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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三级
不同职业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研究
──铁道部株洲电力机车工厂 519 名
不同职业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比较及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生

李晓惠

导

李天霖

师

王滨燕

目前在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研究中, 国内研究人员将职业因素作为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
一个重要的人口社会学特征。职业成为衡量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综合性指标。由于原
职业文化背景的不同, 是否会对老年期人们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需求及三维健康等方面
造成差异? 了解不同职业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差异和影响不同职业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
是本次调查研究的主要目的。本次研究采用调查员入户访谈的方式, 对铁道部株洲电力机车
工厂抽样调查获取的 519 名(≥60) 不同职业离退休老年人的人口社会学特征、行为习惯、躯
体健康状况、心理卫生和社会适应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调查数据采用 STATA 软
件分析处理,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分析比较了四种职业(管理干部、一般干部、专业人员、
工人)老年人生活质量各方面的差异; 并用多因素逐步回归方法筛选了各类职业老年人生活
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将反馈给有关部门。
1.不同职业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分析比较
管理干部和专业人员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离退休工资、家庭人均月收入、家庭人均生活
费用、月收支平衡状况、家电拥有数量及住房面积) 均优于一般干部和工人。四组职业老年
人的再就业率以男性专业人员 28%为最高。各类职业中, 50%以上的老年人均认为最理想的居
住方式是单独与老伴居住, 其次是与老伴及子女同住;四组老年人的躯体健康状况显示: 极
大多数的身体功能状况良好, 具有较好的生活自理能力和独立生活能力。管理干部和专业人
员冠心病的患病率高于一般干部和工人。四类职业老年人均以关节疼痛为最主要症状; 心理
卫生结果显示: 专业人员的心理卫生健康水平低于其他职业老年人; 社会功能状况结果显示:
男性工人社会角色的适应能力低于男性管理干部; 主观生活满意度的结果显示: 本研究人群
相对比较满意的生活领域有: 人际关系、家庭和睦、家庭地位、邻里关系、家庭饮食、个人
穿着、住房状况及生活总感受, 而相对不太满意的生活领域有:社会风气、离退休待遇和生活
水平。
2.不同职业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因素分析
1). 影响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 心理卫生、生活水平和离退休待遇是影响四组职业老
年人群共同的影响因素。
2). 影响社会角色适应的主要因素: IADL 和年龄是四类职业老年人共同的影响因素, 而
且 IADL 均为第一位。
3). 影响自评健康的主要因素: 慢性病的数量对管理干部和专业人员的主观健康影响较
大, 而慢性症状数量对一般干部和工人的主观健康影响较大。
4). 影响生活水平满意度的主要因素: 家庭收入满意度水平是影响四类职业老年人共同
的主要因素。

5). 影响生活总 2 感受的主要因素:

管理干部和专业人员均以生活满意度为第一影响因

素; 而一般干部以离退休待遇为第一影响因素; 工人以生活水平满意度为第一影响因素。
分析结果表明: 在目前我国大型国有企业中, 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在社会经济地位
上有一定的差距。这一差距带来的影响也明显地表现在离退休的老年生活中。同时提示: 不
同职业老年人在躯体健康、特别是心理卫生和社会角色适应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另外,
影响各类职业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因素也不完全一致。提示: 提高和改善不同职业老年人的生
活质量, 应针对各类老年人的特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
本研究结果为一初步的横断面比较同一地区不同职业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研究结果。由于
研究样本中, 女性偏少, 本研究的样本量有一定的限制。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因素较为复
杂, 现场调查中发现, 生活事件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有重要的影响,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有待
今后的研究中不断的完善。本次研究结果可为该厂决策部门制定老年卫生保健措施和改善该
厂离退休老年人群的生活质量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和参考。
关键词: 不同职业

老年人

生活质量

影响因素

云南沧源佤族自治县婴儿死亡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生: 李琼芬
导

师: 乌正赉

婴儿死亡率是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保健事业和居民健康状况
的敏感指标。佤族是云南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 由于历史原因,他们的经济、文化、交通还非
常落后,整个社会卫生状况较差,该民族婴儿死亡水平、主要死因及其影响因素至今未做过全
面、系统的调查分析, 缺乏完整、准确的资料。为了摸清该民族的婴儿主要死因及死亡率, 探
讨影响婴儿死亡的危险因素, 进一步确定妇幼卫生保健工作的重点, 为制定和改善佤族婴儿
保健服务对策提供依据, 我们于 1994 年 12 月在沧源佤族自治县(下称沧源县)进行了一次回
顾性调查, 按统一的调查表以入户调查和开座谈会的方式进行, 结果如下:
(1) 沧源县 1994 年佤族婴儿死亡率为 92.99‰, 其中经济、 交通条件最好的勐省乡最低,
为 65.84‰, 经济、交通条件最差的单甲乡最高,达 124.04‰。
(2) 沧源县佤族婴儿的主要死因为肺炎、腹泻、新生儿窒息、早产、新生儿破伤风, 占
全部死因的 86.43%, 其中感染性疾病占 65.07%。各主要死因的死亡专率都明显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
(3) 沧源县佤族婴儿死亡漏报率为 62.77%, 漏报均发生在县级以下基层卫生部门。
(4) 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表明, 婴儿死亡的主要危险因素为看病困难、双胎分娩、难产
及早育、密育、多育。
(5) 沧源县婴儿死亡率高, 各主要死因的死亡专率都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故医疗保
健服务需求量大, 但又存在产前检查率、住院分娩率、婴儿就诊率极低等利用不足的现状。
据此,建议省政府在资金投入、人员配备上向沧源县卫生部门倾斜,增加和提高基层医疗

