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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群生活质量的综合评价
张秀军

孙业桓

【摘要】

苏虹

程慧

倪进发

吴系科

目的探讨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群生活质量综合评价的可行性。方法

分层、整群抽取

安徽省５６５２名≥６０岁的农村老年人，应用问卷调查方式进行横断面研究，其生活质量采用综合指标
评价。结果

主观满意的老年人生活质量综合评分为０．１４３２±０．５１７０，不满意的老年人均分为

一０．２５２１±０．６０８ｌ，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６６６．２２１，Ｐ＜Ｏ．０００１）；主观生活满意度与生活质量
综合评分呈正相关，Ｓｐｅａｍ，ａｎ相关系数为０．３４５（Ｐ＜０．０００１）。生活质量综合指标和主观生活满意度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均表明：子女孝顺、经济收入、睡眠情况、慢性病、营养状况、经济支配、娱乐活动等是
影响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结论采用综合评价法评价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是可行的。
【关键词】生活质量；老年人群；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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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质量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多维概念，其常

内再整群抽取一个乡，调查≥６０岁的常住老年人，

用的测量指标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能力

应调查６１７３人。因外出、拒答原因，实际调查５６５２

等，且这些指标之间又相互影响，单一指标很难全面衡

人，应答率为９１．５６％。

量老年人的生活质量ｕ。。基于这种考虑，本研究尝试

２．研究内容及评定工具：研究内容包括日常生

用综合指标评价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并把综合评价

活活动功能、慢性疾病患病情况、孤独感、生活满意

指标与主观生活满意度相比较以考核其可行性。

度、家庭功能、社会支持、主观生活满意度、营养卫生
状况、一般人口学特征等。评定工具包括日常生活

对象与方法

能力量表啦！、ＵＣＬＡ孤独量表（第三版）、家庭功能评

１．调查对象：根据安徽省行政区划和地理特点

定量表（第三版）、生活满意度指数Ａ【３｜、营养初筛量

分别在淮北、江淮、皖南地区各选取三个县，每个县

表¨ｏ；主观生活满意度评价采用４等级单项测试题
（１＝很不满意，２＝不满意，３＝满意，４＝很满意）。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３．调查方法和质量控制：使用统一编制的调查

作者单位：２３００３２合肥，安徽医科大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

表，经预试后修订。由经培训的医科大学高年级大

通讯作者：孙业桓，Ｅｍａｉｌ：ｙｈｓｕｎ＠ｓｉｎａ．ｃｏｍ

学生担任调查员，采用入户访谈方式逐个调查。调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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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两周后，随机复查１０％，计复查５６６人，各量表复

（４）慢性病患病率：农村老年人心血管疾病、慢

测信度系数为０．７８～０．８９（Ｐ＜０．００１），呈高度相

性胃肠道疾病、糖尿病、肿瘤、慢性支气管炎、骨关节

关，表明资料较为真实、可信。

病等１３种常见慢性病患病率为６６．３％，其中一种慢

４．统计学方法：应用Ｅｐｉ Ｉｎｆｏ ６．０４双重录入数

性病患病率为２４．７％；两种以上慢性病患病率为

据和校验，采用ＳＰＳＳ １１．０统计软件包分析处理，均

４１．６％。最高一人患有１３种慢性病，平均１，９８种。

数和率的检验分别采用方差分析和Ｙ２检验，生活质

前三位依次为：高血压（２８．２％）、慢性胃肠道疾病

量综合评分和主观生活满意度采用相关分析、

（２５．２％）、骨关节病（２４．０％）。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等。结合本研究，把生活质量测量的主

