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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北京市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及其变化
汤哲

Ｚａｃｈａｒｙ Ｚｉｍｍｅｒ

项曼君

【摘要】

目的

方向华Ｔｏｓｈｉｋｏ

Ｋａｎｅｄａ

了解北京地区老年人的健康预期寿命和变化。方法

采用纵向研究方法对北京

城区（宣武区）、郊区（大兴区）和山区（怀柔县）一个有代表性老年人群（３２５７人）进行了１２年追踪，调
查其健康和存活状况。用ｗＨｏ的基本生活能力评估量表（ＡＤＬ），评估老年人躯体功能健康状况及

变化，采用ＩＭａＣＨ多状态法分析多次调查结果及不同健康状况的转变，计算老年人的健康预期寿命
及不同时段的变化。结果纵向结果显示一些基本特征在不同时段维持不变：老年人的平均预期寿

命（ＬＥ）、健康预期寿命（ＡＬＥ）和健康预期寿命比值（ＡＬＥ／ＬＥ）在城区显著高于农村；女性平均预期寿
命高于男性，但ＡＬＥ／ＬＥ低于男性。纵向观察的变化表现为：老年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有所提高，增加
的幅度在农村大于城区，男性大于女性；城区高龄女性老年人的健康预期寿命近年有明显下降；所有
老年人的ＡＬＥ／ＬＥ近年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城区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更突出。结论北京地区老年
人的健康预期寿命未与预期寿命同步增长，加强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醅治，预防残疾和加强琦能康
复，是提高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和生活质量的基础。

【关键词】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纵向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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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科技发展，医疗水平不断提高，慢性病

于多数慢性病不能治愈，而慢性病的生存期延长也

生存率提高，使得老年人寿命延长。第五次人口普

使得人群中慢性病患病率增加，这些人健康不佳，躯

查显示，我国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７１．２岁，但预期

体功能障碍，生活质量不高，往往存在生活依赖。因

寿命延长并不等同于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就高。由

此，单用预期寿命延长这一指标已不能反映人群健
康水平，国际上采用健康预期寿命作为评估人群健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５３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流行病学和社

会医学部（汤哲、项曼君、方向华）；Ｐｏｐ山ｔｂｎ
（ｚａｃｈａ工ｙ ｚｊｍｍｅｒ，１ｋｈ．ｋｏ Ｋａｎｅｄａ）

ｃｏｕｎｃｉｌ，ｕ

ｓ

Ａ

康生存的指标。为了解北京地区老年人的健康预期
寿命和变化，我们对北京城乡老年人群进行了长期
追踪调查。

９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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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对象与方法

３．统计学方法：采用ｓＰＳＳ统计软件，健康预期

ｌ调查对象：样本来自北京老龄化纵向研究…。

寿命的评估采用多状态评估法，即通过不同时期的

本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

纵向数据分析，先评估健康状态（ＡＤＬ评估）的好

于１９９２年采用按类分层、随机、整群等距的抽样方

转、降低、无变化或死亡。健康预期寿命的多状态法

法，调查了宣武区（城区）、大兴县（郊区）和怀柔县

计算利用ＩＭａｃＨ法分析多次调查结果及不同健康

（山区）５５岁以上人群３２５７人，其中男性４８．９％，女

状况的转变”３｛，计算出各年龄组的平均预期寿命

性５１．１％，农村老年人３４．４％，城区６５．６％，年龄

（ＬＥ）、健康预期寿命（ＡＬＥ）及健康预期寿命比值

５５～９７岁，平均７０．１２岁。追踪５年，１９９４年完成健

（ＡＬＥ／ＬＥ）等。

康随访２７０３人，死亡３６３人，失访１９１人；１９９７年

结

完成健康随访２０４３人，累计死亡７９５人，累计失访

果

４１９人，失访原因包括外出、拒绝、搬迁、未找到等，

１老年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及其变化：老年人的

失访者在基本特征上与基线样本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平均预期寿命在女性高于男性，城区高于农村；无论

