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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某车辆公司职工健康状况与对策研究
王士云 员袁陈家应 圆

渊员援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袁圆援 医政学院袁江苏
摘

南京

圆员园园圆怨冤

探讨针对产业职工健康
分析南京市某车辆制造产业职工的健康状况和影响因素，

要院

状况采取的相应对策。
健康管理的对策。

对某车辆制造产业 猿 源怨怨 名职工进行健康体检，
分析体检结果，
并提出

总检查人数 猿 源怨怨 人，
发现身体异常者 猿 圆园员 人，
异常检出率为 怨员援源愿豫，
血

其中血脂异常率为 猿圆援员愿豫、
脂异常、
脂肪肝等发生率较高，
脂肪肝发生率为 员员援猿圆豫、
血尿酸增高率

为 员园援缘缘豫、
高血压发生率为 怨援愿怨豫、
丙氨酸转氨酶增高率为 怨援苑缘豫、
尿素增高率为 源援愿园豫。随着年龄
的增长，
异常人数比率逐渐增加。

脂肪肝、
通过体检发现某车辆制造产业职工存在血脂异常、

血尿酸增高等危险因素，
应坚持定期体检，
对产业职工进行健康教育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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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今生活环境和社会多元化结构的改变袁

某车辆厂医院体检中心对该公司所有职工进行了包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患病率上升迅速袁而不健康的行

括内科尧外科尧五官科尧肝功能尧肾功能尧血常规尧血

为和生活方式是最主要的原因遥 产业职工是我国劳

糖尧血脂渊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尧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动者中庞大的群体袁他们担负着较为繁重的工作任

醇尧总胆固醇尧甘油三酯冤尧癌胚抗原渊悦耘粤冤尧乙型肝

务袁文化水平相对较低袁工作环境尧经济条件相对较

炎标志物两对半尧心电图尧胸部 载 线透视及彩色多

差袁健康隐患也相对较多咱员暂遥 车辆制造公司是一个特

殊的行业袁是兼具劳动密集与技术密集特点的生产
企业袁其职工接触的危险因素通常多于其他产业 遥
咱圆暂

本研究通过研究分析南京市某车辆制造公司职工于

普勒 月 超等检查遥 体检由各专科医生按体检表中所
列的项目袁依次逐项进行遥
渊三冤诊断标准
参照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 咱猿暂袁收缩压渊杂月孕冤逸

圆园员员 年 缘 月 圆缘 日耀圆园员圆 年 远 月 员愿 日的 健康 体检

员源园 皂皂匀早 渊员 皂皂匀早 越园援员猿猿 噪孕葬冤 或 渊 和 冤 舒 张 压 逸

康问题尧影响健康的主要因素袁并就如何针对职工健

准袁总胆固醇渊栽悦匀冤逸远援缘 皂皂燥造 辕 蕴 或渊和冤甘油三酯

资料袁并对体检结果进行分析袁以发现职工的主要健
康问题开展健康管理进行探讨遥

一尧资料与方法
渊一冤研究对象
某车辆制造公司参加此次体检的职工共 猿 源怨怨

名袁男 圆 苑远圆 人袁女 苑猿苑 人袁年龄 圆园耀远园 岁曰其中 圆园耀
猿园 岁 员 园愿远 人 袁猿园 耀源园 岁 远员远 人 袁源园 耀缘园 岁 员 员员愿
人袁缘园耀远园 岁 远苑怨 人遥
渊二冤体检方法

圆园员员 年 缘 月 圆缘 日 耀圆园员圆 年 远 月 员愿 日 南 京 市

怨园 皂皂匀早 为高血压曰根据相关临床医学检验检测标
渊栽郧冤逸员援怨 皂皂燥造 辕 蕴 为高脂血症曰 根据 圆园员园 年糖尿
病防治指南 咱源暂袁空腹血糖渊云孕郧冤逸苑 皂皂燥造 辕 蕴 为 糖尿

病 袁远 皂皂燥造 辕 蕴 约云孕郧 约苑 皂皂燥造 辕 蕴 为 空 腹 血 糖 受 损
渊陨云郧冤袁 两 者 统 称 为 空 腹 血 糖 异 常 遥 血 尿 酸 跃源苑缘

