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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学院40岁以上教职工2009年体检 B超检查结果分析 

朱 勇 

[摘要]目的：了解黄山学院教职工健康体检中腹部 B超检查结果及其意义，为预防保健工作提供依据。方法：对452名教职 

工的肝、胆、胰、脾、肾 B超检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B超检查异常总检出率为67．48％；检出的前 5种疾病依次为脂肪肝 

(29．87％)、肝囊肿(22．35％)、胆结石(16．15％)、肾囊肿(14．38％)、胆囊息肉(11．06％)；50岁以上脂肪肝的检出率随年龄 

增长而降低(P<0．05)，男性为 35．71％，女性为 18．99％，男性高于女性(P<0．01)。结论 ：B超检查能及时发现无症状的疾 

病，为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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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B-ultrasonic examinaton results of 

the staffs over 40 years old in Huangshan College in 2009 

ZHU Yong 

(The Hospital ofHuangshan College，Huangshan Anhui 245041，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B-ultrasonic findings of the faculty members in Huangshan college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revention of diseases and health care．Methods：The results of 452 staffs accepted B．ultrasonic examinations for the liver
．  

gallbladder，pancreas，spleen and kidney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Results：The total abnormity incidence was 67．48％ ．The most 

frequent five diseases were fatty liver(29．87％)，cyst of liver(22．35％)，cholecystolithiasis(16．15％)，cystonephrosis(14．38％) 

and gallpolyps(1 1．06％)．The incidence of fatty liver in the faculty members over 50 decreased with age．with an rate of 35．7 1％ in 

the male and 18．99％ in the female(P<0．01)．Conclusions：B ultrasound examination can detect diseases presenting no clinical 

symptoms，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earl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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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技术的普及和人们对健康要求的提 

高，B超作为一种无创伤性检查方法，在健康普查中 

已成为常规检查项目，在早期发现疾病和了解身体 

健康状况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是预防疾病的前 

提和基础 ̈ 。为了解我校4O岁以上教职工身体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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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状况，在2009年教职工健康体检中，我们对452 

名40岁以上教职工进行了B超体检，并对检查结果 

进行分析，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全校40岁以上 (含 40岁)教职工 

(包括离退休人员)参加体检452人，其中男294人 

(65．04％)，女 158人(34．96％)，年龄40～9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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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采用 PHILIPS 240型凸阵式超声诊断 

仪，探头频率3．5 MHz，检查部位包括肝、胆、胰、脾、 

肾。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检验和秩和检验。 

2 结果 

本组 B超检查异常者 305例，总检出率为 

67．48％；男性异常者210例，检出率为71．43％，女 

性异常者95例，检出率为60．13％，男性异常检出 

率高于女性( =5．98，P<0．05)；40—50岁组异常 

检出率57．41％(93／162)，明显低于50岁以上的 

73．10％(212／290)( =11．67，P<0．01)；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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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男性异常检出率61．17％(63／103)，明显低于 

50岁以上男性的 76．96％(147／191)( =8．18， 

P<0．01)。 

疾病检 出率居 前 5位 的依 次为脂肪 肝 

(29．87％)、肝囊肿(22．35％)、胆结石(16．15％)、 

肾囊肿(14．38％)、胆囊息肉(11．06％)；50岁以上 

脂肪肝的检出率随年龄增长而降低(P<0．05)；男 

性检出脂肪肝 105例，检出率为 35．7％，女性检出 

30例，检出率为 18．99％，男性检出率高于女性( 

= 13．73，P<0．01)。>50岁组肝囊肿检出率高于 

40～50岁者(P<0．05)；肝血管瘤与胆囊息肉检出 

率均与年龄无明显关系(P>0．05)(见表 1)。 

表 1 40岁以上不同年龄组教职工B超检出疾病比较[／／,；百分率(％)] 

