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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 1990 至 2019 年中国居民机械伤发生及死亡趋势并估计其年龄 - 时期 - 队列效应。
方法  基于 2019 年全球疾病负担（GBD）数据库，提取 1990 至 2019 年中国居民机械伤发生率和致死率数据，采
用联结点回归模型分析中国全人群不同性别间机械伤年龄标准化发生率（ASIR）和年龄标准化致死率（ASDR）
的变化趋势，并计算年变化百分比（APC）和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APC）。采用年龄 - 时期 - 队列模型拟合，定
量评估年龄、时期和队列对机械伤 ASIR 和 ASDR 的效应。结果  ① 总体趋势：1990 至 2019 年，中国居民机
械伤 ASIR 总体呈上升趋势（1990 年 540.95/10 万，2019 年 815.34/10 万），ASDR 总体呈先轻微上升再下降趋势

（1990年2.62/10万，2005年2.87/10万，2019年1.77/10万）。观察期内，男性机械伤的ASIR及ASDR均高于女性。
② 联结点回归模型分析：1990 至 2019 年中国居民机械伤的 ASIR 呈先上升后下降再迅速上升的波动增长趋势

（AAPC＝1.42%，t＝9.59，P＜0.001）；其中男性 ASIR 呈轻微下降后持续上升的增长趋势（AAPC＝1.47%，t＝8.72， 
P＜0.001），女性 ASIR 呈先上升后迅速下降再迅速上升的波动增长趋势（AAPC＝1.31%，t＝12.11，P＜0.001）；
1990至2019年中国居民机械伤的ASDR呈先下降后上升再迅速下降的波动下降趋势（AAPC＝-1.39%，t＝-6.72， 
P＜0.001）；其中男性 ASDR 下降速度与全国持平（AAPC＝-1.44%，t＝-7.29，P＜0.001），但女性 ASDR 下降速
度相对缓慢（AAPC＝-1.08%，t＝-4.54，P＜0.001）。③ 年龄 - 时期 - 队列模型分析：年龄效应方面，随年龄增长，
中国全人群、男性和女性机械伤的发生风险均呈上升后下降然后再迅速上升的趋势，达到第一个小高峰年龄在
男性为45～49岁，女性则在65～69岁；死亡风险整体呈随年龄增长而增加的趋势，在75岁前呈缓慢上升趋势，
75 岁后各人群死亡风险骤然升高；发生风险和死亡风险最高峰年龄均在 90～94 岁。时期效应方面，随时间推
移，中国全人群、男性和女性机械伤发生风险总体呈逐渐上升趋势，死亡风险总体呈先降低后迅速上升再降低
趋势。队列效应方面，中国全人群、男性和女性机械伤的发生风险随出生年份的增加均呈逐步上升趋势，死亡
风险均呈现“M”型变化趋势。结论  1990 至 2019 年中国居民机械伤发生率呈上升趋势，致死率呈先上升后
下降趋势，疾病负担虽有所改善但仍处于较高水平，仍需重视对机械伤的防控工作，尤其是对年轻群体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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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tendency  of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of  mechanical  injuries  among 
Chinese  residents  from  1990  through  2019  and  to  estimate  the  age-period-cohort  effect.  Methods  Based  on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GBD) 2019 database, the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data of mechanical injuries among Chinese 
residents from 1990 to 2019 were extracted. The trends of age-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e (ASIR) and age-standardized 
death rate (ASDR) of mechanical injuries among Chinese residents by gender was analyzed using the joinpoint regression 
model,  and  the  annual  percent  change  (APC)  and  average  annual  percent  change  (AAPC) were  calculated.  The  age-
period-cohort  model  was  used  to  quantitatively  assess  the  effects  of  age,  period,  and  cohort  on  ASIR  and ASDR  for  
mechanical  injuries.  Results  ① Overall  tendency:  from 1990 to 2019,  the ASIR of mechanical  injuries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540.95/100 000 in 1990 vs. 815.34/100 000 in 2019), and the ASDR first increased slightly and then 
decreased (2.62/100 000 in 1990 vs. 2.87/100 000 in 2005 vs. 1.77/100 000 in 2019) among Chinese residents. During 
the observation period, ASIR and ASDR for mechanical injuries of male were higher than female. ② Joinpoint regression 
model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ASIR of mechanical injuries had a fluctuating trend of increasing first and then decreasing 
and then rising rapidly among Chinese residents from 1990 to 2019 (AAPC = 1.42%, t = 9.59, P < 0.001). The ASIR of 
the Chinese male showed a slight decrease and then continued to increase (AAPC = 1.47%, t = 8.72, P < 0.001), while 
the ASIR of the Chinese female showed a rapid rising at first, then rapidly declining and then rising again (AAPC = 1.31%, 
t = 12.11, P < 0.001). From 1990 to 2019, the ASDR of mechanical injuries showed a fluctuating downward trend of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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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大部分暴露于无生命机械性力量下的伤害和部分

