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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收入与新发涂阳肺结核诊治延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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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延迟和治疗延迟的关系。
了解家庭收入与新发涂阳肺结核患者就诊延迟、

摘 要院

采用自制调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
抽取镇江市 猿 个县（区）员怨圆 例新发涂阳肺结核患者为调查对象，
查问卷进行调查。

就诊延迟、
确诊延迟和治疗延迟的均数为 员缘援怨圆、
员猿援怨苑 和 员援圆苑 天。家庭人均收

发生 圆 周以上就诊延迟比例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
入均值为 员源 怨愿猿援圆远 元。不同家庭收入水平的患者，

义（孕越园援员圆愿）；
但患者选择的医疗机构级别不同，
不同级别医疗机构间 圆 周以上确诊延迟比例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孕 约 园援园园员）。

收入水平已不是影响镇江市新发涂阳肺结核患者就诊延迟的主要因

素，
但是家庭经济水平仍然通过首诊机构影响着患者的确诊延迟。
关键词院结核袁肺曰预防和控制曰延迟曰家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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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结核病患者数量居世界第二袁仅次于印
度咱员暂遥 根据 圆园员园 年全国第五次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
调查显示袁尽管结核病疫情有了明显下降袁但是我国
结核病的疾病负担仍很严重 遥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袁
咱圆暂

早期诊断和积极治疗是国家有效防控结核病的关键
目标遥 有报道袁在中国仅有 源苑豫的有症状结核病患
者及时寻求治疗 遥 目前已有不少研究表明结核病
咱圆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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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尧中尧低的县渊区冤中各抽取 员 个县渊区冤遥 采用整群
随机抽样方法袁在被调查县渊区冤随机选择 猿 个乡镇 辕

街道袁 在每个乡镇 辕 街道随机抽取登记的 圆园员圆 年完
成疗程或者停止治疗但未完成疗程的新发涂阳肺结
核患者袁共 员怨缘 例遥其中有 猿 人问卷信息不全袁剔除遥
最后得到新发涂阳肺结核患者 员怨圆 例遥
渊二冤研究方法

诊治延迟的影响因素很多袁性别尧是否工作尧经济因

此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袁 由调查员采用

素尧迷信程度等都有可能造成延迟袁但是这些因素尚

自制调查问卷用面对面的方式对样本人群进行 调

不能统一咱猿原源暂遥 本研究旨在了解社会经济水平较好的

查遥 调查内容包括院患者社会人口学信息尧家庭成员

镇江地区袁家庭收入是否会影响肺结核患者就诊延

信息尧家庭收入尧结核病诊疗过程和诊疗史遥 调查员

迟尧确诊延迟和治疗延迟袁为镇江市缩短肺结核延迟

由南京医科大学在读研究生担任袁 在调查之前均接

时间提供有针对性的意见遥

受了规定的调查培训遥 调查设计方案通过中国疾控

一尧研究对象与方法
渊一冤研究对象
以江苏省镇江市为研究现场遥 镇江市共有 苑 个

区县袁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袁从人均 郧阅孕

中心伦理委员会审阅袁并获批准遥
渊三冤相关定义
就诊延迟院 结核病患者从出现症状到首次前往
医疗机构就诊之间的时间间隔遥确诊延迟院结核病患
者从首次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到确诊为结核病之间的

基金项目院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比尔及梅琳达窑盖茨基金会结核病防治合作项目渊缘员怨员源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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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治理协同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袁通信作者遥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
ACTA UNIVERSITATIS MEDICINALIS NANJING渊Social Science泽冤

窑源园窑

时间间隔遥 治疗延迟院结核病患者从确诊为结核病
到开始进行抗结核治疗之间的时间间隔遥 总延迟院
结核病患者从出现症状到开始进行抗结核治疗之
间的时间间隔遥 根据文献查阅袁国内一般将 圆 周作

医疗保险方面袁愿源援怨园豫的患者参 加的是新农合 辕 城
镇居民医疗保险袁员员援怨愿豫的患者参加的是城镇职工
医疗保险袁猿援员猿豫的患者是自费医疗遥 远援苑苑豫的患者
有医疗救助遥