２．生活质量综合评价指标Ｐ：主成分分析得出

要指标：日常生活能力、生活满意度、孤独感、家庭功

各主成分的特征根及其特征向量见表２、３，从特征

能、社会支持综合成一个指标ｐ。具体方法将原始

根入，可以看出前四个主成分累计贡献率达

指标ｘｉ经ＳＰＳＳ １１．０标准化后得Ｚ，，进行主成分分

９０．０３６％，基本能反映本次调查的农村老年人生活

Ｐ

析，采用加法合成，即得综合指标Ｐ：∑ｗ，Ｃｉ”ｏ．。

质量状况。因此提取前４个主成分合成综合指标
Ｐ，考虑到各指标的实际意义和作用方向，合成时把

结

果

日常生活能力、孤独感、家庭功能标准化值分别以负
值计算，而生活满意度指数和社会支持以正值计算。

１．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１）一般情况：本研究有效调查５６５２人，其中男
３４８７人，女２１６５人；年龄最高１０２岁，平均６９．２３
岁；男性文盲率为４５．９％，女性为８１．９％；男性有偶

由于以标准化指标ｚ，合成的方程已能满足分析要
求，因此本研究没有再换算为原始指标ｘｉ。其综合
指标Ｐ方程：Ｐ＝一０．３３２５Ｚ，一０．２６７２Ｚ，＋

率及与配偶同住率均高于女性；为子女操劳和子女

０．０１９４Ｚ，一０．２１７０Ｚ。十０．０５２６Ｚ，，由此方程代入标

孝顺的男性老年人也均高于女性（表１）。

准化指标Ｚｉ，得出本研究对象人群生活质量综合评

（２）经济收入与医疗费用：农村老年人家庭年收
入＜２５００元占４３．８％，２５００～５０００元占３３．０％，＞

价指标Ｐ评分在一２．９６～１．５４之间。综合评价Ｐ
值越大，生活质量越好，反之生活质量则差。

５０００元占２３．２％。医疗费支付形式：公费２．２％，大

３．生活质量综合指标ｐ影响因素分析：以生活

病统筹０．３％，医疗保险１．６％，合作医疗０．４％，半自

质量综合评价值为因变量（≤０定义为１，＞０定义

费３．０％，自费９１．７％，其他０．７％。

为０）进行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协变量引入或删除的

（３）营养卫生及睡眠状况：农村老年人中营养不

概率标准分别设定为０．０５和０．１。影响农村老年人

良者２５９９人，占４６．０％。营养初筛量表评分平均为

生活质量有意义的变量为年龄、婚姻状况、子女孝

６．１３分±４．１０分，农村男女性老年人营养卫生不良

顺、经济收入、睡眠情况、慢性病、营养卫生状况、经

率均为４６．０％。睡眠不良１６１８人，占２８，６％。

济支配、娱乐活动、体力劳动、性别（表４、５）。

表１

表２

安徽省三县农村男女性老年人婚姻家庭情况分析

五个主成分的特征根及其贡献率

表３

前四个主成分的特征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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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基本变量