暴露于有生命机械性力量下的伤害，对应的国际疾 

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ICD）编 

码为 ICD-10 W20-W38.9、W40-W43.9、W45.0-W45.2、 

W46-W46.2、W49-W52 或 ICD-9 E916-E922.99、

E928.1-E928.7。

1.2 研究方法

1.2.1 联结点回归模型：采用联结点回归模型描述

中国机械伤发生率和致死率的趋势变化。联结点

回归模型是用 Z 检验进行分段点的假设，采用该模

型可以识别拐点，将流行病学的长期趋势分为若干

段，每段用直线拟合，之后估计各拐点间回归系数修

正参数，来描述某疾病在某个时间段内的流行病学

特征，是常用的分段回归模型［9-10］。该模型用年变

化百分比（annual percent change，APC）、平均年度变 

化百分比（average annual percent change，AAPC）和相

应的 95% 可信区间（95% confidence interval，95%CI） 
反映流行病学趋势的幅度。APC 值是用对数线性模

型计算得来，公式为 APC＝（eβ － 1）×100%，β 为 

线性模型的系数。通过对β 值进行检验从而判断

APC 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APC 值及 95%CI＞0，

表示机械伤发生率或致死率随时间呈上升趋势；反

之，表示机械伤发生率或致死率随时间呈下降趋势；

APC 值＝0，则表示无显著变化。

1.2.2 年龄 - 时期 - 队列模型：由于儿童和成人的

损伤模式、阈值、发生频率以及机体状况不同，其致

死率不稳定，因此本研究采用年龄-时期-队列模型

分析中国成年居民年龄、时期、出生队列对机械伤

发生率及致死率的影响。根据年龄 - 时期 - 队列模

  伤害是机械因素作用于人体时超过了机体的耐

受水平而引起的人体组织损伤或器官破坏［1］。近

年来，伤害的发生率和致死率不断升高，已成为导致

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2-4］。伤害不仅会增加不良健

康结局的风险，还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经济负担，

已成为世界各国正在面临的一个重大公共卫生问 

题［5-6］。一项关于急诊科医疗保健支出的研究显示，

伤害是急诊支出最高的综合健康类别，而在这些伤

害类别中，暴露于机械外力的伤害仅次于交通伤和

跌倒。一项针对伤害死亡原因的统计结果显示，机

械伤的发生率和致死率在不断攀升［7］。因此，分析机

械伤的发生和死亡趋势对于伤害的预防和控制具有

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GBD）数据库中关于机械伤的

流行病学数据，采用联结点回归分析评价 1990 至 

2019 年中国居民机械伤发生率和致死率变化趋势；

建立机械伤发生率和致死率的年龄 - 时期 - 队列模

型，评估年龄、时期、出生队列对中国居民机械伤发

生率和致死率的影响，探究其自然疾病史及趋势变

化背后的规律，为伤害的预防控制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于 GBD 2019 数据库，该数