皂皂造 辕 蕴 为异常曰尿素跃愿援圆 皂皂燥造 辕 蕴 为异常曰丙氨酸转
氨 酶跃源源 皂皂燥造 辕 蕴 为异 常 曰 天 门 冬 氨 酸 转 氨 酶 跃源园
皂皂燥造 辕 蕴 为异常遥

渊四冤统计学方法
使用 杂孕杂杂圆园援园 软件对体检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袁

计量资料用均数依标准差渊曾 依 泽 冤表示袁计量资料两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源原园苑原园怨
作者简介院王士云渊员怨苑猿原 冤袁女袁江苏徐州人袁主治医师袁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酝孕匀 学员遥

组之间进行 贼 检验袁计数资料采用 字圆 检验袁孕 约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二尧结

在一线车间工作的比例高于女性袁女性在一线车间和

总检查人数 猿 源怨怨 人袁男性 圆 苑远圆 人袁占总检查

人数 苑愿援怨豫曰女性 苑猿苑 人袁占总检查人数 圆员援员豫遥 年

龄分布 圆园 耀猿园 岁 员 园愿远 人 袁猿园 耀源园 岁 远员远 人 袁源园 耀
缘园 岁 员 员员愿 人袁缘园耀远园 岁 远苑怨 人遥 其中以 圆园耀猿园 岁
和 源园耀缘园 岁人数较多袁见表 员遥

表 1 年龄性别结构情况
体检人数
男
1 086（31.0）
2 869（31.4）
2 616（17.6）
2 458（16.6）
1 118（32.0）
2 790（28.6）
2 679（19.4）
2 645（23.4）
3 499（100.0） 2 762（100.0）

[n渊%）]
女
217（29.4）
158（21.5）
328（44.5）
034（4.6）
737（100.0）

圆援岗位分布情况

20~
30~
40~
50~60
合计

后勤保障部门工作的比例差不多遥
表 2 岗位分布情况
岗位
一线车间
后勤保障
管理部门
合计

男
1 850（67.0）
1 770（27.9）
1 142（5.1）
2 762（100.0）

女
325（44.1）
321（43.6）
091（12.3）
737（100.0）

咱灶渊豫冤暂

合计
2 175（62.2）
1 091（31.2）
0 233（6.7）
3 499（100.0）

渊二冤体检异常
员援 年龄别体检异常

根据体检结果分析袁该车辆公司职工体检总异

常率为 远园援苑 豫袁其中男性 远缘援苑豫袁女性 源员援怨豫遥 男女
均随年龄增长快速上升袁缘园耀远园 岁组男性异常率达
到 愿怨援愿豫袁女性也达到了 远员援愿豫袁见表 猿遥

表 3 年龄别患病率情况
男

体检人数
2 869
458
790
645
2 762

人袁其中男性 员 愿缘园 人袁女性 猿圆缘 人曰后勤保障 员 园怨员
其中男性 员源圆 人袁女性 怨员 人遥 由表 圆 可见袁男性职工

员援 年龄性别结构

年龄（岁）

通过对职工体检结果分析袁一线车间人数 圆 员苑缘

人袁其中男性 苑苑园 人袁女性 猿圆员 人曰管理部门 圆猿猿 人袁

果

渊一冤人员基本情况

年龄（岁）
20~
30~
40~
50~60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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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猿远园窑

异常人数 异常率渊%冤
37.6
1 327
48.7
223
86.7
685
89.8
579
65.7
1 814

女
体检人数
217
158
328
034
737

圆援 主要体检异常项目及性别差异

猿 源怨怨 名在职职工体检报告分析袁 总异常率为

怨员援缘豫 袁 体 检 结 果 异 常 排 名 前 十 的 是 血 脂 异 常
渊猿圆援圆豫冤袁脂肪肝渊员员援猿豫冤袁血 尿酸增高渊员园援远豫冤袁高
血压渊怨援怨豫冤袁丙氨酸转氨酶增高渊怨援愿豫冤袁尿素增高