保健人员的数量和质量, 争取在近期内达到每一个村公所或 50 户以上的自然村能有一名掌握
一定妇幼保健知识和接生技术的专职保健员。
关键词: 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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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免疫基层人员培训学习效果的评估研究
研究生

吴敏泉

导 师

王若涛

计划免疫培训是提高基层计免人员素质的根本途径。为了了解目前基层计免人员培训需
求状况和现有培训方法的好坏, 分析影响培训学习效果的因素, 比较不同培训形式之间的差
异。卫生部于 1994 年 9-11 月, 在江西省上高县和星子县以乡为单位,采取整群随机方法抽取
151 名乡村级计免基层人员做为培训研究对象。将这些学员随机分成四个组(系统学习、一苗
一训、指导性自学、空白对照组)。同时在每个县防疫站选四名计免专业人员做为培训教员。
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卫生部共同编写的<<计划免疫培训手册>>为教材, 进行计划免疫基本
知识和技能的培训。用书面测验的方法, 收集学员培训前后的知识考试成绩; 采用"客观性指
令性实践考试(OSPE)技术"进行培训前后的技能评估。培训前后的差值, 即为成绩的增长。收
集不同培训组的费用总支出, 以培训成绩的增长为效果指标, 对不同培训方式进行费用-效
果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
1. 计免基层人员非常有必要进行基本业务知识和技能培训。培训前, 他们计免基本知
识考试及格率仅为 59.33%, 计免基本技能操作及格率为 77.33%。
2. 计免基层人员是可以通过短期培训(包括系统学习、一苗一训和指导性自学)来迅速
提高其基本业务知识和技能水平。培训组与对照组之间相比, 笔试成绩增长和操作技能成绩
增长的差别很显著(P<0.05)。其中越是基础差的, 培训后其笔试成绩和技能操作成绩增长也
越大 (r 值分别为-0.8060 和-0.4658), 受益也越大。但是, 从本次研究结果看, 系统学习、
一苗一训和指导性自学这三种培训形式之间,无论是笔试成绩增长还是技能操作成绩增长,
差别均不明显(P>0.05)。
3. 系统学习、一苗一训和指导性自学这三种培训形式中, 系统学习所花费的成本最高,
指导性自学所花费的成本最低。从笔试成绩提高来看, 系统学习组每人提高 1 分所花费的费
用是 9.38 元, 指导性自学组每人提高 1 分所花费的费用是 1.73 元,前者是后者的 5.4 倍。因
此, 在进行计划免疫基本知识和技能培训时, 对于卫生经费缺乏的地区宜采用指导性自学的
方式进行培训; 同时, 应注意加强培训学习的督促与检查, 以保证质量。
4. 笔试成绩及格率与技能操作成绩及格率之间差别明显(卡方检验, P<0.05),故不宜用
单一的笔试成绩及格率来代表计划免疫人员的业务素质水平。在对培训效果的进行评价时,
笔试成绩与技能操作(OSPE)成绩相结合的评价比单纯由笔试成绩评价更为客观、更为科学。
5. 技能操作成绩的增长与笔试成绩的增长相关性很小(r=0.1781), 在培训时,要强调
对实际操作技能的训练, 以提高学员的实际工作能力。

关键词:

计划免疫

培训评估

基层培训

我国北方两卷烟厂职工死亡回顾性队列研究
研究生:

韩 松

导 师: 乌正赉、曾光
我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消费国, 也是最大的烟草生产国。目前, 我国约有 170 多
家烟草加工厂,从事烟草生产的工人约有 40 多万。生产过程中工人接触烟草及其所含有害物
质对机体健康的影响,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为了解我国卷烟生产工人的死亡及死因情况, 对
卷烟厂职工进行全死因分析, 为今后开展其职业危害的研究奠定基础,本文采用回顾性队列
研究的方法对郑州卷烟厂、哈尔滨卷烟厂 1982─1994 年间的职工死亡及死因进行调查。结果
如下：
1.两卷烟厂女性职工平均死亡年龄较对照居民提前 4.69 岁, 并且差异有显著性;而男性
职工与对照居民的平均死亡年龄无显著性差异。
2.两卷烟厂职工与对照居民死因构成比的前四位死因相同,依次为恶性肿瘤、脑血管疾
病、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疾病;其中两卷烟厂职工恶性肿瘤、呼吸系疾病的构成比略高于对照
居民(男性分别超出 2.9 个百分点、2.7 个百分点;女性分别超出 6.8 个百分点、2.1 个百分点);
脑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的构成比略低于对照居民(男性分别低于 2.7 个百分点、0.8 个百分
点;女性分别低于 1 个百分点、3.9 个百分点)。 经统计学显著性检验两卷烟厂与对照居民的
各死因构成比均无显著性差异(χ2 值均小于 3.84,P 值均大于 0.05)。
3.男性职工全死因死亡与对照居民无显著性差异(SMR=97.9, P>0.05), 各死因中仅结肠
癌死亡显著地高于对照居民(SMR 为 281.3, P<0.05); 女性职工全死因死亡显著地高于对照居
民(SMR 为 129.2, P<0.05),各死因中,恶性肿瘤、呼吸系疾病、肺癌、乳腺癌、结肠癌的死亡
显著地高于对照居民(SMR 分别为 180.7、197、216.8、252.3、235, P 值均小于 0.05)。
4.男女职工的一些疾病标化死亡比的差异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
① 男女职工受健康工人效应的影响不同,即健康工人效应对男性的影响大于女性。
② 男女职工吸烟率与对照居民吸烟率的差异程度不同。
③ 男女职工接触烟草尘的机会不同。
5. 不论男女职工,接触烟草尘组与非接触组全死因、肺癌、恶性肿瘤、呼吸系疾病的死
亡率均有显著性差异,相对危险度分别为: 男性全死因 1. 51, 女性 1.43;男性肺癌 2.37,女性
2.87;男性恶性肿瘤 1.98,女性 2.26;男性呼吸系疾病 2.56, 女性 2.49。
6.叉生分析结果表明,女性单纯吸烟及单纯接触烟草尘死于肺癌、恶性肿瘤、呼吸系疾病
的死亡危险性均高于男性。
7.吸烟及接触烟草尘均可能是肺癌、恶性肿瘤、呼吸系疾病死亡的危险因素。吸烟与接
触烟草尘对肺癌、恶性肿瘤、呼吸系疾病死亡可能有协同作用。
8.全肿瘤、肺癌、呼吸系疾病死亡危险性随工龄明显增加。
关键词:

回顾性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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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离退休中小学教师生活质量研究
研究生

刘言训

导 师

李曼春

教授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目前，我国老年人口很多，人口
老化的速度很快。 如何解决好人口老化问题，使老年人能够健康、幸福、快乐地安度晚年，
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本研究从躯体状况、心理状况和社会功能三个方面，对济南市离退休教师的生活质量及
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研究。试图了解离退休教师的生活质量现状，探寻其影响因素。
本研究采用访谈的形式，所用测量工具为：生活满意度指数、情感平衡量表、社会支持
量表、ADL 量表等，并参考有关文献自己编制了部分内容，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358 名离退休教师中男性 98 人，女性 260 人，平均年龄为 65.6 岁。74.6％的人在婚且
夫妇共同生活， 41％的人受过高等教育。92.5％的人患有慢性疾病，人均患 2.89 种慢性疾
病；90.8％的人有慢性症状，人均 4.3 种慢性症状。过去一年中，90.5 ％的离退休教师有就
诊史，14.2％的人曾住院治疗，35.2％的人曾需别人照顾，34.2％的人曾卧床休息。离退休
教师与农村老人和离退休干部比较，健康状况较差，生活满意度偏低。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生活质量各指标间除社会支持与躯体健康、功能状况之间无明显相
关关系外，其余各指标两两之间均有相关关系。用ｔ检验、方差分析和逐步回归等分析方法
研究了各因素与生活质量各指标的关系，躯体健康状况（如患病情况、慢性症状、身体功能
状况）对生活质量有明显的影响作用，特别是主观健康状况（自评健康和对比健康）对生活
质量的影响更明显，而且主观健康状况调查简单，资料容易获得，是良好的综合健康状况指
标。婚姻状况对生活质量有明显的影响作用，在婚且夫妇共同生活者生活质量较高。经济条
件、再就业情况、社会角色得分、社会支持得分、受尊重程度等也都对生活质量有明显影响
作用。而离退休教师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因素对生活质量无明显影响。
本文作者认为，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需采取综合措施，改善和保持老年人良好的健康
状况，特别应注意防止因病伤导致功能残疾的发生和有功能残疾者的康复。老年人应积极参
与社会，保持与周围人的交流，参加力所能及的各种家庭和社会活动，保持良好的身体、心
理状况和社会功能。
关键词:

离退休教师

生活质量

《县级卫生防疫站等级评审标准》研究
─28 个试评县卫生防疫站等级评审分析
研究生：梁晓峰
导

师：戴志澄

王若涛

本课题是为卫生部进行县级卫生防疫站等级评审服务的实用型研究报告,从卫生防疫站
评价方法学的角度, 探索了卫生防疫站等级评审在当前形势下的必要性、可行性、科学性等
问题,特别是确定指标权重的问题。
《县级卫生防疫站等级评审标准》的指标体系是由卫生部聘请有关专家反复讨论后确定
的。本研究收集的资料分两类,一类是山东、浙江等 10 个省的 28 个县级卫生防疫站等级评审
自填试评报告,另一类是从中抽取 6 个县, 由笔者与各站站长和科级干部(共 42 名)深入访谈
与专题讨论所得结果。采用层次分析 (AHP)法对权重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处理。
一、对 28 个县级卫生防疫站等级试评审自填报告结果分析显示, 总分分布呈正态分布。
得分最高的是浙江省温岭市(904.44 分),最低的是甘肃省康乐县(349.39 分),算术均数为
641.24 分。基本条件部分得分率最低(54.55%)，科学管理部分得分最高(68.52%)。总分的排
序与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对这些站的日常评价相吻合，与各县的“分类”排序也基本一致。根
据此次 28 个站总分分布情况,笔者认为卫生部现行的等级分数线偏高,达到等级的站太少,应
做适当修改。
二、县级卫生防疫站领导与卫生部现行标准在某些指标的权重上分歧较大。县级卫生防
疫站领导提议增大基本条件部分的权重,特别是人员、经费指标的权重,以及增大主要业务工
作、自身培训、处理突发事件应急能力等指标的权重。
三、县级卫生防疫站的大多数领导干部(83.3%)支持开展等级评审工作,对评审指标体系
和评分标准基本认可。但 26% 的县级站领导认为在当地实施县级卫生防疫站等级评审有困难，
还认为该体系的指标数过多。各地的情况差异大,全国只用一个标准评审不合理。认为通过等
级评审把县级卫生防疫站分为三等比较合理。县级卫生防疫站领导提出对等级评审影响较大
的因素依次为当地政府、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和上级卫生防疫站。主张给一等县级卫生防疫站
的激励措施依次为提高有偿服务收费标准、扩大基建面积和设备支持三项。
四、建议
１、把县级卫生防疫站等级评审做为当地政府的一项工作，由卫生行政部门监督，上级
业务部门指导帮助完成。
２、评审后应有评审报告，提出具体改善意见和可行性实施计划，明确“改善就是进步”
为评审的目标。
３、修改现行评审标准中的部分内容，重点在降低指标数量、考虑各地的差异，补充综
合性绩效性指标，调整部分指标权重，以及修改等级分数线。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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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患者的生活质量研究
研究生

