成呈现年轻化，45 岁以下占 78.9％。可见人员数量
严重不足，素质较低，年龄结构相对合理。
(2)妇幼保健经费严重不足，妇幼保健经费大部分(67.0％) 用于职工工资、福利支出，
业务费支出仅占 26.9％。
(3)仪器设备短缺、不配套，无力购置大型设备。
(4)影响培训工作的主要因素是人均妇幼卫生经费、 仪器设备拥有量，均与培训工作呈

正向关系。
(5) 影响下基层工作的主要因素是人均妇幼卫生经费和人均业务收入，前者与下基层工
作成正向关系，后者成负向关系。
(6)影响卫生宣教工作的主要因素是卫技人员数、人均业务支出、 人均妇幼卫生经费，
均与卫生宣教工作成正向关系。
本文在对甘肃省县级妇幼保健机构卫生资源及服务能力分析研究基础上，对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不发达地区如何办好县级妇幼保健机构的建议，认为卫生主管部门应迅
速转变职能，明确管辖，分级管理，对妇幼保健工作实行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管理，并
逐步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严格把握机构人员来源，适当增加妇幼卫生经费投入，从政策上
给予妇幼保健机构一定职权，充分发挥妇幼保健工作福利性与有偿性相结合的作用，逐步解
决仪器设备短缺问题，培训基层卫生人员与本单位人员进修兼顾，强化主动服务意识，加强
省─地、市─县各级妇幼保健机构的业务联系，形成高效业务网络体系，使县级妇幼保健机
构在整个妇幼保健工作中发挥其最大效益。

陕西省城故县县、乡医疗机构中卫生人力现状
及其发展预测方法的比较研究
研究生：胡子朗
导

师: 陈育德 教 授
李曼春

副教授

现场导师: 耿庆义 副主任医师
卫生人力是发展卫生事业的关键因素。了解和掌握卫生人力各类人员之间的结构比例，
揭示卫生人力的发展规律，对于指导制定国家卫生人力政策和卫生事业发展规划非常必要，
特别是研究农村县、乡医疗机构中的卫生人力现状和发展，以及适宜的人力预测方法，对在
我国 2000 年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991 年 3 月，对陕西省城固县卫生部门县、区(中心乡，下同)、 乡三级医疗机构中的卫
生技术人员现状，1986──1990 年的流动做了调查研究采用医院模块法、卫生服务需要法、
卫生服务需求法和地图分布法对城固县目标年的医生、护士需求量做了预测，并对四种预测
方法进行了方法学的比较探讨。据卫生部信息中心所做的人口、经济、卫生状况综合分类结
果，城固县的卫生事业发展状况在全国属二类县。在研究的各阶段都进行了质量控制，上述
研究主要结果如下：
1. 全县 9 区 1 镇 48 个乡、11 个乡级镇，总人口 489，670 人(1990 年普查数，下同)，
1990 年人均 GDP 为 686 元。1990 年卫生事业费占政府支出的 4.9％，人均 4.96 元。每千人口
拥有病床 1.28 张，卫技人员 1.54 人，医生 1.03 人，护士 0.28 人，医、护、药、检之比为
1:0.28:0.18:0.04。医生、药剂人员高于全国县级水平，护士、检验人员则低于全国县级水
平。
2. 城固县医生的男女性比例为 1:0.39。年龄分布曲线呈单峰型， 峰顶年龄是 30 岁～组。