渊源援愿豫冤袁 天门冬氨酸转氨酶增高 渊猿援怨豫冤袁 肝囊肿
渊猿援员豫冤袁血糖增高渊猿援园豫冤袁胆囊息肉渊圆援怨豫冤袁主要表
现为血脂异常尧脂肪肝尧血尿酸增高和高血压袁其中
血脂异常发生率最高遥 男职工血脂异常尧脂肪肝尧血
尿酸增高尧 高血压异常发生率显著高于女职工袁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员袁表 源冤遥

猿援 不同年龄组职工异常指标检出率

合计

异常人数 异常率（%）
16.1
035
27.2
043
64.园
210
61.8
021
41.9
309
表4

体检人数
1 086
616
1 118
679
3 499

异常人数 异常率（%）
33.3
0 362
43.2
266
80.1
895
88.4
600
60.7
2 123

体检结果异常与性别的关系

［灶（%）］

P值
合计
女
男
项目
1 028（37.2） 098（13.3）1 126（32.2）< 0.01
血脂异常
312（11.3） 34（4.6） 396（9.9） < 0.01
高血压
362（13.1） 34（4.6） 369（11.3）< 0.01
脂肪肝
365（13.2） 04（0.5） 346（10.6）< 0.01
血尿酸增高
327（11.8） 14（1.9） 341（9.8） < 0.01
丙氨酸转氨酶偏高
156（5.6） 12（1.6） 168（4.8） < 0.01
尿素增高
天门冬氨酸转氨酶偏高 129（4.7） 09（1.2） 138（3.9） < 0.01
92（3.3） 17（2.3） 109（3.1）＞0.0缘
肝囊肿
91（3.3） 15（2.0） 106（3.0）＞0.0缘
血糖增高
84（3.0） 18（2.4） 102（2.9）＞0.0缘
胆囊息肉
2 946（106.5）255（34.4）3 201（91.5）
合计

对 猿 源怨怨 名 职工 体检 报告 进行 分析 袁 年 龄 在

增高人数为 圆远 人袁占 员缘援缘豫曰天门冬氨酸转氨酶增

尿酸增高人数为 员源员 人袁占 猿愿援圆豫曰丙氨酸转氨酶增

高人数为 员远圆 人袁占 源远援愿豫曰脂肪肝人数为 圆猿圆 人袁

圆园耀猿园 岁组袁血脂异常人数为 远怨愿 人袁占 远圆援园豫曰血
高人数为 员猿远 人袁占 猿怨援怨豫曰尿素增高人数为 圆员 人袁
占 员圆援缘豫曰 天门冬氨酸转氨酶增高人数为 缘源 人袁占

猿怨援员豫遥 年龄在 猿园耀源园 岁组袁血压增高人数为 缘员 人袁
占 员源援苑豫曰血尿酸增高人数为 远猿 人袁占 员苑援员豫曰尿素

高人数 圆员 人袁占 员缘援圆豫遥 年龄在 源园耀缘园 岁组袁血压增
占 缘愿援远豫曰血尿酸增高人数为 怨园 人袁占 圆源援源豫曰丙氨
酸转氨酶增高人数为 愿愿 人袁占 圆缘援愿豫曰尿素增高人
数为 远猿 人袁占 猿苑援缘豫曰天门冬氨酸转氨酶增高人数
为 猿愿 人袁占 圆苑援缘豫曰肝囊肿人数为 缘猿 人袁占 源愿援远豫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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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增高人数为 缘员 人袁占 源愿援员豫曰胆囊息肉人数为
远员 人袁占 缘怨援愿豫遥 年龄在 缘园耀远园 岁组血脂异常人数
为 圆源愿 人袁 占 圆圆援园豫曰 血压增高人数为 员园苑 人袁占
猿园援怨豫曰脂肪肝人数为 员缘猿 人袁占 猿愿援远 人曰血尿酸人

