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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 2006 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单因素、聚类分析等方法对我国听力残疾致残原因区

域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我国听力残疾的致残原因呈现城乡、区域、省际分布差异，农村地区遗传性原因、
传染性疾病、非传染性疾病、原因不明与其他致听力残疾现患率高于城镇地区。先天性原因致听力残疾比例较高的

为东北地区和西南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和南部沿海地区非传染性疾病导致听力残疾比例最高。听力残疾的致残原

因省际分布具有地域聚集性。另外，城乡地区不同年龄人口面临着不同的听力残疾致残风险。我国听障防控政策

应针对重点地区、重点人群进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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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力障碍是全球排名首位的致残原因［1］。世界卫

生组织发布的《全球听力残疾流行状况报告》显示，2010
年全球 15 岁以上人群听力残疾者达 3．28 亿人，14 岁以

下儿童达 0．32 亿［2］。第二次全国残疾抽样调查显示，

2006 年我国听力残疾现患率为 2．11%，推算全国听力残

疾人口为 2 004 万人，占全国残疾人口的 24．16%［3－4］。听

力残疾人口规模大，造成巨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负担。
相关研究指出，大部分的听力残疾可以防治［5］，掌握听

力残疾致残原因的分布规律有利于减缓听力残疾的发

生、发展。现有对国内听力残疾致残原因的研究以性

别、年龄分布等人口特征视角为主［6－8］，以区域差异视角

研究的较少。但是，不同社会经济水平地区残疾致残模

式存在差异［1］，崔斌等对中国残疾人口致残原因的分析

也指示残疾的致残原因分布存在地区差异［9］。张蕾对

残疾人口变化趋势的预测表明，听力残疾的人口增量具

有省际差异，地区人口年龄结构、所处地理位置和自然

条件皆会对听力残疾人口的省际分布差异造成影响［10］。
因此，本研究通过分析听力残疾致残原因的区域分布特

点，试图从区域视角认识和掌握其分布规律，为推行促

进听力残疾的预防和康复的区域性政策提供依据。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 2006 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

查对象为中国内地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并在被抽

中的调查小区内常住人口。调查采用按常住人口登记

的原则，以户为单位填报，只调查家庭户。采用分层、多
阶段、整群、概率比例抽样，以全国为总体，各省份为次

总体，在 31 个省份中共抽取 734 个县( 市、区) 2 980 个

乡( 镇、街道) ，共 5 964 个调查小区，共调查 771 797 户、
2 526 145 人。调查结果通过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

查办公室评估，数据真实可靠［3］。
1．2 残疾筛查、诊断与评定方法

将听力残疾人界定为“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双耳不同

程度的永久性听力障碍，听不到或听不清周围环境声及

言语声，以致影响其日常生活和社会参与状态”［11］。首

先，进行入户调查，采用残疾筛查问卷逐人询问、筛查;

其次，发现疑似残疾人后由经过培训的耳鼻喉科医生通

过耳科一般检查和听力测试，按照诊断手册，对疑似残

疾者进行鉴别诊断，评估残疾严重程度，确认致残主要

原因。本次调查采用听力计、声级计和电耳镜进行听力

测试。听力残疾以 3 岁以上人群较好耳 0．5，1．0，2．0，4．0
kHz 4 个频率永久性非助听听阈值≥41dB HL、1～3 岁儿

童听阈在 60 dB HL 以上、0．5～1 岁儿童听阈在 80 dB HL
以上作为残疾评定标准。
1．3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选取 2006 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中诊断为

听力残疾的人群为研究对象，本次调查共有听力残疾者

53 233 人，其中单纯听力残疾人口 38 370 人，多重听力

残疾人口 14 863 人。由于每名调查对象可选 2 项及以

上的致残原因，调查数量按照人次计算共 57 223 人次。
依据郑晓瑛等［12］对残疾发生原因的分类方法，将听

力残疾主要致残原因进一步归类为( 括号内为调查问卷

上的主要致残原因及编码) :① 遗传性残疾( 01．遗传) ;

② 发育缺陷非遗传性残疾( 包括 02．母孕期病毒感染、
05．全身性疾病、08．早产和低体重、09．新生儿窒息、10．高
胆红素血症) ; ③ 传染性疾病致残( 包括 03．传染性疾

病、06．中耳炎) ;④ 非传染性疾病致残( 包括 04．自身免

疫缺陷性疾病、07．老年性耳聋) ;⑤ 创伤及伤害致残(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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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11．药物中毒、12．创伤或意外伤害、13．噪声和爆震) ;