平均年龄为 38.6 岁；护士年龄分布曲线呈正偏态分布，小于 30 岁的护士占总数的 53.9%，平
均年龄为 32.8 岁。该县卫生技术人员中以 30 岁以下为主。 城固县医生的学历结构以中专学
历和无学历所占比重较大(42.9％)，大学学历最少(4.0％)。大学、大专、中专、无学历之比
为 1:2.4:11.1:10.8。区、乡级医院中无一名大学学历者。
护士的学历构成是中专学历和无学历各占近 50％。
医生的技术职称以医士居多(38.1％)，副主任医师职称仅占 2％， 高、中、初和无职称
的比例为 1:6.3:35.9:7.2。乡级医院无高级职称。
护士的职称是主管护师占 1.4％，护师占 16.5％，护士占 60.4％， 护理员占 21.6％，
无高级职称。
不同职称的医生中，无学历均占一定的比例，10 名副主任医师中有 2 名无学历 63 名主治
医师中有 3 名无学历；167 名医师中有 25.1％无学历；192 名医士中有 50％无学历。
3.1986─1990 年间城固县卫生部门医疗机构中，卫生技术人员流动总数 338 人，5 年总
变动率为 44.7％,流入 200 人,流出 138 人,流入流出比为 1:0.69，净流入 62 人，年均增长率
为 1.59％。
流入渠道毕业分配占 62.5％，政策性招工占 21.5％， 其它几种渠道所占比例较小。流
入渠道与医院的级别不同而有差别，县级医院和乡级医院以毕业分配为主，而乡级医院则以
政策性招工为主，占 69.2％，毕业分配只占 28.8％，其它渠道几无来源。流出渠道以政策性
提前退休所占比例最高， 占总流出人数的 29.0％，其次为调往城市，非卫生系统和正常退休
各占 19.6％。
不同级别医院的卫生技术人员主要流出途径亦有差异，县医院以调往城市为主，区医院
以调往非卫生系统为主，而乡医院则以提前退休为主。
比较了不同学历的卫生技术人员的流动情况表明，大学本科学历者流出大于流入，其它
学历和无学历者均是流入大于流出。1986─1990 年五年间，各自的增长率分别是大学为－4.9
％，大专为 16.7％，中专为 16.7％， 无学历为 1.3％；
4. 在分析了城固县卫生技术人员现状和流动情况后，研究者认为， 城固县的卫生技术
人员专业文化素质层次低，在职人员的培训任务艰巨，结构比例有失调。流动的结果更加剧
了上述矛盾。这一状况难以适应 HFA／ 2000 年战略目标的需要。建议从国家管理层次上采用
政策调控的办法和当地卫生管理部门要开展适合本县实际的人力规划，避免有限的人力资源
浪费，多方集紫，加强在职人员的专业教育。
5. 采用地图法、卫生需求法、 卫生需要法和医院模块法等四种方法对城固县目标年医
生、护士需要量做了预测。结果是地图法预测值最大，模块法预测值最小，二者相差近一倍，
并且随着预测期限的延长，这种差异增大。卫生需求法的预测值与可能供给量接近。但研究
者认为，不能简单用预测值的大小去评价某种方法的优劣。事实上目前尚没有，也不需要和
不可能有“最佳卫生人力标准”。多种预测方法并用，调整不同预测答数，所得结果给决策部
门提供一种规划决策信息。则是预测结果的真正使用价值所在。
6. 四种预测方法，从资料的来源，影响预测结果的因素及其控制方法，资料的可得性及
费用，计算方法的复杂性以及预测结果的可行性等 5 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后，认为医院
模块法较适宜用于目前我国农村县一级的卫生人力预测。

影响试点县实现初级卫生保健规划目标诸因素的研究
──兼论划分达标县的评价方法
研究生:

顾宏然

导 师:

陈育德

教授

徐培方

副教授

卫生部于 1990 年 3、4 月间对全国 225 个初级卫生保健试点县采取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
取其中 30 个县进行了全国初级卫生保健试点工作中期评价。评价结论是：6 个试点县达标，
其余 24 个试点县未达标。
本研究利用 1990 年全国初级卫生保健试点工作中期评价资料，通过对 6 个达标县与 24
个未达标县作比较分析，揭示了达标县与未达标县在社会经济状况、卫生经费投入、村级卫
生组织及医疗保健制度、村级卫生人员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表明这些方面的因素对于试
点县实现初级卫生保健规划目标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影响试点县
初级卫生保健评价达标的主要因素是办医形式为村办合医的行政村比例、学历为高中及以上
的村级卫生人员比例, 说明村级办医形式以及村级卫生人员学历情况对试点县初级卫生保健
的影响作用相对重要。研究的主要结果如下:
1、达标县行政村卫生室平均覆盖率(94.74％)高于未达标县(38.86％)，提示对村级卫生
组织建设应予以高度重视。从抽样调查行政村办医形式构成情况看，达标县以村办合医合药
(占 55.56％)和村办合医不合药(占 35.19％)为主，而未达标县以个体办医(占 29.08%)、村办
合医不合药(占 26. 53 ％)和承包(占 23.47％)为主， 这也说明现阶段提倡的“集体为主”
办医方针是正确的，应继续贯彻执行。达标县集资医疗保健平均覆盖率(52.28%) 高于未达标
县(7.42％)。因此，建议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等手段，增强农村干部和群众的自我保健与健
康投入意识，引导他们支持建立集资医疗保健制度。
2、达标县每千农业人口拥有村级卫生人员平均数(1.84 人) 高于未达标县(1.23 人)，但
都未达到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所要求的每千农业人口拥有平均 2 名村级卫生人员。此外，
达标县拥有村级女卫生人员的行政村比例(94.34％)高于未达标县(59.06％)。因此，建议进
一步重视和加强村级卫生人员队伍建设，并与村级卫生组织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首先要稳
定队伍，切实关注村级卫生人员进修机会少和待遇低的问题。其次要适当扩大队伍，注意挑
选和培养村级女卫生人员。再次要努力提高队伍素质，认真把好选拔人员这一关，同时抓好
业务培训和定期考核。
3、达标县全县年度卫生事业费占县、乡两级财政支出的比例(6. 40％) 高于未达标县
(5.00％)，但都低于《关于我国农村实现“2000 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规划目标》(试行)
规定的最低限标准(8.00％)。此外，达标县全县年度卫生事业费中来源于乡级财政拨款的比
例(15.10％)高于未达标县(3.50％)，反映达标县乡级财政对卫生事业投入相对要多。因此建
议逐步增加对卫生事业经济投入，乡级财政应进一步重视对卫生事业经济支持。
4、达标县人口密度和农业人口平均年收入都高于未达标县。 通过逐步回归分析筛选影
响试点县初级卫生保健评价达标以及综合评价指标 RSR 值的主要影响因素，农业人口平均年
收入未被选入，说明经济因素的影响作用远不及村级卫生组织和卫生人员等方面。但是，通
常都是以经济指标为主要指标作为分层依据制定卫生规划的分类评价标准，《“2000 年人人享

有卫生保健”评价标准》(试行)也是以经济指标作为分层依据，制定不同经济水平地区初级
卫生保健分类评价标准。而人口密度这个社会经济方面的重要指标，其内涵是丰富的，它间
接地反映某地区的地理、交通、经济、文化、发展以及面向人群提供服务工作的难度，其测
度也很客观、准确。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人口密度也是影响试点县初级卫生保健评价达标
的因素之一，可见人口密度的影响作用比经济因素更为重要。因此建议，如果采取评分法进
行初级卫生保健评价，在现阶段结合以人口密度分层制定初级卫生保健分类评价标准可能比
单纯考虑经济因素分层更合理。
本研究还对秩和比(RSR)法在初级卫生保健评价中的应用作了初步探讨。利用全国初级卫
生保健试点工作中期评价评分法所依据的具体评分指标的测量值，并依照评分法所确定具体
评分指标的标准分值转换成指标权重系数，采用田凤调教授所提出的秩和比法进行分析，求
出综合指标 RSR 值，RSR 值与评分法评价的综合指标总评分有较强的相关性(r=0.882)。RSR
法是按指标的实际测量值排序确定秩次，经加权求出 RSR 值， 而评分法则将指标的实际测量
值对照按经济因素分层制定的分类评价标准评分得出总评分，故 RSR 值能客观地反映每个试
点县在评价总体中实际的相对位置，以 RSR 值作为逐步回归分析的因变量来筛选影响试点县
实现初级卫生保健规划目标的因素也能说明问题。RSR 法与逐步回归分析方法结合应用， 也
揭示了影响试点县初级卫生保健的主要因素是村级办医形式以及村级卫生人员数量和学历情
况，再次说明坚持“集体为主”的办医方针,并适当配备村级卫生人员,提高人员素质,对于促
进试点县初级卫生保健工作有重要意义。可以认为 RSR 法在本研究中的应用效果是比较满意
的。秩和比法能够客观地对试点县排队比较和进行分档。因此建议可以采用秩和比法进行初
级卫生保健评价。