率的两两比较：与40一岁组比较 $P<0．05；与50～岁组比较△尸<0．05；#示 值 

3 讨论 

本体检结果显示，B超检查异常的总检出率为 

67．48％，高 于韦 晓英 等 报 道 的 35．38％、 

47．90％和42．75％，脂肪肝检出率最高，与其报道 
一 致。B超检出异常的前 5种疾病均为肝胆疾病 ， 

分别为脂肪肝(29．87％)、肝囊肿(22．35％)、胆结 

石(16．15％)、肾囊肿 (14．38％)、胆 囊息 肉 

(11．06％)。脂肪肝检出率为29．87％，低于杨俊香 

等 报道的30．26％和33．00％，高于古萍等 J 

报道的7．14％和 10．16％，可能与体检的对象有关 

(我校为40岁以上教职工)。男性脂肪肝检出率明 

显高于女性，与多数报道一致。不同年龄5种疾病 

特点为：脂肪肝、胆结石、肝囊肿、胆囊息肉、肾囊肿、 

肾结石在各年龄组均有发病 ，5O岁以后肝囊肿检出 

率高于 50岁之前，70岁以后脂肪肝检出率低于70 

岁以前，尤其以50～年龄组中男性检出率最高，可 

能与此部分教职工教学和科研任务较重而缺乏适当 

锻炼，以及应酬饮酒多有关。脂肪肝是由于各种原 

因引起的肝细胞内脂肪堆积过多形成的一种弥漫性 

病变，脂肪代谢异常被认为是导致脂肪肝的主要因 

素。饮酒、肥胖、糖尿病、高血脂、药物、遗传等因素 

可引起脂肪肝 。脂肪肝属可逆性疾病，早期诊断 

并及时治疗常可恢复正常。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改善饮食结构，进行适度的体育锻炼，可降低脂肪肝 

的程度或减少脂肪肝的发生。胆结石主要有胆固醇 

或非结合胆红素沉积引起的胆固醇结石和色素性结 

石，大多数学者 j认为，无症状性胆囊结石患者以 

保守治疗为宜。体检资料还显示，肝囊肿也成为我 

校教 职 工 的 常 见 病、多 发 病 之 一，检 出率 为 

22．35％，高于我校 2007年 J，也高于方向葵 。̈。报 

道。肝囊肿多认为与器官功能退行性变有关，对无 

临床症状，未达到手术指征者不需治疗，但要定期检 

查，防止出现并发症。胆囊息肉是胆囊壁内某种组 

织成分的过度增生，多无恶变倾向，但须定期检查， 

若有增大需进行治疗 。肝血管瘤是最常见的肝 

良性肿瘤，分为肝毛细血管瘤和肝海绵状血管瘤。 

肝毛细血管瘤较小，多发。肝海绵状血管瘤较大，多 

单发，女性多见，妊娠期肝海绵状血管瘤增大，提示 

其发病可能与女性激素有关。肝血管瘤不发生恶 

变，无临床症状不需治疗。大的肝海绵状血管瘤无 

并发症可长期随访观察 J。 

B超检查能及时发现平时无症状的疾病，尤其 

对早期诊断和治疗脂肪肝、防止脂肪肝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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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肝纤维化、肝硬化具有积极的作用。 

此次体检 B超结果显示，多项异常检出率均高 

于我校2007年 J，原因有待进一步探究。说明我校 

40岁以上教职工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和忽视。高 

校医疗保健机构不仅要加强宣传力度，大力提倡合 

理饮食，改变生活方式，戒烟限酒，加强体育锻炼，控 

制体重，劳逸结合，保持良好的心态，定期检查，及时 

治疗等，而且要提高教职工对定期体检必要性的认 

识，同时要完善教职工定期体检制度，做到早发现、 

早干预、早治疗，从而促进教职工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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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属某高校校医院门诊部学生就诊情况分析 

王传翠 

· 预 防 医学 · 

[摘要]目的：了解高校在校大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及时准确地发现大学生的发病特点及规律，为有针对性地开展预防保健、 

健康教育提供依据。方法：对2007～2009年在校大学生门诊就诊情况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结果：学生门诊以呼吸道感染 

为首发疾病(57．03％)，其次为消化道疾病(26．2l％)、运动性损伤、泌尿系感染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3年中以第 

二季度和第四季度为发病高峰，各季度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以新入学的大学生就诊率较高，各季度问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O1)。3年中共住院36例。结论：在校大学新生普遍缺乏预防保健知识，应在校园广泛开展健康教育宣传活动。 

[关键词]学校保健服务；校医院；大学生；门诊医疗；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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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校医院门诊是反映在校大学生健康状况的 

窗口之一，也是大学生身体健康的重要监测点。了 

解在校大学生就诊规律、发病特点、好发疾病等，既 

能有效预防疾病发生，提高大学生的健康水平 ，又能 

有的放矢开展预防保健，为健康教育提供依据 J。 

本文就省属某高校校医院门诊部大学生就诊情况进 

行调查，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7～2009年在校大学生 7 175 

人，门诊就诊58 923人次，其中女生38 418人次，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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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20 505人次；年龄 17～23岁。 

1．2 方法 通过对 3年大学生就诊不同疾病的数 

量比较分析大学生的发病规律及特点。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检验。 

2 结果 

2．1 发病情 况 学生 门诊 以呼吸道疾病为主 

(57．03％)，其次为消化道疾病(26．21％)、运动性 

损伤、泌尿系感染、智齿阻生、眼结膜炎等，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1)(见表 1)。 

2．2 发病特点 3年中以第二季度(31．22％)和第 

四季度(32．83％)为就诊高峰期，各季度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1)。以新人学的大学生就诊率 

较高(41．92％)，各年级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见表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