董 宣

导

李天霖

教授

王滨燕

博士

师

高血压是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对于高血压这种慢性疾病，传统的一些健康评价指标如患
病率、发病率、期望寿命等已不能满足目前的需要。我们有必要从多维的角度，躯体的、心
理的、社会的指标来研究高血压对人体的危害和影响，从而寻找有效的预防和控制高血压发
病的方法。生活质量评价是多维评价的方法。生活质量是对由个人或群体感到的躯体、心理、
社会各方面良好的生活适应状态的一种综合测量，而测量的结果是用幸福感、满意感和满足
感来表示的。
本研究目的是通过对天津市和平区体育馆街３４２名患不同程度高血压病人生活质量进
行评价和研究，了解高血压病人的生活质量，分析研究高血压防治效果与生活质量的关系，
并探讨影响该人群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以便为制定适合他们特点的医疗预防服务提供科学
依据。
研究样本来自天津市和平区体育馆街居民中的高血压病人３４２人。按 WHO 1979 年对血
压分级的规定,本研究将高血压患者分为三组。一组为临界高血压，二组为１级高血压，三组
为２、３级高血压。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组 血压为１４０－１５９／９０－９４ｍｍＨｇ
第二组 血压为１６０－／９５－１０４ｍｍＨｇ
第三组 血压为１６０－／１０５－ｍｍＨｇ
调查采用调查员入户问卷调查的方式。
调查内容:

1.社会人口学特征

2.高血压的防治情况

3.职业情况

4.慢性病情况

5.

功能状态 用 katz ADL ( Activities of Daily Life ) 量表测血压病人的基本日常生活功
能。用 Lawton IADL ( 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fe )量表测量日常社区生活
功能。并测量了综合躯体功能(GPF)

6.心理卫生(焦虑自评量表 SAS)

(LSI.A) 8.社会支持与网络(Social Support Battery)

7.生活满意度测量

9.住房状况和经济状况

10.卫生

知识及每日活动时间。
本调查进行了严格的质量控制,并采用Ｃｏｈｅｎ的Ｋａｐｐａ系数行了一致性检验。结
果表明，本次调查信度较好。
本研究对人口社会学特征、高血压的防治情况和离退休及生活质量各方面情况进行了描述
性分析,然后根据专业知识进行了变量的合并和筛选后,对变量进行了较深入的描述性分析。
用方差分析，Ｘ2 检验对三组间及不同特征间存在的差异进行了显著性检验。 用逐步回
归和 logistic 回归方法筛选出影响高血压病人生活质量的因素及血压控制的影响因素。以Ｐ
≤0.05 做为筛选变量的标准。
本研究经调查分析主要结果如下：
１ 患不同严重程度高血压患者的生活质量影响因素，除住房面积有显著性差异外，其
他生活质量指标未见显著性差异。
２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高血压的控制与文化程度、心理卫生、社会支持和网络、调查

时的血压有关。文化程度高、心理卫生状况好、社会支持和网络多将有利于高血压患者的血
压控制。
３ 该人群除患高血压外，仍有６９. ０１％的人患一种或多种其他慢性疾病。
４ 本调查人群的躯体功能完好率为７１.０％。
５ 通过多元回归分析表明：
１）影响本研究人群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有心理卫生、社会支持与网络、每日运动时

间、住房面积、经济状况。
２）影响本研究人群心理卫生的因素有社会支持与网络、住房状况、生活满意度、血压
控制、性别、患其他慢性疾病的数量。
本研究结果提示，高血压病人的生活质量与社会和心理因素关系密切，故应重视社会和
心理因素的作用,高血压病人应注意扩大社会网络，增强社会支持。克服不良心理状态,保持
愉快的心境,以控制高血压病，提高其生活质量。
同时,社区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应提高对社会心理因素与躯体疾患关系的认识，对高压血
等一些慢性病患者除给予必要的医疗照顾外,也要考虑社会心理因素对其健康的影响。开展社
会心理因素的预防保健工作，将预防医学发展到社会、心理预防的新领域，把慢性病防
治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河北省县级卫生防疫站业务人员现状调查分析研究
研究生