表６

多因素分析基本变量赋值

变量

赋值方法

影响主观生活满意度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ｐ

如％搿ｆ值Ｐ值ｏＲ值（９５％ｃｆ）

性别

男性＝Ｏ；女性＝１

文化程度

一Ｏ．１１９

Ｏ．０４６

６．８２９

Ｏ．００９

年龄（岁）

６０～＝１；６５～＝２；７０～＝３；７５～＝４；８０～＝５

子女孝顺

Ｏ．６４０

Ｏ．０５６

１２９．９３９

０．０００

１．８９６（１．６９９～２．１１６）

文化程度

文盲＝１；小学＝２；初中＝３；高中／中专＝４

家庭年收入

一０．１７５

０．０４２

１７．７３ｌ

Ｏ．０００

０．８３９（０．７７４～Ｏ．９１１）

婚姻状况

有配偶＝ｌ；无配偶＝２

睡眠情况

０．５６０

０．０６６

７２．０５６

０．０００

１．７５１（１．５３８～１．９９２）

为子女操劳

不操劳＝１；一般＝２；较操劳＝３；很操劳＝４

慢陛病

０．５２７

Ｏ．０６８

６０．１１５

０．０００

１．６９４（１．４８３～１．９３５）

子女孝顺

孝顺＝１；不孝顺＝２

营养卫生情况０．５７４

０．０３８

２２４．５８６

０．０００

１．７７５（１．６４７～１．９１４）

经济支配

０．１６６

０．０３４

２３．７１１

Ｏ．０００

１．１８１（１．１０５～１．２６３）

娱乐活动

０．２７１

０．０４９

３０．４１５“０．０００

１．３１１（１．１９１～１．４４４）

家庭年收人（元）＜２５００＝１；２５００～５０００＝２；≥５０００＝３
２；支配个人部分２ ３；

Ｏ．８８８（Ｏ．８１２～Ｏ．９７１）

经济支配

妻晨妻琵三ｊ；支配部分２

经济来源

本人及配偶＝１；家人（子女或孙子女）＝２；其他人＝３

娱乐活动

经常参加＝１；有时参加＝２；从不参加＝３

体力劳动

很少＝１；有时＝２；经常（几乎每天）＝３

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功能及主观健康、主

睡眠情况

睡眠良好＝０；睡眠不良＝１

观生活满意度等。影响生活质量的因素也是多方面

慢性病

患病＝１；未患病＝Ｏ

的，在不同国家、地区以及不同社会、经济、文化层次

营养卫生情况良好＝１；较差＝２；差＝３

的一种新的健康测量指标。其评价内容是多维的，

的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都存在差异∞Ｊ。因此
表５

影响生活质量因素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变量

曲％艋ｆ值Ｐ值ｏＲ值（９５％口）

口

年龄

０．１５３

Ｏ．０２５

婚姻状况

０．１９９

Ｏ．０６７

３８．鲫０．０００
８．鲫Ｏ．００３

子女孝顺

０．５２５

０．０５７

８５．８０４

１１６５（１．１１０～１．２２３）

很难给生活质量作全面的、易操作的评价。目前国
内学者大多针对生活质量单一测量指标或生活质量
的各组成指标分别进行评定。因此，这种评价生活

１．２２０（１．０６９～１．３９２）

０．０００

１．６９０（１．５１２～１．８８８）

质量是孤立的，而不是综合的。采用单一指标来评

一Ｏ．１７６

０．０３９

２０．４２３

Ｏ．０００

Ｏ－８３９（０．７７７～Ｏ．９０５）

价，虽然方便，但损失了很多有用的信息，容易产生

睡眠情况

０．６５６

Ｏ．（）６６

昕．９７０

０．０００

１．９２８（１．６９３～２．１９５）

片面结论。为减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数，又尽量不

慢性病

Ｏ．１７１

０．０６４

７．１９７

０．００７

１．１８７（１．０４７～１．３４５）

营养卫生状况０．５８６

０．０３６

２６４．４６６

０．０００

１．７９７（１．６７５～１．９２９）

经济支配

０．２７８

０．０３２

娱乐活动

０．１６７

Ｏ

体力劳动

一Ｏ．１８９

Ｏ．０３９

２３

０．２３１

０．０６０

家庭年收入

女性

０４６

损失或减少损失原指标所含信息，结合研究内容及

Ｏ ０００

１．３加（１．２３９～１．４０６）

参考曾光主编的《现代流行病学方法与应用》中的

１３．１４３

０．０００

１．１８２（１．０８０～１ ２９４）

“综合评价法”¨Ｊ，本研究尝试把日常生活能力、孤独

１６４

Ｏ．０００

０．８２８（Ｏ．７６７～Ｏ．８舛）

１４．舛２

０．０００

１．２６０（１．１２卜１．４１６）

７４

２８６

感、家庭功能、社会支持等生活质量的评价内容用一
综合指标Ｐ以全面评价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各