渊二冤延迟现况

为结核病患者是否发生就诊延迟和确诊延迟的时
间标准袁将 员 周作为治疗延迟的时间标准 袁本研究

员怨圆 例新发涂阳肺结核患者就诊延迟尧 确诊延

咱缘暂

也依照此标准遥 家庭收入院家庭全年从各种来源得
到的全部现金收入遥 包括工作性收入尧家庭经营收
入尧财政性收入尧转移性收入尧赡养赠送收入和其他
现金收入遥 政府各项补助也包括在内袁但不包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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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 和 治 疗 延 迟 的 均 数 为 员缘援怨圆 天 尧员猿援怨苑 天 和 员援圆苑
天袁 中位数为 圆 天尧圆 天和 园 天遥 总延迟的均数为
猿员援远远 天袁中位数为 员猿援缘 天遥

渊三冤患者家庭收入水平与延迟的关系
员援 家庭收入水平

卖财务和借贷收入遥

员怨圆 名新发涂阳肺结核患者 圆园员圆 年家庭人均

渊四冤统计学方法
采用 杂孕杂杂员远援园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遥 将所

收集的资料经核对尧整理尧编码后袁用 耘责蚤阅葬贼葬 软件

收入均值为 员源 怨愿猿援圆远 元袁中位数为 员员 园缘缘援缘远 元遥
圆援 家庭收入水平对延迟的影响

根据收入高低袁将被调查者分为 源 组遥 表 员 显

双轨录入遥 由于家庭收入和延迟天数均为偏态分

布袁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均数与中位数结合的描述

示了不同家庭收入水平对就诊延迟尧确诊延迟和治

方法遥 定量资料采用 运则怎泽噪葬造原宰葬造造泽 检验袁率的比较

疗延迟的影响遥 员怨圆 例患者中有 缘圆 例渊圆苑援园愿豫冤发生

采用卡方检验袁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二尧结

了超过 圆 周的就诊延迟袁经过卡方检验袁不同家庭

人均收入组别的患者之间发生 圆 周以 上就诊延迟

果

的比例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渊字圆越缘援远愿员袁孕 越 园援员圆愿冤曰

渊一冤基本情况
员怨圆 名患者 中 远苑 例渊猿源援怨园豫 冤来 自丹 徒袁缘远 例

员怨圆 例患者中有 远圆 例渊猿圆援圆怨豫冤发生了超过 圆 周的
确诊延迟袁经过卡方检验袁不同家庭人均收入组别

渊圆怨援员苑豫冤来自扬中袁远怨 例渊猿缘援怨源豫冤来自句容遥 其中

的患者之间发生 圆 周以上确诊延迟的 比例的差异

数渊四分位数冤为 远园援园园渊源怨援园园耀远愿援苑缘冤岁遥 怨园援员园豫的

绝大部分渊怨缘援猿员豫冤在确诊后 员 周内开 始抗结核治

男 员源缘 例渊苑缘援缘圆豫冤袁女 源苑 例渊圆源援源愿豫冤遥 年龄的中位
患者 是 农 村 居 民 袁愿缘援源圆豫 的 患 者 是 高 中 及 以 下 学

历袁缘员援缘远豫的患者在患病后仍在工作 渊包括务农冤遥
人均家庭收入渊元冤
园耀园园园园
缘 园园园耀
员园 园园园耀
员缘 园园园耀
合计

表员

没有统计学意义渊字圆越圆援园园袁孕 越 园援缘苑圆冤曰员怨圆 例患者中
疗袁由于发生 员 周以上治疗延迟的人数太少袁无法
进行统计学分析遥

咱灶渊豫冤暂

家庭收入与就诊尧确诊尧治疗延迟的关系

例数
猿源
园源远
园缘圆
园远园
员怨圆

就诊延迟

确诊延迟

园缘渊员源援苑员冤
员源渊猿园援源猿冤
员怨渊猿远援缘源冤
员源渊圆猿援猿猿冤
缘圆渊圆苑援园愿冤

渊四冤患者的家庭人均收入与首次就诊单位的关系
虽然通过上一节的统计学分析发现袁不同患者
家庭人均收入组之间发生长时间延迟的差异没有统

员圆渊猿缘援圆怨冤
员圆渊圆远援园怨冤
圆园渊猿愿援源远冤
员愿渊猿园援园园冤
远圆渊猿圆援圆怨冤

治疗延迟
员渊圆援怨源冤
圆渊源援猿缘冤
猿渊缘援苑苑冤
猿渊缘援园园冤
怨渊源援远怨冤

迟遥 经过 运则怎泽噪葬造原宰葬造造泽 检验袁不同首诊机构之间患
者家庭人均收入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渊匀糟越员源援缘缘缘袁