⑥ 原因不明及其他( 包括 14．其他、15．原因不明) 。
按联合国《国际年龄分类标准指南》上“死亡和残

疾”的年龄分类标准，年龄组划分为 0 ～ 14 岁组、15 ～ 24
岁组、25～44 岁组、45～64 岁组、65 岁以上年龄组［13］。

分析内容包括听力残疾不同致残原因的城乡现患

率和构成、省际现患率和分布差异。西藏自治区并非采

用随机抽样方法且样本量较少，研究结果中将其排除。
各省份的分致残原因所致听力残疾现患率取值差别较

大，为保证分致残原因残疾现患率对分类结果的影响程

度一致，对现患率进行［0，1］区间的标准化处理，使省际

间不同数量级的数据结果统一映射到［0，1］区间上。公

式为: y= ( xi－min x) / ( max x－min x)。式中: x，y 分别为转换

前、后的值; max x，min x 分别为样本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1．4 统计分析方法

原始资料经质量核查后建立数据库，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听力残疾的主要致残原因的城乡

和省际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采用系统聚类方法对各省

份不同发生原因所致听力残疾现患率进行聚类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听力残疾致残原因的城乡现患率

对听力残疾不同致残原因的城乡差异现患率进行

分析( 表 1) 。创伤及伤害、发育缺陷非遗传性原因致听

力残疾的农村地区现患率低于城镇地区，其他各类致残

原因所致听力残疾的现患率都是农村高于城镇，且其差

异皆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2检验致残原因城乡分

布的相关性，其值越大 P 值越小，城乡差异越大。
2．2 听力残疾致残原因城乡分布特征

城乡各年龄组不同听力残疾致残原因分布( 图 1) 表

明，在城镇地区，0～14 岁组听力残疾人群的主要致残原

因为原因不明及其他( 比例为32．72% ) ，其次为遗传性

表 1 听力残疾不同致残原因城乡现患率 人 /万人

Tab．1 Urban and rural
prevalence of different cause of hearing impairment

致残原因 城镇现患率 农村现患率 !2 P 值

遗传性 4．310 8．182 48．57 ＜0．001
发育缺陷非遗传性 14．006 12．165 117．14 ＜0．001
传染性疾病 23．418 35．174 48．89 ＜0．001
非传染性疾病 101．644 125．464 11．63 ＜0．001
创伤及伤害 28．059 22．145 369．04 ＜0．001
原因不明及其他 24．257 38．937 101．97 ＜0．001

残疾( 22．22%) ; 15～24 岁、25 ～ 44 岁年龄组听力残疾人

群的首要致残原因是创伤及伤害致残，其次是原因不明

及其他; 45～64 岁年龄组的以传染性疾病( 23．76%) 、原
因不明及其他( 22．84%) 导致听力残疾比例较高; 非传染

性疾病致听力残疾( 66．05%) 是 65 岁以上年龄组人群的

主要致残原因。在农村地区，0 ～ 14 岁年龄组听力残疾

人群的主要致残原因为原因不明及其他( 35．95%) ，其次

为传染性疾病致残( 19．51%) ; 15～24 岁人群中主要致残

原因比例较高的为原因不明及其他( 31．78%) ，其次是创

伤及伤害致残( 26．03%) ，但传染性疾病致残的比例也较

高( 20．82%) ; 25 ～ 44 岁和 45 ～ 64 岁人群中原因不明及

其他、传染性疾病致残的比例最高; 65 岁以上人群，非传

染性疾病致残比例最高( 72．36%) 。城镇和农村地区的

不同年龄段的听力残疾主导致残原因各有差异，而且在

同一年龄组上，城乡的主要致残原因比例和排位也有所

不同，除了 65 岁以上年龄组城乡听力残疾首位致残原

因皆为非传染性疾病致残。总体上，遗传性残疾等先天

性残疾比例呈随年龄上升而下降的趋势，而与此同时，

获得性残疾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但 3 种原因所致听力

残疾的变化趋势不尽相同。因创伤及伤害致残的发生

水平在工作年龄段较高，而到了退休年龄后迅速下降;

传染性疾病致残在 65 岁以上人群比例远低于其他年龄

组; 非传染性疾病致残的比例随年龄增加而升高。

图 1 城镇和农村地区听力残疾致残原因的年龄分布

Fig．1 Age proportion of causes of hearing impairment by urban-rural area

2．3 听力残疾致残原因地区分布特征

对不同地区导致听力残疾的因素构成进行分析( 表

2) ，不同地区致残原因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2 =
1 843．69，P＜0．001) 。东北地区的遗传性残疾所占比例