窑猿远员窑

从某车辆公司职工体检结果中可以看出袁 该车
辆公司职工存在的主要健康问题有以下几点遥
员援 一线车间职工健康问题高发

猿 源怨怨 名职工体检结果显示袁 一线车间职工为

数为 苑缘 人袁占 圆园援猿豫曰丙氨酸转氨酶增高人数为 源圆

圆 员苑缘 人袁其中男 员 愿远园 人袁女 猿圆缘 人袁男性人 数远

门冬氨酸转氨酶增高人数为 圆缘 人袁占 员愿援员豫曰肝囊

常率为 缘源援员豫袁 这主要与一线车间岗位的性质尧职

人袁占 员圆援猿豫曰尿素增高人数为 缘愿 人袁占 猿源援缘豫曰天

肿人数为 缘缘 人袁占 缘园援缘豫曰血糖增高人数为 缘园 人袁

占 源苑援圆豫曰胆囊息肉人数为 猿愿 人袁占 猿苑援苑豫遥 从体检

结果分析可以看出袁年龄较小的职工血脂异常尧尿酸
增高尧丙氨酸转氨酶增高和天门冬氨酸转氨酶增高
的危险因素较高曰年龄较大的职工血压增高尧血糖增
高尧脂肪肝尧肝囊肿和胆囊息肉的危险因素较高袁而
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袁体检异常指标也相应增高袁危险
因素也随之增加袁见表 缘遥
表5

大于女性曰 一线车间职工异常人数为 员 愿怨愿 人袁异
工的劳动强度尧生产环境有关遥 各种焊接尧铆工等重
体力劳动大多分布在一线车间袁各种噪音尧气 味等
危害因素直接影响职工的身心健康遥
圆援 男性健康问题多于女性

从表 源 可以看出袁 体检结果异常指标中男性异

常人数为 圆 怨源远 人袁异常率为 员园远援缘豫曰女性异常人
数为 圆缘缘 人袁异常率为 猿源援源豫袁其中男性职工血脂异
常尧脂肪肝尧血尿酸增高尧高血压尧尿素增高异常率显

不同年龄组职工异常指标检出率 ［n渊%）］

年龄（岁）
合计
50~60
40~
30~
20~
698（62.0）82（7.3）098（8.7）248（22.0）1 126
血脂
026（7.5） 51（14.7）162（46.8）107（30.9） 346
血压
002（0.5） 09（2.3）232（58.6）153（38.6） 396
脂肪肝
141（38.2）63（17.1）090（24.4）75（20.3） 369
尿酸
丙氨酸转氨酶 136（39.9）75（22.0）088（25.8）42（12.3） 341
021（12.5）26（15.5）063（37.5）58（34.5） 168
尿素
天门冬氨酸转氨酶054（39.1）21（15.2）038（27.5）25（18.1） 138
000（0.0） 01（0.9）053（48.6）55（50.5） 109
肝囊肿
002（1.9） 03（2.8）051（48.1）50（47.2） 106
血糖
000（0.0） 03（2.9）061（59.8）38（37.3） 102
胆囊息肉
项目

源援 不同岗位体检异常情况

著高于女性袁这主要与男性职工吸烟尧饮酒尧饮食结
构不合理等不良生活习惯有关遥
猿援 中老年职工健康问题较多

从表 缘 可以看出袁随着年龄的增长袁异常指标检

出率相应增加袁特别是从年龄 源园耀缘园 岁组开始至年

龄 缘园耀远园 岁组袁血脂增高尧脂肪肝尧高血压和高血糖
等各种慢性老年性疾病尧 代谢性疾病的异常指标检
出率明显增高曰 肝囊肿和胆囊息肉的检出率显著高
于年轻人遥
源援 部分健康问题在年轻职工发生率较高