王铁占

导

王有森

师

县级卫生防疫站处于卫生防疫工作的第一线，是我国农村初级卫生保健组织的技术指导
中心，肩负着繁重的卫生防疫工作任务，其业务人员素质和人力资源是能否完成农村卫生防
疫工作的关键要素。为此，本研究试图通过调查分析河北省 14 个县级卫生防疫站业务人员的
现状，着重调查分析业务人员素质及人力资源状况，进而为我省合理地使用和开发县级卫生
防疫站的人力资源，有针对性地配备和培训干部，提高业务人员水平，为河北省制定卫生事
业发展规划和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为评估业务人员素质和人力资源，首先必须建立一个评估指标体系，因此本研究主要内
容是建立一个评估指标体系，进而应用该指标体系对抽样 14 个县级卫生防疫站业务人员素质
和人力资源进行综合评价以及业务人员稳定性、业务工作条件和业务人员待遇进行分析。
参考国内文献和卫生部对县级卫生防疫站的要求，结合河北本省实际情况，在河北省清
苑县预调查的基础上，提出综合评估指标体系框架，再通过专家法(58 位专家)和层次分析法
最后建立一个对县级卫生防疫站业务人员素质和人力资源包括三个层次共 71 个指标的综合评
价指标体系及评估模型。 经专家意见的集中程度(算术均值 > 4，满分频率>0.25)、专家积
极性系数(100％)、专家权威系数(0.6～1.0)、专家协调程度(变异系数为 0～0.24, 协调系数
为 0.32)和随机一次性比率(均小于 0.1)的检验, 表明该指标体系的指标是可靠的，权重是可
信的。
本研究是对河北省 139 个县级卫生防疫站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 14 个县级卫生防疫站,
调查对象为 1994 年 12 月 31 日在河北省县级卫生防疫站在编在职在岗的各类卫生防疫业务人
员，共 628 人。为更真实地反应被调查对象 628 人的有关资料，同时采用主观评价法(由 628
人自己主观填写)和客观评价法(由另外 322 人他人客观填写)，进行严格质控。
比较全面的调查了河北省 14 个县级卫生防疫站业务人员现状，应用上述评估指标体系对
14 个县级卫生防疫站 628 名业务人员素质及人力资源做综合评估表明:
河北省 14 个县级卫生防疫站人力资源实力，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泊头市(1)、涿州市

(2)、抚宁县(3)、涿鹿县(4)、正定县(5)、巨鹿县(6)、滦县(7)、吴桥县(8)、景县(9)、大
城县(10)、易县(11)、承德县(12)、临西县(13)、广平县(14)。将 14 个县站经 RSR 方法分为
好、中、差三档。等级:泊头市、涿州市、抚宁县为“高”;广平县、临西县为“低”;承德县、
易县、大城县、景县、吴桥县、滦县、巨鹿县、正定县、涿鹿县为“中”。14 个县级卫生防疫
站业务人员素质(包括一般业务人员素质、站长素质、科长素质)综合评价结果，从好到差排
序，依次为大城县(1)、巨鹿县(2)、易县(3)、承德县(4)、涿鹿县(5)、正定县(6)、景县(7)、
滦县(8)、涿州市(9)、抚宁县(10)、广平县(11) 、吴桥县(12)、泊头市(13)、临西县(14)。
经 RSR 方法分为好、中、差三档。各县所处等级：大城县、巨鹿县、易县为“好”;临西县、
泊头市为“差”;吴桥县、广平县、抚宁县、涿州市、滦县、景县、正定县、涿鹿县、承德县
为“中”。分析业务人员所从事专业表明，卫生专业人员整体素质最好,检验专业次之,防疫专
业第三,其他专业最差。
根据县级卫生防疫站业务人员队伍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全省和 14 个县级站分别提出了
具体意见和建议，通过本次调查研究，摸清了河北省县级卫生防疫站业务人员的现状，特别
是业务人员的素质和及人力资源实力，为河北省合理地使用和开发县级卫生防疫人力资源，
提高县级卫生防疫站的工作水平，以及为河北省制定卫生防疫事业规划和宏观决策提供了科
学的依据。
关键词: 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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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新郑卷烟厂职工子女及其同学吸烟的 KAP 调查
研究生：岳青
导 师：曾光研究员
近年来青少年吸烟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青少年吸烟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公共卫生问题。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世界各国针对预防青少年吸烟问题做了大量的努力，人们广泛开展了有
关青少年吸烟行为及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研究者们运用了现状调查和纵向调查的研究方法
研究青少年吸烟的预测因素或危险因素。但是对卷烟厂职工子女及其同学这一特殊人群吸烟
的知识、态度、行为(Knowlege Attitude and Practice)的调查研究鲜见报导。
为了解卷烟厂职工子女及其同学的吸烟行为、他们对“吸烟有害健康”的知识与态度及
影响小城镇的中小学生吸烟行为的各种因素，揭示出父母从事卷烟行业是否对其青少年子女
吸烟行为存在影响，为今后预防和控制青少年吸烟提供参考依据。本研究在严格的质量控制
条件下，于 1994 年 11 月 10-26 日对河南省新郑卷烟厂职工子女及其同学 1855 人吸烟的知识、
态度、行为(KAP)进行了调查。同时探讨了随机应答技术(Randomized Response Technique，
简称 RRT) 在中小学生吸烟行为调查方面上应用的效果和可行性。
一. 调查方法：
1. 采用“无记名自填问卷法”，在教室内集中完成。
2. 同时采用敏感问题调查与统计处理技术(RRT) 中的“三个无关联问题模型”与“数量
信息模型”对每个学生进行吸烟行为的调查。