最高，其次是西南地区、大西北地区; 发育缺陷非遗传性

残疾比例最高是北部沿海地区，其次为西南区和东北

区; 这两类先天性残疾东北地区比例最高( 10．84%) ，其

次是西南地区( 10．15%) 。对于三类获得性残疾，非传染

性疾病致残的比例是所有原因中最大的，其中以南部沿

海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比例最高; 传染性疾病致听力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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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地区的听力残疾致残原因构成 %
Tab．2 Proportion of cause of hearing impairment of eight economic regions in China

致残原因 东北地区 北部沿海地区 东部沿海地区 南部沿海地区 黄河中游地区 长江中游地区 西南地区 大西北地区

遗传性 4．77 1．83 2．13 2．27 3．04 3．28 4．04 3．27
发育缺陷非遗传性 6．07 7．45 5．00 3．57 5．69 4．90 6．12 5．37
传染性疾病 13．34 10．02 11．45 11．05 13．56 15．82 15．10 21．97
非传染性疾病 43．19 54．17 60．11 64．44 46．20 46．66 53．35 41．81
创伤及伤害 11．51 12．04 10．60 6．78 11．51 9．84 10．42 12．77
原因不明及其他 21．13 14．50 10．70 11．89 20．01 19．49 10．97 14．81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说明: 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 北部沿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 东部沿海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 南部沿海地区包括

福建、广东、海南; 黄河中游经济区包括陕西、山西、河南、内蒙古; 长江中游地区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 西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重
庆、广西; 大西北地区包括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

疾的比例较高地区为大西北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西南

地区排位第三，沿海地区的比例较低; 大西北地区和北

部沿海地区因创伤和伤害致听力残疾的比例较高。三

类获得性残疾南部沿海地区( 82．27%) 和东部沿海地区

比例( 82．17%) 最高，东北地区比例最低( 68．03%) 。
2．4 听力残疾致残原因省际分布特征

2．4．1 不同致残原因的省际现患率。贵州省遗传性听

力残疾现患率最高( 14．676 人 /万人) ，四川省( 14．486
人 /万人) 次之; 发育缺陷非遗传性听力残疾现患率最高

的是北京市 ( 31． 286 人 /万人) ，四川省 ( 22． 206 人 /万
人) 次之; 先天性听力残疾四川省的现患率最高( 36．692
人 /万人) 、北京市( 35．698 人 /万人) 和贵州省( 34．111
人 /万人) 次之。传染性疾病致听力残疾的四川省的现

患率最高( 54．759 人 /万人) ，甘肃、宁夏、陕西三省的传

染性疾病致听力残疾现患率较高( ＞40．000 人 /万人) ; 广

西、浙江、福建、江苏、四川五省的非传染性疾病致听力

残疾现患率较高( ＞150．000 人 /万人) ; 陕西、四川、北京、
青海、河北五省的创伤或伤害致听力残疾的现患率较高

( ＞35．000 人 /万人) ; 原因不明及其他原因致听力残疾的

现患率陕西省最高( 表 3) 。
2．4．2 聚类分析。对 30 个省份不同原因致听力残疾的

现患率在标准化处理后作为聚类变量进行 Walds 系统

聚类分析。本研究重点考察遗传性残疾、发育缺陷非遗

传性残疾、传染性疾病致残、非传染性疾病致残、创伤及

伤害致残的区域分布特征，在聚类变量中去掉了“原因

不明与其他”。结果显示，我国听力残疾按致残原因特

征分为 4 类地区: 第 1 类是四川、陕西、贵州; 第 2 类是广

西、广东、海南、福建、浙江、山东; 第 3 类是北京、上海、
江苏、河北、河南、青海; 第 4 类是黑龙江、辽宁、吉林、天
津、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山西、安徽、湖北、湖南、江
西、重庆、云南。各类地区不同致残原因的现患率均值

( 表 4) 经单因素方差分析，聚类间现患率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P＜0．05) 。

3 致残原因及其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
农村听力残疾现患率高于城镇地区，且农村人群发

生 听力残疾风险更大，这与已有研究结果［14－16］一致，致

表 3 全国不同致残原因致听力残疾现患率 人 /万人

Tab．3 Provincial prevalence of
causes of hearing impairment in China

省份 遗传性
发育缺陷
非遗传性

传染性
疾病

非传染性
疾病

创伤及
伤害

原因不明
及其他

北京 4．412 31．286 20．189 111．104 36．232 34．227
天津 4．008 10．366 19．350 85．693 21．838 18．244
河北 4．224 19．488 25．919 130．845 35．327 38．495
山西 8．265 8．398 30．793 91．314 18．129 35．192