４．主观生活满意度与生活质量综合评分相关分

指标经标准化后，采用主成分分析合成的综合评价

析：主观生活满意度与生活质量综合评分进行单因

指标，既可以消除指标间相关对综合评价的共线性

素方差分析，主观满意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综合评

影响，又能满足多维评价的一般要求。李立明…在

分为０．１４３２±０．５１７０，不满意的老年人均分

《老年保健流行病学研究进展》中提到：主观生活满

为一０．２５２１±０．６０８１，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

意度是一个测量生活质量的综合指标，可以从中反

６６６．２２１，Ｐ＜０．０００１）；主观生活满意度与生活质量

映躯体功能、心理健康、社会适应等方面的总体状

综合评分呈正相关，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系数（ｒ，）为０．３４５

况。因此，本研究把生活质量综合评价指标Ｐ与主

（Ｐ＜０．０００１）。

观生活满意度进行比较以检验该综合评价指标的可

５．主观生活满意度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以主观

行性，结果显示，两者呈正相关。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分析

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不满意或很不满意定义为１，

中两指标均表明：子女孝顺、经济收入、睡眠情况、慢

满意或很满意定义为０）进行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协

性病、营养状况、经济支配、娱乐活动等变量是影响

变量引入或删除的概率标准分别设定为０．０５和０．１。

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可见用生活质量

结果见表６，影响农村老年人主观生活满意度有意义

综合指标Ｐ来评价生活质量是可取的。

的变量为：文化程度、子女孝顺、家庭年收入、睡眠情
况、慢性病、营养卫生情况、经济支配、娱乐活动。
讨

论

生活质量是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产生

在生活质量综合指标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中，有
显著意义的变量比主观生活满意度多了体力劳动、
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因素，少了文化程度因素，笔
者认为主观生活满意度是建立在自我意识的基础
上，相对以严格量表综合成的生活质量指标敏感性

８

·

生堡煎鱼疸堂盘查；！！！笙！旦笙；！鲞箜！塑鱼！也』至ｇｉ！！坚ｉ！！！』！！！！！￥！！！！！！尘！：！！！堕！：！

·

４４３．

相对要差些，再者由于不同指标问存在交互作用或
共线性，因而未能在多元分析中显示实属正常；生活
质量综合指标在对生活质量测量中显示了其敏感
性，但其毕竟只包含了９０．０３６％的信息，难免会有一
定的信息损失；再者因变量的划分有人为因素存在，
也可能会丢失部分信息。因此如何客观、准确地评

３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北京：中
国心理卫生杂志社，１９９９．７７—７８，１２７—１３０，１４９—１５２，２８４。２８６．
４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ＭＰ，Ａｌａｎ ＭＪ，Ｋｅｖｉｎ ＷＳ，ｅｔ ａ１．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ｉｓｋ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Ａｍ Ｊ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１９９３．８３：９７２．９７８．

５宋新明．综合评价法．见：曾光，主编．现代流行病学方法与应用．
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１９９４．２７３—

价生活质量仍需进一步探讨。

２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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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饮食服务业人群乙型肝炎病毒变异株感染状况及
公共卫生学意义
何江