3. 生化检查方法：
为监测学生自填问卷的真实性，督促学生如实填写问卷，本调查在学生填问卷的同时对
学生当场进行了唾液硫氰酸盐检查并记录检查结果。
二. 统计分析方法：
将复核后的调查表按统一的编码规则整理过录，用 FOXBASE 软件建立数据库录入数据，
分析方法包括频数统计、有关率、百分比、OR 值的计算、X2 检验、非条件逐步 logistic 回
归分析，利用 Stata，SAS 等软件在计算机上分析。
三.调查结果：
1.吸烟率和累积吸烟量：
“无记名自填问卷法” 得出小学生吸烟率为 18.25%。 男生的吸烟率为 26.51% ，其中
每周吸烟率 0.93%，偶尔吸烟率 25.58%，
累积吸烟量≥２０支为 2.79%；女生偶尔吸烟率 8.36%，
累积吸烟量≥２０支为 0.56%。中学生吸烟率为 27.58%。男生吸烟率 44.94%，其中每天吸烟
率 1.16%，每周吸烟率 2.65%，偶尔吸烟率 41.13%，累积吸烟量≥１００支为 3.48%； 女生
吸烟率 4.97%，其中每周吸烟率 0.22%，偶尔吸烟率 4.75%，累积吸烟量≥１００支为 0.43%。
RRT 得出小学男生经常吸烟率 1.53%，偶尔吸烟率 27.8%，累积吸烟量≥２０支为 1.89%；
女生经常吸烟率 0.49%， 偶尔吸烟率 9.78%，累积吸烟量≥２０支为 1.15% 。中学男生每日
吸烟率 3.56%， 每周吸烟率 4.72%， 偶尔吸烟率 38.65%，累积吸烟量 ≥１００支为 6.21%；
女生每日吸烟率 0.43%，每周吸烟率 1.78%，偶尔吸烟率 5.47% ，累积吸烟量≥１００支为
2.21%。
应用 RRT 和“无记名自填问卷法”两种方法调查发现，小学生经常吸烟率和累计吸烟数
量≥２０支的百分率两种方法调查结果无显著性差异(P>0.05)。初中生经常吸烟率和累计吸
烟数量≥１００支百分率两种方法调查结果有显著性差异 (P<0.05)。RRT 技术较适用于中学
生吸烟行为调查。
2. 在 438 名吸过烟的学生中，首次吸烟的年龄，小学生多数在 5-9 岁，中学生多数在
7-11 岁，小学生 7 岁以前吸过第一支烟占 33.33%(男 28.95%，女 50.00%)，中学生 7 岁以前
吸过第一支烟占 10.20%

(男 9.23%，女 21.74%)，提示吸烟年龄有提前的趋势。

3. 中小学生吸第一支烟的原因主要是“尝尝味道”，
“好玩”和“为了过年放爆竹用”
。小
学生通常的吸烟地点是 “在自己家里”，所吸的烟主要来源是“从家里拿烟”。中学生通常的
吸烟地点是 “在家里和学校以外的地方”，所吸的烟主要来源是“青少年互相递烟、从家里
拿烟和自己买烟”。
4. 中学生戒烟或想戒烟的主要原因是：听了或看了吸烟有害健康的宣传材料，身体健康
状况减退和父母反对。
5. 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综合分析发现：
与小学男生吸烟行为有联系的因素为，父亲不反对吸烟，兄弟姐妹中有人吸烟，亲密的
同学、朋友有人吸烟，家庭经济状况差，向别人递过烟， 不反对“向客人递烟是应有的礼貌”，
认为吸烟对学习无不利影响。
与小学女生吸烟行为有联系的因素为，母亲吸烟，认为吸烟对学习无不利影响。
与中学男生吸烟行为有联系的因素为，父亲不反对吸烟，哥哥是烟厂职工，亲密的同学
朋友有人吸烟，喝酒，不反对“向客人递烟是应有的礼貌”，不反对“吸烟是一种成熟的表现”，
不同意“中学生吸烟是缺点”，对人生和未来不报有乐观态度。

与中学女生吸烟行为有联系的因素为，母亲不反对吸烟，亲密的同学、朋友有人鼓励吸
烟，喝酒，学习成绩差。
父母及其他亲属(除哥哥外)是卷烟厂职工与中小学生吸烟行为无明显联系，哥哥是卷烟
厂职工与中学男生吸烟行为有关联。 父母从事卷烟行业对其青少年子女吸烟行为无明显影
响。
6. 本研究认为，青少年学生吸烟的干预应该从入学前就开始，应以男生为重点，减少“同
伴压力”的影响，对学生进行拒绝敬烟的技能训练，加强“吸烟有害健康”和“无烟社会”
的宣传教育，要争取家长合作，共同完成青少年反吸烟规划。本研究为今后预防和控制青少
年(特别是卷烟厂职工子女)吸烟提供了参考依据。
关键词：吸烟

KAP

卷烟厂

青少年

RRT

河南省新郑卷烟厂职工子女及其同学吸烟的 KAP 调查
研究生：岳青
导 师：曾光研究员
近年来青少年吸烟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青少年吸烟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公共卫生问题。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世界各国针对预防青少年吸烟问题做了大量的努力，人们广泛开展了有
关青少年吸烟行为及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研究者们运用了现状调查和纵向调查的研究方法
研究青少年吸烟的预测因素或危险因素。但是对卷烟厂职工子女及其同学这一特殊人群吸烟
的知识、态度、行为(Knowlege Attitude and Practice)的调查研究鲜见报导。
为了解卷烟厂职工子女及其同学的吸烟行为、他们对“吸烟有害健康”的知识与态度及
影响小城镇的中小学生吸烟行为的各种因素，揭示出父母从事卷烟行业是否对其青少年子女
吸烟行为存在影响，为今后预防和控制青少年吸烟提供参考依据。本研究在严格的质量控制
条件下，于 1994 年 11 月 10-26 日对河南省新郑卷烟厂职工子女及其同学 1855 人吸烟的知识、
态度、行为(KAP)进行了调查。同时探讨了随机应答技术(Randomized Response Technique，
简称 RRT) 在中小学生吸烟行为调查方面上应用的效果和可行性。
一. 调查方法：
1. 采用“无记名自填问卷法”，在教室内集中完成。
2. 同时采用敏感问题调查与统计处理技术(RRT) 中的“三个无关联问题模型”与“数量
信息模型”对每个学生进行吸烟行为的调查。
3. 生化检查方法：
为监测学生自填问卷的真实性，督促学生如实填写问卷，本调查在学生填问卷的同时对
学生当场进行了唾液硫氰酸盐检查并记录检查结果。
二. 统计分析方法：
将复核后的调查表按统一的编码规则整理过录，用 FOXBASE 软件建立数据库录入数据，
分析方法包括频数统计、有关率、百分比、OR 值的计算、X2 检验、非条件逐步 logistic 回
归分析，利用 Stata，SAS 等软件在计算机上分析。