孕越园援园园员冤遥 在级别高的医疗机构首诊的患者家庭收

计学意义遥 但在就诊延迟尧确诊延迟和治疗延迟中袁

入水平高袁 在级别低的医疗机构首诊的患者家庭收

确诊延迟与其他两种延迟不同袁除与患者自身因素

入水平低遥经过卡方检验袁不同级别的首诊机构之间

有关外袁还涉及到医方的诊疗水平袁因此在本节将首

发生超过 圆 周确诊延迟的比例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诊医疗机构级别作为分组变量深入分析家庭人均收
入与确诊延迟的关系遥
表 圆 显示了不同家庭收入水平的患者选择首诊

机构的区别和首诊机构对确诊延迟的影响遥 远圆 例
渊猿圆援圆怨豫冤 患者在首诊后发生了超过 圆 周的确诊延

义渊字圆越员怨援圆猿怨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袁在级别低的医疗机构首诊
的患者发生 圆 周以上确诊延迟的比例更大袁 在村卫
生室 辕 社区卫生服务站首诊的患者有 苑园豫发生了 圆
周以上确诊延迟遥

渊五冤患者自述的就诊尧治疗延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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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圆 家庭人均收入尧患者就诊单位与确诊延迟的关系
家庭人均
确诊延迟
首诊机构
例数
收入渊元冤
咱灶渊豫冤暂
县级医院 辕 疾控及以上
员园怨
员愿 苑缘园援缘怨 圆源渊圆圆援园圆冤
乡镇卫生院 辕 社区卫生
园远猿
员园 愿怨远援苑源 圆源渊猿愿援员园冤
服务中心
园
村卫生室 辕 社区卫生服务站 园圆园
园苑 猿圆猿援缘园 员源渊苑园援园园冤
合计
员怨圆
员源 怨愿猿援圆远 远圆渊猿圆援圆怨冤

窑源员窑

确诊延迟占绝大部分比例袁治疗延迟时间很短遥无论
确诊前总花费高低袁 患者发生 员 周以上治疗延迟的
比例都很少遥这与患者现场交谈反映的情况一致袁绝
大多数肺结核患者都对治疗和治愈肺结核表示出积
极的态度袁即使经济困难也没有放弃治疗袁大多数患
者的延迟发生在就诊和确诊上遥 这与患者逐渐提高
的健康意识尧 镇江市医护人员对结核病防治工作的
重视程度和镇江市开展的全球基金等项目可能有一

由于就诊延迟和治疗延迟的直接影响因素来自

定关系遥但是由于就诊延迟和确诊延迟时间较长袁在

患者袁本研究问卷调查中除了收集延迟相关的定量

本次调查中袁 新发涂阳肺结核患者的总延迟仍然超

数据外袁还设计了患者自感发生就诊延迟和治疗原

过了 猿园 天袁说明镇江市仍有必要加强结核病相关知

因这两个问题遥 根据问卷调查袁发生 圆 周以上就诊

识的健康教育袁 提高居民早期识别可疑症状并自觉

延迟的主要原因是患者自感病情较轻 辕 不在乎袁占就

前往结核病专业诊疗机构就诊的能力 咱员员暂袁医务人员

发生就诊延迟的主要原因遥 发生 员 周以上治疗延迟

间袁更好地防控肺结核遥

诊延迟人数的 愿愿援源远豫袁经济因素不是患者认为自己

也需要提高业务技能和诊断水平袁 缩短患者延迟时

的患者很少袁所选的原因也比较分散袁选择没有时间

渊三冤家庭经济水平仍对确诊延迟有影响

的 猿 人袁选择经济困难的 圆 人袁选择去其他医院排除

不同家庭人均收入的患者发生 圆 周以上就诊延

肿瘤等疾病的 圆 人袁选择自感病情较轻 辕 不在乎的 员

迟和 员 周以上治疗延迟比例的差异没有统计 学意

疗延迟的主要因素遥

医疗机构进行首诊遥 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之间发生

人遥 根据问卷调查无法判断哪种因素是影响患者治

三尧讨

论

义袁 但是不同家庭人均收入患者会选择不同级别的
圆 周以上确诊延迟比例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这提
示我们袁在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袁家庭收入不是影响