据库提供了 1990 至 2019 年全世界 204 个国家和地

区的369种疾病和伤害造成的发病率、致死率、寿命

损失年、伤残调整寿命年的一致性估计，总结了不

同原因、地区、年龄和性别的全球人口疾病负担［8］。 

本研究提取了 1990 至 2019 年中国居民机械伤发生

率和致死率数据，其中“cause”选择为“exposure to 

mechanical forces”即暴露于机械性力量下的伤害，包

decreasing, then increasing, and then rapidly decreasing among Chinese residents (AAPC = -1.39%, t = -6.72, P < 0.001). 
The decrease rate of ASDR among male was as same as that among all population (AAPC = -1.44%, t = -7.29, P < 0.001), 
but the decrease rate of ASDR in female was relatively slow (AAPC = -1.08%, t = -4.54, P < 0.001). ③ Age-period-
cohort model analysis showed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age, the risk of mechanical injuries among the overall population, 
male and female in China increased, then decreased, and then increased rapidly. The first small peak was at the age of 
45-49 years old in male and 65-69 years old in female. The overall death risk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with age, with 
a slowly increasing trend before 75 years old, and a sudden increase after 75 years old. The peak age of death risk was 
between 90 and 94 years. In terms of period effect, the risk of mechanical injuries showed a gradually increasing trend 
with time among the overall population, male, and female in China, and the risk of death showed a trend of decreasing 
first and then rapidly increasing and then decreasing. In terms of cohort effect, the risk of mechanical injuries among the 
overall population, male, and  female  in China showed a gradual upward  trend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birth year, and 
the risk of death showed an M-shaped trend.  Conclusions  From 1990 to 2019, the incidence of mechanical injuries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and  the  mortality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Although  the  disease  burden  has 
improved, it is still high. More attention needs to be paid to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mechanical injuries, especially 
in the young population.

【Key words】  Mechanical  injury;  Tendency  analysis;  Joinpoint  regression  model;  Age-period-cohort 
model;  Chinese 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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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对数据的要求，20～94 岁成年居民以“5”为间隔

分为 15 个年龄组；1990 至 2019 年以“5”为间隔分

为 6 个时期组；出生队列根据“队列＝时期 - 年龄”

计算，以“5”为间隔分为 20 个队列组。但在该模型

中年龄、时期、队列 3 者间存在高度共线性，无法满

足 Possion 分布的独立条件，因此，该研究采用了内 

生因子算法（intrinsic estimator，IE）来计算分析［11-12］。

  本研究涉及的参数有：① 全局偏移（net drift）：

某段时期内对数线性率值的APC；② 局部偏移（local 

drift）：不同年龄组在某时期内对数线性率值的

APC；③ 纵向年龄曲线：校正队列效应和时期效应

后的拟合纵向年龄别率值绘制而成，用于表示年龄

效应；④ 时期（或队列）相对危险度（rate ratio，RR）： 
校正年龄和非线性的队列（或时期）效应后，某时期

（或队列）相对于参考时期（或队列）的相对风险。

1.3  统计学分析：采用 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21

软件对中国居民机械伤发生率和致死率数据进行整

理分析。采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开发的 Joinpoint 

Regression Program 4.9.1.0 软件进行联结点回归模型

分析。对于年龄 - 时期 - 队列模型，采用美国国立

卫生研究院研发的年龄 - 时期 - 队列模型在线分析

工具基于开源的 R 软件包实现［13］。在年龄 - 时期 -

队列模型分析中，中心年龄组、时期组和出生队列

组分别被定义为参考值。采用Origin 2021进行绘图。 

检验水准为α＝0.05，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1990 至 2019 年中国居民机械伤发生率和致

死率概况（图 1）：1990 至 2019 年，中国居民机械

伤的年龄标准化发生率（age-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e，ASIR）呈上升趋势，从 1990 年的 540.95/10 万

上升到 2019 年的 815.34/10 万；年龄标准化致死率 

（age-standardized death rate，ASDR）呈先轻微上升再

下降的趋势，从 1990 年的 2.62/10 万上升到 2005 年

的 2.87/10 万，再下降到 2019 年的 1.77/10 万。在观

察期内，男性机械伤的 ASIR 及 ASDR 均高于女性。

注：ASIR 为年龄标准化发生率，ASDR 为年龄标准化致死率

图 1  基于全球疾病负担（GBD）数据库 1990 至 2019 年 
中国居民机械伤 ASIR（左侧）和 ASDR（右侧）变化趋势

2.2 联结点回归模型分析（图 2；表 1）：机械伤发

生率 Joinpoint 回归分析显示，1990 至 2019 年中国

居民机械伤的 ASIR 呈先上升（1990 至 2000 年）后

下降（2000至 2004年）再迅速上升（2004至 2019年） 

的波动增长趋势（AAPC＝1.42%，t＝9.59，P＜0.001）；

男性 ASIR 呈轻微下降（1990 至 1993 年）后持续上

升（1993 至 2019 年）的增长趋势（AAPC＝1.47%， 

t＝8.72，P＜0.001）；女性 ASIR 呈先上升（1990 至

2000 年）后迅速下降（2000 至 2005 年）再迅速上升

注：ASIR 为年龄标准化发生率，ASDR 为年龄标准化致死率，APC 为年变化百分比

图 2  联结点回归模型分析 1990 至 2019 年中国居民机械伤 ASIR 和 ASDR 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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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于全球疾病负担（GBD）数据库 1990 至 2019 年中国居民机械伤 ASIR 和 ASDR 的变化趋势