中国城市初级卫生保健评价指标的初步研究
研究生: 徐钦芳
导

师: 陈育德

教 授

副导师: 李曼春

副教授

1986 年，中国政府正式承诺了"2000 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全球战略目标。1990 年八月
在"全国初级卫生保健合作中心、试点县工作会议"上，陈敏章部长提出了开展城市初级卫生
保健的工作要求。
在北京市东城区、上海市虹口区、哈尔滨市道外区等地在试点工作中，提出了一些城市
初级卫生保健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开展本次研究工作。研究主要采用特尔斐专家咨询法，对
各项备选指标做相对重要性评价。从中选出少量代表性好、特异性强、灵敏度高、可得性好
的指标组成' 中国城市初级卫生保健评价指标。同时采用平均数法、模糊数学法及等级和法
对指标的权重系数进行探讨。并通过现场指标值试调查，对指标的灵敏度和可得性进行了比
较。
本课题在全国范围内聘请了不同层次、不同专业的卫生行政管理干部和理论专家共 71 名，
组成特尔斐专家咨询组。我们共进行了两轮特尔斐法咨询。第一轮的回收率为 84.5％;第二轮

仅发给完成第一轮咨询的专家，发出 60 份，回收 48 份，回收率为 80％。专家间评价的协调
系数: 第一轮为 0.063 ，第二轮为 0.374 ，经轮间反馈协调程度明显提高。指标相对重要性
按 5、4、3、2、1 五个等级评分，5 分为满分(很重要)。然后以各项指标的算术平均数、对
数转换平均数及中位数均在 4.00 以上作为筛选基础;

参照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供全球使

用的最低限指标"要求；结合中国城市卫生工作具体情况进行筛选。与此同时，我们选了 68
个不同地域不同规模的城市进行指标值的试调查。从回收的 36 份调查表中，选择代表性好、
填写较完整的 25 个城市的 29 份调查表进行统计分析。
研究结果如下:
1 . 提出了 33 条指标和 4 条附加指标组成的入选指标，作为"中国城市初级卫保健评价
指标"的建议。
2 . 现场调查结果分析表明: 所有入选指标极差均较大，最大值是最小值的数倍到几十
倍的变化范围，而且可得性均较满意。
3 . 权重系数研究表明: 平均数法得到同一层内指标间的权重系数相差不大；模糊数学
法的差距较大；等级和法则介于前面两法之中，并直接依据每个专家的意见进行推算。
4 . 专家权威程度的调查结果表明: 专家们对居民健康状况指标最有权威性，权威系数
高达 0.885；而对社会经济人口学指标的权威性较低， 权威系数为 0.735。
5 . 研究结果还表明: 特尔斐法专家咨询适用于本课题的调查研究。方法简单易行，而
且能充分利用专家个人的创造能力，来弥补基础资料的不足。