三.调查结果：
1.吸烟率和累积吸烟量：
“无记名自填问卷法” 得出小学生吸烟率为 18.25%。 男生的吸烟率为 26.51% ，其中
每周吸烟率 0.93%，偶尔吸烟率 25.58%，
累积吸烟量≥２０支为 2.79%；女生偶尔吸烟率 8.36%，
累积吸烟量≥２０支为 0.56%。中学生吸烟率为 27.58%。男生吸烟率 44.94%，其中每天吸烟
率 1.16%，每周吸烟率 2.65%，偶尔吸烟率 41.13%，累积吸烟量≥１００支为 3.48%； 女生
吸烟率 4.97%，其中每周吸烟率 0.22%，偶尔吸烟率 4.75%，累积吸烟量≥１００支为 0.43%。
RRT 得出小学男生经常吸烟率 1.53%，偶尔吸烟率 27.8%，累积吸烟量≥２０支为 1.89%；
女生经常吸烟率 0.49%， 偶尔吸烟率 9.78%，累积吸烟量≥２０支为 1.15% 。中学男生每日
吸烟率 3.56%， 每周吸烟率 4.72%， 偶尔吸烟率 38.65%，累积吸烟量 ≥１００支为 6.21%；
女生每日吸烟率 0.43%，每周吸烟率 1.78%，偶尔吸烟率 5.47% ，累积吸烟量≥１００支为
2.21%。
应用 RRT 和“无记名自填问卷法”两种方法调查发现，小学生经常吸烟率和累计吸烟数
量≥２０支的百分率两种方法调查结果无显著性差异(P>0.05)。初中生经常吸烟率和累计吸
烟数量≥１００支百分率两种方法调查结果有显著性差异 (P<0.05)。RRT 技术较适用于中学
生吸烟行为调查。
2. 在 438 名吸过烟的学生中，首次吸烟的年龄，小学生多数在 5-9 岁，中学生多数在
7-11 岁，小学生 7 岁以前吸过第一支烟占 33.33%(男 28.95%，女 50.00%)，中学生 7 岁以前
吸过第一支烟占 10.20%

(男 9.23%，女 21.74%)，提示吸烟年龄有提前的趋势。

3. 中小学生吸第一支烟的原因主要是“尝尝味道”，
“好玩”和“为了过年放爆竹用”
。小
学生通常的吸烟地点是 “在自己家里”，所吸的烟主要来源是“从家里拿烟”。中学生通常的
吸烟地点是 “在家里和学校以外的地方”，所吸的烟主要来源是“青少年互相递烟、从家里
拿烟和自己买烟”。
4. 中学生戒烟或想戒烟的主要原因是：听了或看了吸烟有害健康的宣传材料，身体健康
状况减退和父母反对。
5. 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综合分析发现：
与小学男生吸烟行为有联系的因素为，父亲不反对吸烟，兄弟姐妹中有人吸烟，亲密的
同学、朋友有人吸烟，家庭经济状况差，向别人递过烟， 不反对“向客人递烟是应有的礼貌”，
认为吸烟对学习无不利影响。
与小学女生吸烟行为有联系的因素为，母亲吸烟，认为吸烟对学习无不利影响。
与中学男生吸烟行为有联系的因素为，父亲不反对吸烟，哥哥是烟厂职工，亲密的同学
朋友有人吸烟，喝酒，不反对“向客人递烟是应有的礼貌”，不反对“吸烟是一种成熟的表现”，
不同意“中学生吸烟是缺点”，对人生和未来不报有乐观态度。
与中学女生吸烟行为有联系的因素为，母亲不反对吸烟，亲密的同学、朋友有人鼓励吸
烟，喝酒，学习成绩差。
父母及其他亲属(除哥哥外)是卷烟厂职工与中小学生吸烟行为无明显联系，哥哥是卷烟
厂职工与中学男生吸烟行为有关联。 父母从事卷烟行业对其青少年子女吸烟行为无明显影
响。
6. 本研究认为，青少年学生吸烟的干预应该从入学前就开始，应以男生为重点，减少“同
伴压力”的影响，对学生进行拒绝敬烟的技能训练，加强“吸烟有害健康”和“无烟社会”