变量
ASIR（/10 万） 各时间段 APC AAPC

变量
ASDR（/10 万） 各时间段 APC AAPC

1990 年 2019 年 年份（年） APC （95%CI） AAPC t 值 P 值 1990 年 2019 年 年份（年） APC （95%CI） AAPC t 值 P 值

全国 540.95    815.34 1990 至1995 -0.12 （-0.65～  0.41） 1.42 9.59 ＜0.001 全国 2.62 1.77  1990 至 1992 -4.29 （-9.10～  0.78） -1.39 -6.72 ＜0.001
1995 至 2000 1.38 （  0.66～  2.11） a 1992 至 1999 0.18 （-0.45～  0.82）
2000 至 2004 -1.60 （-2.59～-0.60） a 1999 至 2004 3.12 （  2.48～  3.77） a

2004 至 2014 3.00 （  2.86～  3.15） a 2004 至 2010 -1.19 （-1.89～-0.48） a

2014 至 2017 1.15 （-0.56～  2.89） 2010 至 2019 -4.50 （-4.84～-4.15） a

2017 至 2019 4.09 （  1.78～  6.45） a 男性 4.06 2.70  1990 至 1992 -4.01 （-7.87～  0.00） -1.44 -7.29 ＜0.001
男性 679.78 1 044.5 1990 至 1993 -0.45 （-1.80～  0.92） 1.47 8.72 ＜0.001 1992 至 1998 -0.84 （-1.53～-0.13） a

1993 至 2005 0.53 （  0.36～  0.69） a 1998 至 2001 2.32 （  0.37～  4.30） a

2005 至 2009 4.38 （  3.38～  5.39） a 2001 至 2004 5.47 （  3.95～  7.02） a

2009 至 2014 2.37 （  1.79～  2.95） a 2004 至 2010 -1.28 （-1.82～-0.73） a

2014 至 2017 0.34 （-1.72～  2.44） 2010 至 2019 -4.76 （-5.03～-4.50） a

2017 至 2019 3.87 （  1.14～  6.67） a 女性 1.12 0.82  1990 至 1993 -3.15 （-5.34～-0.91） a -1.08 -4.54 ＜0.001
女性 391.94    571.67 1990 至 1995 0.12 （-0.48～  0.72） 1.31 12.11＜0.001 1993 至 1996 6.02 （  2.15～ 10.05） a

1995 至 2000 1.81 （  0.98～  2.64） a 1996 至 2001 1.33 （  0.69～  1.97） a

2000 至 2005 -3.03 （-3.66～-2.40） a 2001 至 2007 -2.07 （-2.51～-1.63） a

2005 至 2010 2.20 （  1.74～  2.67） a 2007 至 2011 -0.65 （-1.95～  0.66）
2010 至 2019 3.69 （  3.52～  3.85） a 2011 至 2019 -3.78 （-4.10～-3.45） a

注：ASIR 为年龄标准化发生率，ASDR 为年龄标准化致死率，APC 为年变化百分比，AAPC 为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95%CI 为 95% 可信区间；

a 代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005 至 2019 年）的波动增长趋势（AAPC＝1.31%， 