孟海滨

赵丹燕

近年来已有乙型肝炎ｅ抗原（ＨＢｅＡｇ）阴性而乙型肝炎

ＨＢｓＡｇ携带状态，即ＡＬＴ持续正常，ＨＢＶ ＤＮＡ转阴，肝组织

病毒（ＨＢｖ）ＤＮＡ阳性变异株感染的报告。为了解饮食服务

活动性炎症消散。但在部分抗一ＨＢｅ阳性者中仍有肝炎活

业人群（从业人员）ＨＢＶ变异株感染状况，并探讨其公共卫

动，血清ＨＢＶ。ＤＮＡ阳性。已证实这是由于｝ＩＢＶ前Ｃ区基

生学意义，我们于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对从业人员健康体检中检

因的核苷酸发生突变所致，这一突变虽影响了ＨＢｅＡｇ的产

出的ＨＢｓＡｇ阳性、ＨＢｅＡｇ阴性者进行ＨＢＶ ＤＮＡ检测。

生，但并不影响ＨＢｖ的复制过程。如果同时伴有ＡＬＴ升

１．材料与方法：上述人员共检测６５２例，其中男性２８１

高，即为船ｅＡｇ阴性的慢性乙型肝炎（ｅ～ｃＨＢ），可有不同的

例，女性３７１例，年龄１８～６８岁，平均年龄３４．４岁。ＨＢＶ标

临床表现①ＨＢＶ慢性携带者；②明显的肝炎活动；③少数发

志采用ＥＬＩＳＡ法测定；ＨＢＶ ＤＮＡ采用伊利康生物技术有限

展为重症肝炎。本次调查发现从业人员｝ｌＢＶ感染者中

公司生产的ＨＢＶ核酸扩增（ＰＣＲ）检测试剂盒检测。

ＨＢｖ变异株感染率为１１．１４％（１３２／１１８５），其中ＨＢｓＡｇ阳

２．结果：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在从业人员体检中共检出ＨＢｓＡｇ

性、ＨＢｅＡｇ阴性者中ＨＢＶ变异株感染率为２０．２４％。男性高

阳性９９５例，阳性率为３．５４％（９９５／２８ １４４）；其中ＨＢｓＡｇ、

于女性；以４０～４９岁组感染率最高；在船Ｖ变异株感染者

ＨＢｅＡｇ阳性１９０例，阳性率为Ｏ．６８％。ＨＢｓＡｇ总阳性率为

中ｅ—Ｃ｝｛Ｂ占２５．７６％。目前有关从业人员体检规定中对

４．２１％（１１８５／２８ １４４）。对６５２例ＨＢＳＡｇ阳性、ＨＢｅＡｇ阴性

ＨＢＶ感染者禁止从业仅限于ＨＢｓＡｇ、如３ｅＡｇ均阳性者，而对

者进行了ＨＢＶ ＤＮＡ检测，阳性１３２例，阳性率为２０．２４％

于船ｓＡｇ阳性、ＨＢｅＡｇ阴性者如ＡＬＴ正常则无禁止规定。

（１３２／６５２）。其中男性ＨＢＶ ＤＮＡ阳性７７例，阳性率为

已有大量流行病学调查证实，接触传播是乙型肝炎的重要传

２７．４０％（７７／２８１），女性为１４．８２％（５５／３７１）。各年龄组统计

播途径，ＨＢＶ在餐具中的检出率可达１０．１％。最近发现

以４０～４９岁组ＨＢＶ ＤＮＡ阳性率最高为２６．８３％（３３／１２３），

ｅ—ｃＨＢ患者的同胞中约４０％血清ＨＢｓＡｇ和抗一ＨＢｅ呈阳性。

其次为２０～２９岁组为２０．３１％（５２／２５６），３０～３９岁组

表明耶ｖ前Ｃ区变异株具有感染性，可作为一种稳定的毒

１３．３１％（３３／２４８），≥６０岁组最低为４．００％（１／２５）。１３２例

株传播。

ＨＢｖ变异株感染者伴谷丙转氨酶（ＡＬＴ）升高３４例，占
２５．７６％。

３．讨论：耶Ｖ感染后，船ｅＡｇ阳性患者自发性或抗病毒
治疗中引发ＨＢｅＡｇ血清转换后，多数演变为非活动性

根据本次调查结果提示，作为乙型肝炎预防中的重要环

节——从业人员的体检应开展对ｅ—Ｃ硒的检查，对｝毋ｓＡｇ
阳性者均应做ＨＢＶ ＤＮＡ检测，一旦发现ｅ—ＣＨＢ者应禁止

从业，以阻断船Ｖ变异株在公共场所的传播途径。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０７．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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