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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上海城乡老年期痴呆患者死亡率和
生存预示因素研究
洪震

周玢

黄茂盛

【摘要】

目的

曾军

丁玎

金美华

研究老年期痴呆的死亡率和影响患者生存的因素。方法

在上海地区基线患病

率调查的基础上随机选择５个居委会和４个村委会的居民为研究对象。通过简易精神筛查量表，按
文化程度划分的分界值进行初筛。分界值以下和正常人的４％进入第二阶段细查。细查项目包括详
细病史记录、体格检查和神经心理学检查。６个月后对所有进入细查的对象进行上述内容的复查。
根据ＮＩＮｃＤ§ＡＤＲＤＡ和ＮＩＮＤＡ—ＡＩＲＥＮ标准诊断阿尔茨海默病（ＡＤ）和血管性痴呆（ｖａＤ）。结果
老年期痴呆患者的死亡率是６．０６／１０００人年。与非痴呆组相比，在随访４０个月后，痴呆组的生存概率
急剧下降５７％，两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ＡＤ和ＶａＤ间的生存率无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５）。由痴呆、ＡＤ和ＶａＤ导致的死亡相对危险度（尺尺）值分别为１．６３（９５％ａ：１．４２～１．８６）、
１．７１（９５％ａ：１．４４～２ ０３）和１．４５（９５％ｃＪ：１．１６～１．８２）。增加患者死亡危险性的因素有年龄
（ＲＲ＝１．０６８５）、疾病程度（ＲＲ＝１．５７３３）、高社会生活功能量表（ＡＤＬ）值（ＲＲ＝１．０３６８）。结论

上

海地区老年期痴呆的死亡率为６．０６／１０００人年。ＡＤ和ＶａＤ患者的生存概率没有明显差别。增加患
者死亡危险性的因素有年龄、疾病程度和高ＡＤＬ值。
【关键词】痴呆，血管性；阿尔茨海默病；死亡率；流行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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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老年期痴呆各亚型死亡率的报道结果

有报道两者无差别，还有研究认为ＡＤ的死亡率更

不一，多数研究认为阿尔茨海默病（ＡＤ）患者的死亡

高。我国对老年期痴呆的死亡率研究和影响患者生

率低于血管性痴呆（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ｅｍｅｎｔｉａ，ＶａＤ），但也

存因素的报道很少。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年完成了部分省

（市）的老年性痴呆患病率的基线调查ｎ ３，在此基础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４０上海，复旦大学神经病学研究所

上于２００１年对其中的三分之一的人群进行了发病

主堡煎鱼疸堂盘查！！！！至！旦箜！！堂箜！塑￡！也』垦￡ｉ！！坐！！！，』！些！！！！！∑！！：堑！堕！：！

·４０５

·

率的前瞻性随访调查‘２Ｉ。本文报告其中有关老年期

例，失访３０例。非痴呆患者组中死亡２６６例，失访

痴呆的死亡率、老年期痴呆各亚型的死亡率的差别

１８６ｌ例（包括拒查６４例、住院４０例、住养老院２２

以及影响老年期痴呆患者生存因素等研究结果。

例、外迁１７１９例和其他１６例）。最后进入痴呆随访
队列的为１６１例，非痴呆随访队列的为３８１１例。

对象与方法

老年期痴呆的死亡率为６．０６／１０００人年（死亡
１．研究对象：在患病率调查的基础上随机选择

６９例，观察人年为１１ ３８５．７）。男性为５．３４４／１０００

了上海城乡５个居委会和４个村委会中已接受过患

人年，女性为６．６３１／１０００人年，女性略高，但两者间

病率调查的居民为研究对象Ｈ’引。这次的目标人群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痴呆总死亡率随年龄的增加而

为原患病率调查人群的三分之一。按照分层多级整

升高（表１）。

群的抽样方法，从２个中心城区、３个城郊区和５个

表１

上海城乡６９例老年期痴呆患者的年龄别和

郊县中分别抽取一个，抽到的区县居委会或村委会

性别死亡率（／１０００人年）

中已接受过患病率调查的居民为研究对象。
２．研究方法：与基线的患病率调查方法一致，即
通过简易精神筛查量表（ｍｉｎ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ＭｓＥ），按文化程度划分的分界值进
行初筛。分界值以下和正常人群的４％进入第二阶
段细查（文盲１９分、小学２１分、中学及以上２６分）。
细查项目包括体格检查、详细病史记录以及神经心
理学检查。心理学测验包括ＰｒｅＨｅｒ功能活动量表
（Ｐｒｅｆｆｅｒｓ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Ｆｕｌｄ物

体记忆量表（Ｆｕｌｄ ｏｂｊｅｃｔ—ｍｅｍｏｒ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快速物
体回忆量表（ｒａｐｉｄ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ｗＩＳＣ积木测验