某车辆公司职工体检结果分析可以看出袁年轻

职工血脂增高尧血尿酸增高尧丙氨酸转氨酶增高尧天
门冬氨酸转氨酶增高等异常指标检出率显著高于年

猿 源怨怨 名职工体检报告分析袁 一线车间异常人

长职工袁其中血脂异常有 远圆豫是 猿园 岁以下年轻人袁

苑怨园 人袁 异常率 圆圆援缘豫曰 管理人员异常人数为 员员苑

高渊猿怨援员豫冤袁血尿酸增高渊猿愿援圆豫冤等均在 猿园 岁 以下

数为 员 愿怨愿 人袁异常率 缘源援员豫曰后勤保障异常人数为
人袁异常率 猿援源豫曰一线车间异常率最高袁见表 远遥
表6

不同岗位体检异常情况

［n渊%）
］

一线车间 后勤保障 管理人员 P 值
血脂
785（22.4） 327（9.3） 14（0.4） <0.001
血压
255（7.3） 075（2.1） 16（0.5） <0.001
尿酸
228（6.5） 121（3.5） 20（0.6） 0.521
丙氨酸转氨酶
203（5.8） 117（3.3） 21（0.6） 0.417
125（3.6） 33（0.9） 10（0.3） 0.003
尿素
天门冬氨酸转氨酶 78（2.2） 49（1.4） 11（0.3） 0.374
肝囊肿
78（2.2） 23（0.7） 8（0.2） 0.069
68（1.9） 29（0.8） 9（0.3） 0.568
血糖
78（2.2） 16（0.5） 8（0.2） 0.003
胆囊息肉
项目

三尧 讨论与建议
渊一冤 职工存在的主要健康问题

丙氨酸转氨酶增高渊猿怨援怨豫冤袁天门冬氨酸转氨酶 增
的职工中占有较高比例遥年轻职工工作压力大尧烟酒
过度尧熬夜等不规律生活方式是主要影响因素遥
根据体检结果袁可以发现该车辆公司职工通过体
检发现的主要健康问题包括血脂异常尧脂肪肝尧血尿
酸增高尧高血压尧丙氨酸转氨酶增高尧尿素增高尧天门
冬氨酸转氨酶增高尧肝囊肿尧血糖增高和胆囊息肉袁血
脂异常尧尿酸增高尧丙氨酸转氨酶和天门冬氨酸转氨
酶增高等体检异常结果在年轻职工中存在的比例较
高曰总体上男性职工有问题的比例高于女性曰随着年
龄的增长袁 职工中存在体检异常的比例也快速上升遥
一线车间职工异常率最高袁 明显高于后勤和管理人
员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对车辆公司职工来说袁高血
脂尧高血压尧脂肪肝等慢性疾病的防治以及改善一线
车间工人的工作环境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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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改善职工健康状况的对策建议