内蒙古 7．203 10．575 25．135 57．780 23．449 30．346
辽宁 3．578 7．394 16．218 49．012 15．741 38．876
吉林 10．732 11．910 29．971 103．261 22．772 41．488

黑龙江 9．658 10．795 19．601 60．933 18．181 21．873
上海 3．926 8．800 24．098 105．735 26．671 34．929
江苏 5．374 19．516 24．513 157．356 31．773 23．948
浙江 6．919 8．911 39．731 192．679 23．272 26．312
安徽 4．468 9．411 34．695 89．733 19．677 37．642
福建 7．134 8．393 25．880 161．994 19．025 25．600
江西 7．582 9．147 30．811 105．912 20．821 35．745
山东 3．920 9．642 22．968 141．494 18．030 35．040
河南 3．911 13．112 29．368 122．225 25．534 49．764
湖北 9．147 13．474 32．653 85．469 22．621 54．783
湖南 6．780 9．263 35．048 114．599 20．150 35．908
广东 4．305 8．291 25．669 145．087 15．146 31．967
广西 3．469 21．930 32．089 199．722 18．585 32．833
海南 5．095 8．250 25．719 145．096 12．132 18．440
重庆 7．155 7．034 26．437 80．645 18．918 20．616
四川 14．486 22．206 54．759 151．145 37．169 16．316
贵州 14．676 19．435 34．375 138．162 32．392 30．805
云南 9．880 5．114 36．614 107．634 21．271 45．448
陕西 11．168 20．429 41．130 139．598 40．177 65．781
甘肃 8．538 15．336 47．273 95．337 23．874 33．202
青海 2．632 10．857 32．242 106．596 35．532 29．610
宁夏 8．936 5．885 46．859 92．411 28．769 22．449
新疆 5．987 9．078 35．925 53．308 22．598 25．109

表 4 不同地区各致残原因现患率均值

Tab．4 Prevalence means of different
causes of hearing impairment with four clustered regions

致残原因
均值 / ( 人·万人－1 )

第 1 类 第 2 类 第 3 类 第 4 类
F 值 P 值

遗传性 13．443 5．140 4．114 7．461 19．01 ＜0．001
发育缺陷
非遗传性

20．690 10．903 17．989 9．545 7．09 0．001

传染性疾病 43．422 28．676 25．392 31．159 3．38 0．033
非传染性疾病 142．968 164．345 122．327 84．870 23．34 ＜0．001
创伤及伤害 36．579 17．698 33．107 21．254 29．89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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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原因的城乡分布也有所差异。坦桑尼亚农村地区中