与非痴呆组相比，在随访４０个月后，痴呆组的

（Ｂｌｏｃｈ ｄｅｓ谴ｎ）和ｗＡＩＳ数字广度测验（ｄ画ｔ ｓｐａｎ）、

生存率急剧下降约５７％，两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

社会生活功能量表（ＡＤＬ）、ＨａｃｈｉｓＫｉ缺血量表

义（Ｌｏｇ—Ｒａｎｋ检验统计量３６６．６，Ｐ＜０．０５）。但ＡＤ

（ＨＩｓ）和汉密顿抑郁量表（ＨＡＭＤ）。６个月后为第

和ＶａＤ问的生存率没有显著差别（Ｌｏｇ—Ｒａｎｋ检验，

三阶段，对所有进入第二阶段的人复查痴呆的诊断

统计昂０．８１３，Ｐ＝０．３６）（图１、２）。

ｖｅｒｂａｌ

标准是美国精神医学会《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第四版（ＤＳＭ一Ⅳ）。根据美国神经病学、语言障碍和
卒中一老年性痴呆和相关疾病学会的标准（ＮＩＮＣＤＳ—
ＡＤＲＤＡ）诊断ＡＤ，美国国立神经病卒中研究所和瑞
士神经科学研究国际协会的标准（ＮＩＮＤＳ—ＡＩＲＥＮ）
诊断ｖａＤ¨’２Ｉ。
３．统计学分析：在Ｅｐｉ

Ｉｎｆｏ

２００２软件包完成。

死亡率以随访期间（４０个月）每千人年死亡的痴呆
患者的例数表示。以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生存曲线描述

随访Ⅱ、¨目（Ｊ＿ｊ）

痴呆和非痴呆人群之间及痴呆各亚组之间痴呆对死

Ｌ罐．Ｒａｎｋ检验统计量３６６．６，Ｐ＜Ｏ．０５

亡的影响。以Ｃｏｘ比例风险模型描述各因素对痴
呆患者生存的影响。

图１

痴呆组和非痴呆组生存曲线比较

由痴呆、ＡＤ和ＶａＤ导致的死亡相对危险度
结

果

（ＲＲ）值分别为１．６３（９５％Ｃ工：１．４２～１．８６）、１．７１
（９５％Ｃｊ：１．４４～２．０３）和１．４５（９５％Ｃｊ：１．１６～

进入随访调查的总人群为５８６３人，其中痴呆

１．８２），除女性ＶａＤ组与非疾病组ＲＲ值［１．１９

１９ｌ例，非痴呆人群即进入发病率调查的样本５６７２

（９５％凹：０．９７～１．５２）］无差别外，其他各组的死亡

人。在４０个月的随访过程中，痴呆患者中死亡６９

ＲＲ值都高于非痴呆组（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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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以前对老年期生存率的研究结果多是基于死亡
证明，由于诊断方面的原因，这些结果反映的老年期
死亡率偏低，如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道在≥８０
岁的人群是１．１／１０００人年∞ｏ。在以社区为基础的
研究中，Ａｇｕｅｒｏ—Ｔｏｒｒｅｓ等Ｍ ｏ在瑞典的一个＞７５岁人
群中的研究结果是２．４／１０００人年，Ｂｏｗｅｎ等¨ｏ的结
果则是９．０／１０００人年。我们的随访人群是＞５５岁

随访叫问（月）

年龄组，痴呆的死亡率是６．０６／１０００人年，＞７５岁的
ＡＤ、ＶａＤ间Ｌｏｇ Ｒａｎｋ检验，统计量０ ８１３，Ｐ＝Ｏ．３６；与非痴呆
组Ｌ（曙一Ｒａｎｋ检验统计量２８７，９６，Ｐ＜０．０５
图２