t＝12.11，P＜0.001）。机械伤致死率 Joinpoint 回

归分析显示，1990 至 2019 年中国居民机械伤的

ASDR 呈先下降（1990 至 1992 年）后上升（1992 至

2004 年）再迅速下降（2004 至 2019 年）的波动下降

趋势（AAPC＝-1.39%，t＝-6.72，P＜0.001）；其中，

男性 ASDR 下降速度与全国持平（AAPC＝-1.44%，

t＝-7.29，P＜0.001），但女性 ASDR 下降速度相对缓

慢（AAPC＝-1.08%，t＝-4.54，P＜0.001）。

2.3  年龄 - 时期 - 队列模型分析

2.3.1  年龄效应（图 3）：中国全人群、男性和女性

机械伤的发生风险均呈现随年龄增长而增加后下

降然后再迅速增加的趋势。在全人群和男性中，年

龄效应趋势类似，均在 45～49 岁时达到第 1 个小高

峰，发生率分别为 409.83/10 万和 545.17/10 万；而

女性则在 65～69 岁时达到第 1 个小高峰，发生率

为 312.84/10 万。全人群、男性和女性机械伤的发

生风险均在 90～94 岁时达到最高峰，发生率分别

为 562.52/10 万、822.10/10 万和 535.21/10 万。全人

群、男性和女性机械伤的死亡风险整体呈现随年龄

增长而增加的趋势。在全人群和女性中，致死率均

在 20～24 岁最低，分别为 2.02/10 万和 0.46/10 万；

男性的致死率则在 65～69 岁时最低，为 3.96/10 万。

全人群、男性和女性机械伤死亡风险均在90～94岁 

时最高，致死率分别为 15.00/10 万、24.62/10 万和

13.55/10 万。

注：ASIR 为年龄标准化发生率，ASDR 为年龄标准化致死率

图 3  1990 至 2019 年中国居民机械伤 ASIR 
（左侧）和 ASDR（右侧）的纵向年龄曲线

2.3.2  时期效应（图 4）：中国全人群、男性和女性机

械伤发生风险总体上均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增加，时

期效应系数均在 2015 至 2019 年达到最高（分别为

1.73、1.67 和 1.83）；死亡风险总体上均先随时间的推

移降低后迅速增加再降低，时期效应系数均在 1995

至 1999 年达到最低（分别为 0.84、0.83 和 0.91），在 

2005至2009年达到最高（分别为1.18、1.19和1.16）。

注：ASIR 为年龄标准化发生率，ASDR 为年龄标准化致死率

图 4  1990 至 2019 年中国居民机械伤 ASIR（左侧） 
和 ASDR（右侧）的时期效应相对危险度（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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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队列效应（图5）：1990至2019年中国全人群、

男性和女性机械伤的发生风险均随出生年份的增加

而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队列效应系数分别由 0.36、

0.38 和 0.32 上升至 3.81、3.98 和 3.56（图 4）；1990

至 2019 年中国居民机械伤的死亡风险均随出生年

份的增加而呈现“M”型的变化趋势。

暴露的机会更多［18-19］。另一方面，此阶段的机械伤

的死亡风险呈显著下降趋势，可能得益于医疗水平

的改善、经济水平的提升和急诊医疗体系的完善， 

人们有更多机会得到及时有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从

而降低了机械伤的致死率。同时，人们的健康理念也

在不断转变，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寻求医疗救助［20］。 

总之，时代发展和现实驱动了医疗事业的发展进步，

提高了人们的主动健康意识，减轻了伤害负担［21］。

  就年龄效应而言，校正队列和时期效应后，男性

机械伤的发生风险在 45～49 岁出现第 1 个小高峰，

可能由于该年龄为男性的工作年龄，男性工作的场

所和从事的职业（如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使暴

露于机械外力的机会增加；女性则在 65～69 岁出

现小高峰，一方面可能因 65 岁以上女性骨质疏松发

生风险增高，另一方面因暴露于机械外力所导致的

跌倒增加也会间接导致发生风险增加［22］。因此，在

制定伤害防治策略时，应针对不同年龄、不同性别

采取相应的措施，有的放矢。此外，在小高峰之后，

男性和女性均呈指数增加，提示应持续关注老年群

体的伤害防治工作。

  就时期效应而言，调整年龄和队列效应后，不

同性别间机械伤的发生风险随时间的推移均呈逐

渐增加趋势。考虑其可能的原因，一方面是随着时 

间的推移，职业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使居民机械伤

的机会增加，提醒要注意提高职业人群的健康素养

和安全意识，健全安全管理机制；另一方面是在此

期间，我国人口的规模和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表现为低速增长老龄化加深的趋势，从而导致伤害