耳炎比例高于城镇地区［17］，吉林、陕西等地人群听力状

况调查结果显示城镇地区因噪音、高血脂等慢性疾病风

险因素导致听力障碍的比例高于农村地区［18］，总体上农

村听力残疾患病率高于城镇地区( P＜0．05) ，但药物性、
噪音、创伤导致听力残疾的情况城镇高于农村［19］。发育

缺陷非遗传性残疾导致听力残疾城镇现患率更高的原

因可能是城镇地区早期听力筛查基础优于农村，听力检

出率较高以及全身性疾病的暴露风险更高。
城乡地区不同年龄人群面临不同的听力残疾致残

风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医疗技

术进步、卫生资源投入增加，但由于不同地区人口转变、
经济增长、城镇化水平不均衡，反映出疾病模式的城乡

差异，流行病学转变城乡不同步［20］。农村地区，一些传

染性疾病尚未得到控制，感染性疾病仍多发，导致农村

地区因传染性、感染性疾病导致残疾的比例较高。另

外，由于农村地区老年人口比重较大，因机能性衰退导

致听力残疾的人口规模较城镇地区大［21］，即农村地区面

临着传染性疾病和慢性疾病导致听力残疾的双重风险。
听力残疾致残原因具有地区差异。东北等地区先天性

听力残疾比例较高，这可能与当地近亲结婚文化［22－23］、
产前诊断技术落后［24］、新生儿早期听力筛查工作基础薄

弱［25］、母孕期病毒感染用药不当［26］等因素有关。非传

染性疾病致听力残疾则以社会经济水平较为发达的南

部和东部沿海地区为主，该类地区社会经济水平较好，

医疗技术、服务水平较高，母婴保健系统、传染病控制工

作基础良好; 但是，该地区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老年人口

比例较高，老龄人口具有空间分布差异［27］。先天性残疾

和传染性疾病致残的构成比均有随着收入的升高而降

低的趋势，而非传染性疾病致残和创伤及伤害致残的构

成比具有随着收入升高而增加的趋势［10］。地区经济水

平、医疗条件、城镇化水平皆对省际的残疾致残分布情

况有影响［28］。另外，由于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分布

具有整体和局部不均衡性［29］，听力残疾致残原因现患率

的分布具有人群和地区分布的差异。
听力残疾的发生具有地区聚集性，致残水平具有区

域差异，省际残疾现患率与人类发展指数之间呈负相关

关系［30］。听力残疾致残原因具有地区聚集性，指示我国

流行病学转变过程具有区域不同步的特征。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听力残疾致残原因具有城乡分布差异。尽管我国

农村地区听力残疾现患率高于城镇地区，但是致残原因

的城乡分布有所差异。具体表现为遗传性残疾、传染性

疾病致残、非传染性疾病致残、原因不明与其他致听力

残疾的现患率农村高于城镇，而发育缺陷非遗传性残

疾、创伤及伤害致听力残疾的现患率城镇高于农村，其

中非传染性疾病致听力残疾城乡差距幅度较小。城乡

地区不同年龄人口面临着不同的致残风险。城镇地区

0～14岁的主要致残原因是遗传性听力残疾，15～ 44 岁工

作年龄期间创伤及伤害致听力残疾高发，45 ～ 64 岁年龄

段人群主要以中耳炎等传染性疾病导致听力残疾为主，

大部分 65 岁以上听力残疾者主要致残原因为老年性聋

等非传染性疾病; 而在农村地区，传染性疾病导致听力

残疾是 0～64 岁人群的主要致残原因，65 岁以上人群因

非传染性疾病致听力残疾的比例亦高于农村。
听力残疾致残原因呈现地区分布差异。东北地区、

西南西区、大西北地区先天性听力残疾的比例较高; 非

传染性疾病致听力残疾则以南部沿海地区和东部沿海

地区比例最高。
听力残疾致残原因呈现省际分布差异。省际听力

残疾致残原因聚类分析结果显示，致残内因的分布具有

一定的地区聚集性。西南地区中部省份非传染性疾病

导致听力残疾现患率较低，其他原因致听力残疾的平均

现患率高于其他分类省份; 东部和南部沿海省份非传染

性疾病致听力残疾的现患率高于其他分类; 北部沿海省

份表现为发育缺陷非遗传性原因和创伤及伤害致听力

残疾的现患率较高。
4．2 建议

针对听力残疾致残原因的省际分布特征，四川、陕

西、贵州的听力防控政策应重点加强新生儿听力筛查、
伤害监测与干预等措施; 广西、广东、海南、福建、浙江、
山东以非传染性疾病致听力残疾为主，应以慢性病防控

为主; 北京、上海、江苏、河北、河南、青海发育缺陷非遗

传性原因和创伤及伤害致听力残疾的现患水平较高，应

重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优化产业结构; 其他省份

表现为传染性疾病和遗传性原因导致听力残疾的现患

水平较高，反映了当前我国听力残疾发生原因的主要情

况，要以此为依据制定全国性听力障碍防治综合政策。
农村地区应加强传染性疾病和慢性疾病防治，而城

镇地区则以遗传、创伤及伤害导致听力残疾为主要防治

重点，应加强新生儿早期染色体筛查、增加劳动人群安

全生产意识、营造安全的职业环境等，根据城乡分布特

点采取重点人群听力残疾防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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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gional Distribution of Causes of Hearing Disability in China
Gao Jiamin ，He Ping ，Zheng Xiaoying

(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Ｒesearch，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paper was to analyze and explore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hearing
disability in China． Data in this study were derived from the Second National Sample Survey on Disability in China
in 2006． The causes of hearing disability were classified as six groups． Prevalence and proportion of various causes
were calculated by urban-rural area，eight economic regions and provinces of China． Chi-square test and hierarchi-
cal cluster analysis-Walds method were utilized to explore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SPSS 20．0 software for
Windows was used to conduct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causes of hearing disa-
bility differed across regions in the form of urban and rural region，eight economic areas and various provinces．
Prevalence of hereditary-caused，infectious disease caused and non-infectious disease caused hearing disability was
higher in rural area than that in urban area． Congenital hearing disability had the highest proportion in Northeast
and Southwest region of China． The cluster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istribution had regional aggregation．

Key words: hearing disability; causes of disability; regional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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