区域卫生防疫工作的评价研究
研究生

黄开基

导

马鸣岗教授

师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社会。由于地理区域广，地
形复杂，气候条件各地相差较大，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中国的卫生问题因此也表现为各
种各样。尽管由于各级政府和卫生部门的多方努力，中国的卫生面貌一直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但离预防疾病保护健康的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改善区域内的卫生防疫工作面貌，主要依靠
管理，而评价是管理工作中的重要环节。正确评价一个区域内卫生防疫部门为当地居民所提
供的防疫服务，对管理部门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能了解卫生防疫部门所提供的服务
是否能满足当地居民的卫生防疫需求；其次，可了解制约某一地区卫生防疫事业发展的主要
环节，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第三，有助于目前防疫系统正在推行的目标管理；第四，
它可为当地政府及卫生行政部门提供有价值的资料，有利于卫生政策和策略的制订及卫生资
源分配，从而促进整个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由于卫生防疫工作本身的特点，对区域卫生防
疫工作的评价应采取分层次、多目标综合评价的方法。
本文收集了 73 个市县 1989 年的卫生防疫工作资料，构制了由区域卫生防疫工作的综合
评价为总目标，由资源投入(Ｉ)，服务效率(Ｓ)满足程度(Ｍ)和社会效果(Ｅ)为分目标及下
属子目标和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根据专业知识和评价的目标初选了 80 项原始指标，然后根

据指标值的变异系数，相关系数，资料形态和完整性多方面筛选了 53 项指标，计算了筛选前
后不同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值的排序结果及其相应的等级相关系数和肯德尔和谐系数。结果
为两个不同指标体系对于资源投入(Ｉ)，服务效率(Ｓ)满足程度(Ｍ)和社会效果(Ｅ)各部分
评价结果之间的等级相关系数和一致性系数在 0. 870—1.00 之间，Ｐ值＜0.005；对于综合
Ｋ值评价结果的等级相关系数和一致性系数在 0.982—0.993 之间，Ｐ值＜0.005。 表明筛选
前后的指标体系评价结果之间有较高的相关关系。因此，可认为所选择的 53 项指标可代表原
始的 80 项指标。于是 53 项指标被用于组成评价区域卫生防疫工作的指标体系。为了给指标
以适宜的权重，指标被按重要性排序，然后按权距 0.5、1、5、10 转换成定量。 结果表明不
同权距所计算出的指标的权重系数没有差别(P≥0.5)，因此，权距 1 被用于给指标赋权。
本文比较了五种综合评价方法，ＲＳＲ(秩和比)法、ＳＡＷ( 分层加权求和汇总)法、Ｕ
值法、Ｚ值法和Ｄ值法，结果表明，五种方法对四部分(Ｉ、Ｓ、Ｍ、Ｅ)评价结果有高度一
致性； 五种评价方法对综合Ｋ值的评价结果在Ｕ值法、ＲＳＲ法、ＳＡＷ法和Ｚ值法之间有
较好的一致性；但是，Ｕ、Ｚ、Ｄ法的评价结果有负值产生，并且易受个别极大值的影响。
ＲＳＲ法和ＳＡＷ法没有上述三种方法的缺点，结果表明，ＲＳＲ法和ＳＡＷ法是区域卫生
防疫工作较好的综合评价方法。最后，选用ＲＳＲ法评价区域卫生防疫工作。评价从以下四
个方面进行，(1)． 各大类卫生防疫工作评价。结果表明，大部分区域中各项卫生防疫工作
发展不平衡。(2)． 各部分卫生防疫工作评价。对Ｉ、Ｓ、Ｍ、 Ｅ四部分被按综合值大小予
以排序， 同时将Ｉ、Ｓ、Ｍ、Ｅ四部分综合值按Ｋ-means 聚类分成高、中、低三类，然后进
行综合分析，解释各区域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并且提出改进工作的对策。(3)．卫生防疫工
作现状评价。 按Ｙ值(Ｓ，Ｍ，Ｅ之简单和)大小以Ｋ-means 聚类将区域分成三类，较好区
域 16 个市县，中等区域 31 个市县，较差区域 26 个市县。(4)．卫生防疫工作效率评价。 对
各区域的综合Ｋ值(产出投入比)按Ｋ-means 分成三类，结果为较好区域８个市县，中等区域
19 个市县，较差区域 46 个市县，经多元回归分析和逐步回归分析，得Ｋ值与Ｉ、Ｓ、Ｍ、Ｅ
之间的多元回归方程为：
Ｋ＝5.419－9.527×I＋2.763×S＋3.167×M(城市)
Ｋ＝3.405－5.860×I＋3.262×M＋2.773×E(农村县)。
区域卫生防疫工作是一项内涵丰富的多边缘性学科，对它的评价研究刚刚起步，指标体
系的构建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对指标的赋权方法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对区域卫生防疫的评
价，应于居民健康水平的维持和提高，与生产力的提高挂钩。