发生率增加［23］。与发生风险相似，不同性别间机械

伤的死亡风险也随时期的推移呈现波动变化，其中，

1995 至 1999 年最低，2005 至 2009 年最高，可能由

于 2005 至 2009 年发生的自然灾害和气候事件间接

导致工作场所脆弱性增加，暴露人群工作状态受到

影响，从而增加了安全隐患［24］。后期呈现下降趋势

的可能原因是，后期随着医疗水平和医学技术的进

步，机械伤患者能够得到更加有效的治疗，最终结局

表现为死亡风险降低。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伤害的

沉重负担，近些年国家和地区越来越注重应急救援

队伍的建设和基于医疗大数据驱动的精准救援，这

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伤害死亡风险［25-28］。

  从队列效应来看，中国居民机械伤发生风险随

出生年份的推移总体呈上升趋势，这可能主要源于

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水平的提升［29］。

注：ASIR 为年龄标准化发生率，ASDR 为年龄标准化致死率

图 5  中国居民 1990 至 2019 年暴露于机械外力伤害 ASIR 
（左侧）和 ASDR（右侧）的队列效应相对危险度（RR）

3 讨  论

  本研究使用 2019 年 GBD 数据库进行分析，研

究结果表明，1990 至 2019 年中国居民机械伤发生

率总体呈上升趋势，致死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且男性机械伤发生率和致死率高于女性。因此，在

落实健康中国行动和伤害防控工作中需重视机械

伤，尤其是男性群体。

  本研究显示，1990 至 2019 年，中国居民机械伤

的ASIR总体呈先上升后下降再迅速上升的趋势，拐

点分别为 2000 年和 2004 年。2000 至 2004 年，机械 

伤的发生风险呈短期下降趋势，可能由于此期我国

开始关注并重视伤害预防控制工作，所采取的措施

也发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1999年，我国第一届伤害

预防与控制学术会议的召开为伤害预防控制工作奠 

定了基础［14］。2004 年以后，机械伤发生风险呈迅速 

上升趋势，可能是此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处于转型的

关键节点，表现为经济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

速，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力结构也在

不断发生变化，然而此时的岗前培训和安全监管机制

未及时跟上，由此导致伤害发生的增加［15-16］。另外， 

我国对于伤害的预防控制和学术研究起步较晚，政

府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伤害控制的专业机构和

部门尚未完善，缺乏伤害控制的专业人员和队伍［17］。

  本研究显示，1990 至 2019 年，中国居民机械伤

的 ASDR 总体呈先下降后轻微上升再下降的趋势。

其中，男性的波动变化较大，女性则整体较平稳，可

能与男性生性好动和职业风险特点有关，男性伤害



·  1087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2022 年 10 月第 34 卷第 10 期  Chin Crit Care Med，October   2022，Vol.34，No.10

随着工业的发展，机械设备被广泛应用于各种职业

场所，其在减轻人们劳动强度的同时，由于机械设

备使用不当或管理不到位，也成为易发生机械伤害

事故的原因［30］；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对劳动力

需求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伤害发生的可能性。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健康中国建

设的不断完善，对于防范机械外力伤害的应急预案

也在不断改进，这对降低机械伤的死亡风险起到了

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紧急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

应急救治能力的提升，也让更多受到伤害的人们可

以得到及时救治，从而降低致死率［31］。

  本研究包含 GBD 数据库中 1990 至 2019 年共

30 年的中国机械伤发生和死亡数据，且纳入 20～ 

94 岁年龄段的人口，在一定程度上更为完整，具有

代表性，这有助于整体了解机械伤的总体情况。另

外，本研究采用 IE 法对中国机械伤“年龄 - 时期 -

队列模型”进行参数估计，使结果更为可靠。但本

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 GBD 数据库中的数

据是根据系统动力学和统计学模型结合计算的估计

值，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失真的可能性。虽然结果可

能存在一定偏倚，但本研究的数据依然可以为政策

制定者提供重要参考；② 研究未深入讨论我国不同

省份和地区间的差异，也未考虑城乡间存在的差异。

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需收集更多的数据对中国居

民机械伤的发生和死亡情况做进一步深入研究。

  综上，中国居民机械伤的疾病负担仍处于较高

的水平，应针对重点人群实施可行的、具有成本效益

的干预措施，以有效减轻我国的伤害疾病负担。本

研究基于 GBD 2019 数据库，对 1990 至 2019 年中国

居民机械伤发生和死亡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较全

面地反映了中国居民的情况，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年

份间的结果具有可比性，且本研究使用全球标准人 

口进行率的标化，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亦具有可比性。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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