中国和全球有很多文献报道了结核病延迟的情

就诊延迟和治疗延迟的主要原因袁 是否具有足够的

遥 国内研究主要以就诊延迟和确诊延迟为主袁

健康意识是影响就诊延迟的关键遥 无论经济条件如

对延迟情况的描述分为对具体时间长度的描述和对

何袁 患者在意识到自己需要治疗的情况下都会选择

发生 圆 周以上延迟的患者比例的描述两种遥 国外对

前去就诊遥 但是家庭经济水平差的患者可能出于经

就诊延迟尧确诊延迟和治疗延迟都有研究袁且以描述

济考虑更倾向于选择级别较低的医疗机构作为首诊

具体延迟时间为主遥 本研究是对肺结核患者从开始

机构袁如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遥由于诊疗水平限制

出现症状到开始抗结核治疗这段时间的总体研究袁

和转诊要求袁 级别越低的首诊机构造成的确诊延迟

且对具体延迟时间和延迟超过规定时间的患者比例

时间越长袁发生 圆 周以上确诊延迟的可能性更大遥这

况

咱远原苑暂

都进行了分析遥
渊一冤初治涂阳肺结核患者延迟天数相对较短

与国内一些文献所报道的一致咱员圆暂遥

综上所述袁镇江市作为东部沿海城市袁居民人均

根据已有研究袁圆园园缘耀圆园园怨 年我国东尧中尧西部地

收入尧社会保障尧医疗机构建设和交通便利程度都处

区患者平均延迟天数分别为 圆源 天尧源圆 天和 远圆 天 咱愿暂遥

于全国较好的水平遥 目前经济负担已不是影响镇江

分别为 圆苑援苑圆 天和 员远援源缘 天咱怨暂遥 圆园员园 年深圳宝安区平

因素袁 但是家庭经济水平仍然通过首诊机构影响着

天尧员缘援园苑 天和 园援远园 天

遥 与山东尧深圳等地相比袁本

在结核病防治中的作用袁 加强乡村两级医生对结核

较短袁发生 圆 周以上就诊延迟和 员 周以上治疗延迟

核病知识学习袁 提高乡村两级医务人员对结核症状

圆园园苑 年山东部分地区平均就诊延迟和确诊延迟天数

市新发涂阳肺结核患者就诊延迟和治疗延迟的主要

均就诊延迟尧确诊延迟和治疗延迟天数分别为 猿猿援怨愿

患者的确诊延迟遥 建议镇江市要重视基层卫生人员

次研究的 员怨圆 例治涂阳肺结核患者的延迟天数相对

病发现和转诊的专业培训 咱员猿暂袁定期组织他们开展结

的比例较小遥 这可能与调查年份不同尧镇江市社会

的敏感性袁 缩短首诊在基层卫生机构结核病患者的

经济较好尧地处平原地区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网络建

确诊时间遥 对于被乡村两级医生怀疑为结核的患者

设较好等因素有关遥

要严格遵守转诊制度袁 尽快督促患者前往定点医院

咱员园暂

渊二冤就诊延迟和确诊延迟所占比例大

进行确诊袁防止患者流向其他医疗机构袁耽误结核病

在所调查患者的整个延迟过程中袁就诊延迟和

的确诊遥此外要加大对结核病防治知识的宣传袁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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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健康意识袁让患者在出现相关症状后及时就诊袁

核病人诊断延误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咱允暂援 中国防痨杂志袁

缩短就诊延迟时间遥

圆园园苑袁圆怨渊圆冤院员圆苑原员圆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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