ＡＤ、ＶａＤ和非痴呆组生存曲线比较

人群约为０．１／１０００人年，相比有些低，可能是对失
访的处理造成的偏倚，也可能无关，因为痴呆患者中
有３０例失访，而非痴呆组也有１８００多例失访。

在Ｃｏｘ回归的比例风险模型中，增加患者死亡

本组资料与非痴呆人群相比，痴呆患者人群的

危险性的因素有年龄（ＲＲ＝１．０６８５，９５％ＣＩ：

生存率显著降低，而ＡＤ和ＶａＤ患者的生存概率没

１．００６～１．１３５）、疾病程度（ＲＲ＝１．５７３３，９５％ａ：

有显著差别，这和已报道的多数研究结果一致，如

１．１２８３～２．１９８７）、高ＡＤＬ值（ＡＤＬ分值越高，生活

Ｆｒｅｅｌｓ等拍。在美国的一项基于医院的研究，连续７

能力越差）（ＲＲ＝１．０３６８，９５％Ｃｊ：１．００４～

年随访了２７０例痴呆患者，ＡＤ和ＶａＤ患者的生存

１．０７０２），即这三项因素每增加一个单位，痴呆患者

概率没有明显差别：痴呆患者的死亡危险性增加，由

死亡的危险性分别是非痴呆患者的１．０６８５倍、

痴呆、ＡＤ和ＶａＤ导致的死亡ＲＲ值分别为１．６３

１．５７３３倍和１．０３６８倍。有心肌梗死（心梗）病史组痴

（９５％Ｃ工：１．４２～１．８６）、１．７１（９５％ＣＩ：１．４４～２．０３）

呆死亡率低于无心梗组，低ＭＭＳＥ值似乎增加痴呆

和１．４５（９５％凹：１．１６～１．８２）。也有诸多相似的报

死亡风险。有心梗史患者的死亡危险性是０．０５３６，

道，如Ａｇｕｅｒｏ—Ｔｂｒｒｅｓ等‘４ ｏ报道ＡＤ患者的死亡危险

ＭＭＳＥ值每增加一个单位，死亡危险性是０．８２４５

性ＲＲ值是２．０（９５％Ｃ工：１．５～２．７），ＶａＤ患者的死

（表３）。

亡危险性ＲＲ值是３．３（９５％ＣＩ：２．０～５．３），Ｈｅｌｍｅｒ
表２

痴呆各组与非痴呆组死亡尺Ｒ值比较

·４０７·

生望堕鱼疸堂盘查！塑！堡！旦箜！！鲞箜！塑ｇ！也』垦Ｐ！！！里趔！』！竺！！堕！塑！：！！！垒垫：！
等＂３在法国的研究结果是ＡＤ患者的死亡危险性

非痴呆人群相比，痴呆患者人群的生存概率显著降

Ｒ．Ｒ值是１．７２（９５％ａ：１．３４～２．２１），痴呆的死亡危

低，而ＡＤ和ＶａＤ患者的生存概率没有明显差别。

险性ＲＲ值是１．８（９５％Ｃｆ：１．４６～２．２１）。

在影响非痴呆患者的生存因素中，增加患者死亡危

在影响痴呆患者生存的因素中，本文结果显示

险性的因素有年龄、疾病程度和高ＡＤＬ值，而高

增加患者死亡危险性的因素有年龄、疾病程度和高

ＭＭＳＥ的值的增加和心梗史则有降低死亡的危险

ＡＤＬ值，而ＭＭＳＥ值的增加和心梗史则可以降低

性的趋势，与教育、性别等则没有关系。

死亡的危险性，与受教育、性别没有关系。在众多的

参

研究中，影响痴呆患者生存的因素结果相差比较大。

本文结果相近。Ｈｅｌｍｅｒ等＂ｏ认为女性痴呆患者，尤

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１，２２：３６８．３７１．
２洪震，周玢，黄茂盛，等．上海部分城乡地区血管性痴呆的发病率
及危险因素研究．中华老年心脑ｍ管病杂志，２００４，６：１７４—１７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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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生存没有明显的关系，ＡＤ患者的最终死亡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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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０４一０９—２３）

综上所述，上海地区老年期痴呆患者的死亡率

（本文编辑：张林东）

是６．０６／１０００人年，与世界各地的报告相比较低，与

·疾病控制·
山东省莱州市首例０１３９霍乱病例监测报告
姜玉芳

刘宗东

陈晓君

刘秋菊

王学武

患者男性，５０岁，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人，２００４年春节

心进一步证实为０１３９霍乱弧菌。该患者平日身体健康，发

后到莱州市某建筑工地打工。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２日晚１０时出

病前无外出史。该工地共有患者同县打工者２５人，其中一

现无痛性腹泻，大便为黄色水样，且伴有恶心、腹胀，无发热。

人于６月底从湖北省抵莱州市打工，后曾有过轻度腹泻，但

１３日早７时到某民营医院就诊，医生按急性胃肠炎补液，加

未经检验证实，故本次发病传染源不明。对密切接触者７６

抗生素治疗，１４日病情好转。该院在进行大便常规检验的同

人进行医学观察７天，且预防性服药并每天采大便检验，现

时，留大便标本，在１３日上午８时送防疫站检验科检查。标

场进行消毒处理。对周围海产品及环境水进行检验，均未查

本立即接种ＡＰｗ增菌液，３７℃８ ｈ培养，发现０１群ＳＰＡ

到霍乱弧菌。经过最长潜伏期监测未发现续发病例。本例

（

），但动力活泼，染色为革兰阴性弧菌，疑似０１３９霍乱弧

０１３９霍乱患者临床为轻型，提示这样的患者往往容易被忽

菌，接种庆大霉素琼脂培养基和４号琼脂培养基，３７℃培养

视而导致传染源播散流行，由于莱州市民营医院严格遵循疾

ｈ后，出现霍乱弧菌样菌落。氧化酶（＋），靛基质（＋），阿

病控制机构在腹泻病流行季节留便送检的规定，从而有效地

１０

拉伯糖（

），蔗糖（＋），甘露糖（±），无盐胨水（一），０１３９血

清型（忤什）。后经烟台市卫生防疫站、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控制了传染源，无续发病例。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１２—０９）

（本文编辑：张林东）
作者单位：２６１４００山东省莱州市卫生防疫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