的宣传教育，要争取家长合作，共同完成青少年反吸烟规划。本研究为今后预防和控制青少
年(特别是卷烟厂职工子女)吸烟提供了参考依据。
关键词：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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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管理法在我国农村儿童保健中的应用
研究生 徐述湘
导 师 李 辉
当今世界把儿童卫生保健水平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标准之一。
在“母亲安全”和“儿童优先”的主题下,儿童保健工作得到了重视。我国儿童健康发展水平
不平衡,在广大农村,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 儿童的死亡率和某些疾病的发病率仍
然较高,而这些地区儿童卫生保健资源又十分缺乏。如何提高这些地区的儿童保健服务水平,
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为此,本研究拟在我国现有的儿童保健资源和有关政策
基础上,引入 WHO 推荐的“危险管理方法”, 探讨危险管理方法在我国经济水平不同的甘肃张
掖地区和北京通县的农村儿童保健中的应用,并评价其应用效果。寻找用最少的卫生资源投入,
获取较大儿童保健效果的最佳捷径。
1.本研究对甘肃张掖 1990 年 5 月 1 日~12 月 31 日间出生的新生儿三种主要不良结局(死
亡、疾病和增重不良)的危险因素进行了筛选,单因素分析和多元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
示:从 48 个变量中筛选出新生儿不良结局的主要危险因素为新生儿产时合并症、早产儿、低
出生体重、出生缺陷、新生儿为女性、小儿饮水未煮开、家庭距离医院远、巨大儿、出生后
10 天内人工喂养和父亲吸烟≥20 支/日等 10 个因素。
2.在新生儿不良结局危险因素筛选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筛选高危新生儿的全危险因素和
显著危险因素综合评分系统,并证实全危险因素综合评分系统的效果较好。本研究推荐应用本
新生儿全危险因素综合评分法诊断高危新生儿的临界值为 19 分, 大于此分值则可划为高危儿
加强管理。这种方法较适于农村基层儿保人员应用。
3.本研究评价了在甘肃张掖和北京通县农村婴幼儿保健中应用危险管理方法的效果。结
果表明,危险管理方法相对于“4.2.1”管理来说,消耗的卫生保健资源少,取得的儿童保健效
果相近:高危儿童与非高危儿童、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儿童健康水平(主要指标为体重和疾病)在
管理实施后两年差别无显著性意义。同时,对通县农村危险管理方法应用于儿童保健工作的远
期效果进行了评价,发现实施危险管理的儿童 5 岁时的健康状况与“4.2.1 ”儿保管理的效果
相当(高危儿与非高危儿在 5 岁时的生长发育指标(体重)差别不显著)。结果显示危险管理方
法对高危儿童实施的干预是有效的。
4.在我国不同经济水平农村婴幼儿中应用“小儿生长发育图”进行生长发育监测的效果
研究显示,由卫生部和 UNICEF 于 1989 年联合编制的“小儿生长发育图”在经济水平差别较大
的两类农村,都能够及时、有效地反映儿童 0~2 岁阶段的疾病和生长发育过程。对指导家长改
变喂养习惯和护理行为有较强的指导作用。
5.家长自己使用“小儿生长发育图”, 对其孩子的生长发育进行监测的研究在国内尚属

首次。本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水平较高的北京通县农村,由基层儿保人员采取集体培训的方
式,获得家长的积极支持率为 81.7％。 小儿父母合作参与生长监测占参与实验家长的 91.5%
左右,并都按照要求使用“小儿生长发育图”监测期满,证明由家长进行生长监测是可行的。
本研究建议,在我国广大农村的儿童保健工作中,推广危险管理方法的应用, 加强生长发
育监测以筛选当地重点管理对象,由家长来进行初步的高危儿童的筛选,扩大非常规性卫生资
源的投入,是我国现有儿童保健工作中值得推行的有效管理方法。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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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消灭疟疾地区不同监测方案的成本—效果分析
导

师

汤林华

研究生

周水森

作为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八. 五”重点课题“基本消灭疟疾地区流行病学特点和监测方
法研究”的一部分, 本文以河南、湖南各 2 个县为现场, 通过回顾性调查收集 4 个县疟疾监
测工作的有关材料, 结合以中华按蚊为唯一媒介的基本消灭疟疾地区 11 个省、直辖市 23 个
试点县上述课题的进展情况, 运用成本—效果分析方法,对 1992-1994 年试点实施的甲、乙两
种简化的疟疾监测方案进行经济学评价。分析了两种监测方案的主要措施──病例侦查和疫
点处理的费用构成、效果变化, 确定了相应的单位费用, 即每镜检一张血片及每处理一个疫
点的成本。选取疟疾当地感染发病率、病人检出比例、输入继发病例/输入病例比例 3 个效果
指标, 根据成本—效果分析综合指标法的原则, 运用德尔菲(Delphi)法建立了疟疾监测综合
效果指数。研究的主要结果如下:
1.监测费用

甲方案试验区 3 年内疟疾病例侦查和疫点处理两项主要监测措施的总费用

明显高于乙方案试验区。无论甲、乙方案, 因镜检血片的具体操作过程和费用项目一致, 每
镜检一张血片的成本均为 1.39 元, 但每发现一个阳性病人的费用, 前者明显高于后者, 分别
为 433.61 元和 19.50 元。甲方案试验区按方案要求对活动性疫点进行处理, 但其资源投入在
监测总费用中所占的比例较小。
2.监测效果

甲、乙方案试验区 3 年的疟疾疫情均稳定, 疟疾发病基本控制在 1/ 万以

下。两方案比较, 在控制疟疾疫情和减少继发病例方面, 效果基本一致, 但在病例侦查发现
病人方面, 乙方案一次血检有 7.67%的病例未被检出,而甲方案只有 0.38% 漏检病人, 甲方案
综合效果指数的得分也略高于乙方案。单从效果考虑, 更为简化的乙方案的侦查效果稍逊于
甲方案。
3.成本—效果分析结果表明, 乙方案明显为优。两方案增量成本和增量效果的比率比较,
甲、乙方案病人检出比例分别为 99.62%和 92.33%, 前者比后者高 7.29 个百分点的侦查效果,
但 要 多 花 431736.78 元的 成 本 ,

平均多提高一个百分点病人检出比例的增量成本为

59223.10 元。甲方案综合效果指数每取得一分需付出 4 倍于乙方案的费用代价。
综上所述, 鉴于目前以中华按蚊为唯一媒介的基本消灭疟疾地区, 疟疾发病率已很低,
病例多集中于临床初诊为疟疾和疑似疟疾二类发热病人中, 活动性疫点少而分散,疟疾的传

播潜势很低, 可以简化这类地区的疟疾监测措施, 适当缩小疟原虫镜检范围和数量。对甲、
乙两个简化的监测方案成本—效果分析的结果已表明, 乙方案可作为这类地区疟疾监测的优
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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