ＣＭＩ在专科医学生健康评价中的应用研究
及其影响因素的探讨
研究生:

彭 炜

导

李天霖 教 授

师:

健康是主体对环境的动态平衡。机体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反应，首先表现在机体症状和
功能的改变上。及时了解个体或群体的症状和功能状况对研究机体适应内外环境刺激并维持
机体功能的动态平衡，探讨解决有关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的各种环境问题，建立合理的保健

措施，促进健康向着" 身体上、心理上、社会适应上的完好状态"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也是
我们卫生保健工作研究的新课题。
CMI 问卷(Cornell Medical Index-health Questionnaire)是国际上广泛应用的症状功
能问卷之一，用 CMI 得分的高低来综合评价个体或群体的健康状况或适应能力，筛查易感人
群，高危环境和不良反应，具有快速、经济、敏感、全面之特点，该卷经北京医科大学研究
人员引进中国证明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但进一步的应用研究工作才刚刚起步。
本次应用 CMI 的目的在于探讨 CMI 评价专科医学生群体健康状况的参照标准，了解该群
体的保健需求，探讨与 CMI 相关的因素并修订问卷， 使之更具有适用性，为制订青少年的 CMI
常模作准备，为学校健康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本研究以陕西省西安地区与汉中地区的 957 名大、 中专医学生为研究对象，集中自填问
卷，调查内容包括躯体和精神症状、行为习惯、人格、社会适应状况及学生早期生活环境、
现时学习环境中主客观情况共 220 个问题；在整个研究工作中，严格控制质量，应答率 98.7
％，每份卷缺二项以上的缺项率 < 5％，重测信度为 0.94。
通过分析，主要结果如下:
1.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
957 名学生中男性占 49.4％，平均年龄 18.2 岁，女性占 50.6％， 平均年龄 17.5 岁；父
亲学历在高中及以上的占 51.6％，母亲占 23.3％；中专学生的家庭居住环境以农村为主占
61.3％，大专学生以市县城为主占 60.4％； 以第一、二志愿入学者不足 30％。
2.CMI 得分情况分析
(1) 957 名学生的 CMI 分布呈向低分处聚集的偏态分布。 最低分值水平的频率较国外同
类人群低，超过国外普遍应用的判别标准(CMI≥30 分) 及许丽英提出的大学生筛查标准(男性
CMI 为 35 分，女性为 40 分)的人数多。 据本研究结果提示：该人群的 CMI 参照标准以男性
40，女性 50 为宜。
(2) 经研究发现，CMI 分值:女生(28.6)高于男生(23.4)，来自农村山区的学生(26.8) >
农村平川(23.9) > 厂矿(20.3) > 市县城内(19.2)；M-R 分值:西安大专学生和中专学生分别
为 8.2 和 11.2，汉中大专和中专学生分别为 6.3 和 10.3，控制性别与年龄因素影响，协方
差分析结果显示: 中专学生的 CMI 分值仍然高于大专学生且 95% 的可信限互不重叠； 将专科
医学生的 CMI 分值与不同社会环境中的同龄及同学习性质的学生群体相比也存在差异。
(3) CMI 反映的主要症状和功能问题:
CMI 各部分存在的具体问题是:近 50％的学生存在着不能坚持锻炼、睡眠障碍及感情易
受伤害；近 40％的学生经常为清嗓子轻咳、看书戴眼镜、易烦恼、激怒、经常情绪抑郁及接
触老师、快速做事不知所措；近 30％的学生有胃部不适及恐惧焦虑症状；A─L 区域主要以神
经系统.消化系统. 疲劳症状及不良行为为主要构成因子， M─R 区域以激越性抑郁.社交紧
张(不适应性紧张).无望感.易怒.恐怖焦虑精神障碍为主要构成因子；心理健康指数抑郁
(nn)、焦虑(oo)、紧张(rr)与躯体健康指数消化系统(dd)、神经系统(gg)的相关系数在 0.35
以上，焦虑、紧张与心血管系统相关系数在 0.35 以上，提示在专科医学生群体中对心因性疾
病的预防保健工作应引起重视。
3. CMI 分值的影响因素
经主成分及多元逐步筛选表明:对 CMI 有显著回归效果的因素是家庭因子中的居住环境、
父母学历，学校因子中的入学志愿、学习压力、专业类型；对 CMI 及其各部分入选变量的标