烟尘尧噪声尧有毒气体尧电弧光辐射最为常见袁危害也

员援 管理手段

最为广泛曰这里也是一线工人工作的主要场所袁生产

采取科学尧合理的健康管理措施遥 某车辆公司

任务重袁劳动强度大袁对一线车间职工的健康危害极

慢性代谢性疾病及与生产环境相关的疾病袁不仅浪

大袁安全生产对职工来说极为重要遥因此企业要严格

费了医疗资源袁也给患者本身带来了很多痛苦遥 针

执行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曳 和国家有关规

对有关健康的危险因素袁开出健康处方袁调动职工的

定袁规范公司劳动安全卫生培训教育袁保证员工具备

积极性袁利用有限资源达到最大的健康效果袁从而提

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遥 公司职工健康教育安全管理

高个人尧群体尧社会的经济效益遥 对职工进行健康管

制度实行野三级冶安全教育袁即一级渊公司级冤安全教

理的措施如下院淤体检遥 健康体检是综合临床医学

育袁二级渊车间尧部室级冤安全教育袁三级渊班组尧工位

和预防保健的具体措施袁根据职工的年龄尧性别尧工

级冤安全教育遥熟悉公司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相关的

作环境制定体检项目袁进行定期体检遥 体检项目主

安全操作规程袁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袁加强对

要包括血压尧血生化尧月 超尧心电图等项目袁一般年轻

职工的卫生防护教育工作袁 提高疾病高危人群的自

职工每 圆 年 员 次袁源园 岁以上职工每年 员 次遥 一线车

我保健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遥

间职工根据不同的生产环境和接触的有害物质的不
同袁除了普通体检外袁还应参加每年一次与特殊工种

圆援 技术手段

可以利用网络传媒进行健康宣教遥 根据体检结

有关的职业病体检遥 针对年长职工的身体特点相应

果袁分析后根据危险因素和疾病把职工归为若干类袁

增加心脏彩色超声波检查尧 相关癌胚抗原检查等遥

分类管理不同类别的职工袁 借助多种大众传媒手段

通过及时有效的健康体检袁可以做到对危险因素和

如电视尧报刊杂志尧网络等传播科普知识遥 在公司内

疾病的早发现尧早诊断尧早治疗遥 对相关疾病达到良

部定期开展健康讲座袁开膳食处方和健身处方等袁通

好的一级预防或二级预防的效果遥 于生活尧行为习

过健康宣教袁 改善不良生活习惯和培养健康行为的

惯的培养遥 由于工人缺乏健康管理知识袁生活不规

重要性袁 提高大家的防病意识袁 积极参与疾病的防

律袁体力活动不足尧不合理的膳食尧血脂异常尧高血

治袁同时将体检内容输入健康管理软件袁对人群健康

压尧超重和肥胖尧吸烟及饮酒袁是引发全球疾病的主

实行动态管理袁提高工作效率袁更利于随访和监测袁

要危险因素袁而这些因素引发的疾病给世界造成了

从而达到预期健康管理的效果遥

巨大的经济和健康损失 遥 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一
咱缘暂

通过以下方法改善环境院 淤改革现有生产工艺

项综合性研究显示袁不论是低收入国家还是高收入

与淘汰旧设备袁 对老旧设备装置要严格按照相关规

国家袁吸烟和饮酒都是引发癌症的最危险因素袁并且

定及时报修尧维修或更新袁设置监测报警器曰增加自

世界上 圆员豫的癌症是由吸烟引起的袁缘豫是由饮酒和

动化设备袁尽量减少手工作业袁减少有毒有害物质排

维生素摄入不足引起的 遥 大量研究也从不同方面

放遥于设置有效的卫生防护措施袁生产车间根据相关

表明了体力活动尧饮食习惯尧吸烟尧饮酒等不良生活

规定和生产要求袁 有针对性设置防护措施袁 加强通

方式是导致慢性病的重要危险因素 遥 李秀萍等

咱愿暂

风袁安装隔音墙袁减少噪声袁积极做好野三防冶即防尘尧

对 员远愿 例患高血压的高校教职工进行建档管理袁结

防毒尧防噪音袁加强安全防护措施遥 根据各工作环境

合体检结果进行综合干预袁使得高血压的控制率达

特点袁 按照相关要求配备各种必须的防护用具和用

员园园豫袁达标率达 愿园豫遥 建议年轻职工要摒弃烟酒过

品袁包括防静电工作服尧防毒面具尧隔热服尧耳塞等袁

度尧熬夜尧不愿活动等不良习惯曰年长职工要戒烟禁

并根据不同季节及时调整工作时间袁 如炎热夏季早

酒袁以清淡尧富含维生素尧低脂高蛋白饮食为主袁适当

晚上班袁中午休息袁同时采取防暑降温措施袁如发放

活动袁减少高血压尧高血脂尧脂肪肝尧糖尿病和痛风等

饮料尧清凉油等袁做好劳动保护和个人防护工作遥 盂

咱远暂

咱苑暂

疾病的发生遥 制订合理的膳食结构袁健康的生活习

经常组织各种趣味竞赛尧联谊活动袁在公司推广工间

惯袁科学的作息时间袁坚持适当的体育锻炼袁帮助工

操袁加强体育锻炼袁放松心情袁缓解工作压力袁促进职

人建立一个健康的生活行为方式遥

工身心健康发展遥

国家法规的要求和企业管理要求相结合遥 车辆
制造行业的生产环境也属于污染较重的场所袁它在

四尧展

望

生产和维修过程中袁必须进行大量的金属焊接尧打磨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管理水平的不断提

等工序袁其所形成的危害主要包括粉尘尧噪声尧有毒

高袁职工对健康保健要求的不断提高袁对工作环境的

气体尧电弧光辐射尧高频电磁场尧高温等袁其中以电焊

要求也越来越高袁 预计下一步产业职工健康管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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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在以下两个方面遥
管理加深袁需要大批专业人才袁企业健康管理不
等于某一专门的医学专业袁它不仅需要一定的医学
基础袁更应对工厂的生产工艺和操作流程较为熟悉袁
目前没有专门的高校开设此类专业遥 此外袁国家层
面也开始了野职业健康师冶的培养袁适时推出野职业健

咱猿暂

依法享有的权利袁 也是用人单位必须履行的义务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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