准偏回归系数比较发现以入学志愿对 CMI 的影响强度最大。既家庭居住环境封闭、父母文化
程度低则 CMI 得分高， 志愿入学者 CMI 得分高于非志愿入学者。
4.综合研究分析提出简化 CMI 问卷青年版本，该卷由 13 个系统，125 个项目组成。
5.本次研究的特点在于配合 CMI 问卷，据研究对象的特征设制了相关因素项目，立足于
人类生态学观点及心身医学的理论设计并分析问题。结果表明，陕西省西安地区及汉中地区
大、中专医学生的 CMI 受到所在地社会环境及个人对学习环境认知因素的影响，受到早期生
活的社会环境及家庭环境因素的影响，提示有必要分层次制订青少年学生群体的 CMI 常模。
本研究发现专科学校学生的健康问题不仅是心理行为方面，且躯体问题也不容忽视，调
查的结果对于有针对性地开展学校心理卫生保健工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专科学生进行全
面健康测量及开展健康管理的方法有一定参考意义。

老年人的健康与生活质量研究──宁波市离退休老年人多向
健康评价及按有无再就业的分析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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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问题是当今世界上引起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如何让离退休老人更好地适应变革中
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在生理上、心理上、社会上适应良好，这是当今新形势下提出的值得深
入探讨的问题。
全面的健康流行病学调查与多向健康评价在我国尚刚刚开始。健康有关生活质量的研究，
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系 80 年代兴起至今方兴未艾的课题。在我国这方面的报告尚不多见，尤其
对有无再就业的离退休老年人群。
本研究试图通过对宁波市老城区抽样调查获取的 374 名低龄离退休老人(离退休后至 69
周岁)的身心健康状况、经济状况、 居住环境等生活领域的主客观现状及存在问题作一全面
描述，并着重从有无再就业的角度作了分析比较；继而用典则相关、多重回归等多因素分析
方法揭示了该人群身心健康、(主观)生活质量和有否再就业的主要影响因素。以便为决策部
门参考和改善老年人社会卫生服务提供科学依据。
调查研究简要结果如下:
本调查应答率为 91.2％，访问时无家人在场占 81.3％ 。 调查员间的一致率为 0.99。经
抽样重复调查，用 Cohen 氏一致性检验得 Kw=0.87(P<0.001)，表明本调查具有较好的信度。
对问卷同一内部结构内容作一致性相关检验，得相关系数均 P<0.001。表明本问卷具有较好的
内容效度。
本研究人群的人口学特征:平均年龄 61.2 岁，男女人数比例无显著差别。近 60%的人为小
学以下文化程度，其中女性明显低于男性。86.3%的老人有配偶；三代同住家庭占 30.5%；58.3%
家庭人均实际月收入在 121—160 元；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为 10.07m2。该人群已离退休时间平
均 7.25 年； 退休前职业是工人的占 54.3%；离退休后的再就业率 42.8%，男女之比为 2.6:1。
宁波市离退休老年人健康现状及存在问题:有近 1/5 人自评健康差或很差，3/4 强的人患
有一种以上病症，其中主要是慢性退行性疾病， 尤以消化系病和循环系病为高；但极大多数

老人(96.6％)躯体活动功能好，说明这些人参与社会和社区活动的基本功能尚好,81.6%的人
具有操持家务的能力。16.6％的人心理健康得分为较差或很差，10.7％的人自诉经常感到担
心、忧郁或苦闷；有近一半人从没计划过他们的离退休生活，44.9％的人几乎不参加身体锻
练。 表明有相当部分老人离退休后生活无计划和规律， 业处于不良心理的应激状态。该人
群生活满意度低的领域主要是业余生活、住房和卫生服务；而相对较高的是社区邻里关系、
家庭生活和婚姻生活。用对角线长度法计算出的健康综合指数值对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健康状
况作比较发现: 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结构、离退休性质、住房条件等不同人口特征
人群间的健康状况无统计学差别；而丧偶、离婚、分居、独身者的健康状况明显比在婚、再
婚者差；经济水平、离退休前有否职务和不同职业与健康密切相关；离退休前职业为教师的
健康状况最差。
有无再就业的分析比较:工作需要或发挥特长(占 44.4％) 是再就业的主要原因，其次是
精神寄托(占 26.8％)和经济需要(占 21.3％)；家务需要( 占 49.1％)是未再就业的主要原因，
其次为健康原因(占 26.6％)。 与未再就业人群相比，再就业人群的离退休时间短、文化程度
高、离退休前有职务、离退休性质为退休干部、离退前职业为科技人员者为多。分析比较两
者的健康状况，再就业人群的患病少、心理健康得分高、尤以自评健康明显为好；而两者人
群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 则无差异。再就业人群对总体生活感受、收入、社会生活和家
庭生活满意度高于未再就业人群。此外，再就业老人对离退休后生活的计划性、规律性和日
常心境情绪均较未再就业人群为好。
通过多因素分析揭示:⑴影响本人群身心健康的因素主要为疾病(R2=27.3％)因素集团，
其中影响大的前三位病症顺次是慢性肝病、糖尿病和视力障碍；其次与生活质量有关(R2=15.4
％)， 其中婚姻生活满意度对健康影响相对较密切；此外亦与人口学特征关联(R2=8.1％)，
表明老年人身心健康受到多因素的影响。⑵影响本人群(主观)生活质量的因素主要为身心健
康状况(R2=20.7％)，尤以患病程度和 ADL 相对影响较大；其次为人口学特征， 前三位顺次
是家庭人均收入、婚姻状况和住房条件。⑶影响本人群有否再就业的主要因素是性别、离退
休性质、经济水平、离退休前职业、文化程度等人口学特征(R2=22.2％)，其次与主观生活质
量(R2=14.6％)和身心健康(R2=8.3％)因素集团有关。
此外，本研究还阐明:⑴ 用健康综合指数值来定量化评价不同离退休老年人群的健康状
况是可行的。⑵健康与生活质量间存在有较密切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身心健康
状况差者(主观)生活质量亦差；反之，高者亦高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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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 3-6 月在浙江嵊县，对全县 66 个乡镇中分层随机抽样的 15 个乡镇进行了 1990
年婴儿死亡情况的现场调查，并与嵊县常规生命统计加以比较，结果如下：1）抽样的婴儿死
亡率为 52.11‰（127/2437），处于较高的死亡水平，比常规生命统计报告的婴儿死亡率（18.24

‰）高 1.86 倍，婴儿死亡漏报率为 66.9%.分性别统计，女婴死亡率比男婴死亡率高 1.5 倍。
2）婴儿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新生儿窒息（占 15.7%）,溺婴（占 12.6%），早产（占 11.0%），
意外（占 6.3%），肺炎（占 4.7%）和原因不明（占 26.8%）。女性和男性在“溺婴”死因百分
比上分别为 16.1%和 5.0%,而在“原因不明”死因上分别为 37.9%和 2.5%;女性仍高于男性。3）
127 例死亡婴儿中，死于出生 1 周内和新生儿期的百分比分别为 72.4%和 85.8%,在此两个期
间内为女性死亡的百分比均比男性的高。4）55.1%的死婴在死前未就诊，分性别，死前未就
诊比例，男性为 20%，女性则高达 71.3%。
此外，根据本次调查所获得的信息提出了嵊县婴儿保健的重点和相应的对策，以供当地
卫生行政部门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