义。第二阶段（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为保持纵向研究的

是城区还是农村，在２００４年均比１９９７年前有显著

持续性及各年龄段样本量的比例，于１９９７年在第一

提高，以平均值作纵向比较增加的幅度从高到低依

阶段随访样本的基础上，按基线抽样比例补充适当

次为农村男性＞城区男性＞农村女性＞城区女性。

样本（７４４人），故１９９７年共调查２７８７人，其中男性

见表１。

７％，女性５１．３％，农村４８．９％，城区５１．１％，年龄

２．老年人的健康预期寿命及其变化：城区老年

６０～９８岁，平均７１ ９８岁。并以此为基线样本继续

人的健康预期寿命高于农村老年人，女性在１９９２一

追踪７年，其中２０００年健康随访２２１３人，死亡４１３

１９９７年高于男性，但到１９９７—２００４年则男女无差

４８

人，失访１６１人；２００４年健康随访１４０３人，累计死

异，甚至高龄女性老年人的健康预期寿命低于男性；

亡８１２人，累计失访５７１人，失访原因同第一阶段

纵向比较在２００４年健康预期寿命在男性及低龄女

调查。

性老年人有显著提高，农村男性增加的幅度大于城

２研究方法：调查由经过培训的调访员人户面

访，调查内容涉及人文、经济、家庭、生活、躯体健康

区男性。而农村高龄女性老年人无明显变化，城区
高龄女性则有显著下降（表２）。

等。以１９９２年和１９９７年作为两个阶段的基线调

３．老年人的ＡＬＥ／ＬＥ及其变化：ＡＬＥ／ＬＥ即老

查，纵向追踪老年人的健康变化及死亡情况，死亡者

年人健康生存的年数占余寿中的比例。城区老年人

通过家属、居委会及卫生院等机构确认，并调查死亡

的ＡＬＥ／ＬＥ高于农村老年人，虽然女性老年人的预

时间及死亡原因等。本文分析分别

表１

北京市３２５７名老年人分性别、地区的平均预期寿命（ｊ±ｓ）及变化

采用两个阶段的纵向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并比较不同阶段健康预期寿
命的变化。用于评估健康预期寿命
的健康状态评估指标采用ｗＨｏ的
基本生活能力评估量表（ＡＤＬ），包

括吃饭、穿衣、上下床、洗澡、步行
３００

ｍ、上下一层楼６项，每项活动

按照功能自理的状况分为无依赖（１

分）、部分依赖（２分）及完全依赖（３
分）三级评定。３分者被认为该项
活动有障碍。其中任何一项活动有
障碍定为不健康。健康预期寿命
（生活自理期寿命）表示的是预期寿
命中能保持全部６项活动无障碍的

注：１９９２

１９９７年与１９９７

２００４年相比，＊Ｐ＜ｏ（１５，＃Ｐ＜０ ０１

！望煎盟堑堂童查！！塑生！！旦塑垫鲞塑！！塑竺！！！』垦Ｐ型！垫丝！些！！里ｊ些！！堕！坠！堑！型！，！！

９４１

状态法需要纵向调查的数据，国内
表２

北京市３２５７名老年人分性别、地区的健康预期寿命（ｊ±ｓ）及其变化

这方面研究甚少。
本项研究中两个不同时期的调

查结果具有共同特点：城区老年人
平均预期寿命、健康预期寿命及其
两者比值（ＡＬＥ／ＬＥ）远高于农村，
其中以健康预期寿命的城乡差别最
大，又以高龄组的差别更明显；另一

特点是无论城区或农村，女性老年
人的预期寿命长于男性，但ＡＬＥ／
ＬＥ比值男性大于女性，这与各国的
普遍结果一致，也与我们以往的研
究相符合。我们同一人群的前期研
注：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与１９９７—２００４年相比，＊Ｐ＜０．０５．＃尸＜０ ００ｌ

究显示“ｏ，农村老年人躯体功能减
退的危险度是城区的１．９７倍，女性

期寿命高于男性，但ＡＬＥ／ＬＥ低于男性。纵向比较
显示，尽管平均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在２００４年
均有提高，但ＡＬＥ阻Ｅ未见有所提高，且有下降，尤
其是城区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图１）。提示寿命延
长，更多的是延长非健康生存期。

发生依赖的危险度是男性的１ ６９倍。而躯体功能下

降的主要因素为痴呆、脑卒中、骨关节病及五官残疾
等慢性病所致，这些病严重影响了老年人的健康预

期寿命，导致农村及女性老年人的ＡＬＥ／ＬＥ降低。
此外，我们前期的研究还显示家庭与社会经济状况
对老年人的健康预期寿命也产生影响”’，女性及农
村老年人在收入、教育水平、财物拥有等经济状况不
如男性和城区老年人。

对比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分析结果，看到平均
预期寿命、健康预期寿命及其两者比值（ＡＬＥ／ＬＥ）
的变化有以下值得注意的几点：①无论城区或农村
老年人２００４年的预期寿命均较１９９７年前增加，男
图１

北京市老年人群健康预期寿命比值的变化

讨

论

性老年人的增加幅度大于女性；②健康预期寿命的
变化在男性各年龄组均增加，女性只在低龄组增加，

高龄组反而下降，特别是在城区女性下降达到显著
程度；③ＡＬＥ／ＬＥ的变化出现明显的城乡差异。农

预期寿命是历来最常用的反映人群健康状态的
指标，但随着对健康概念认识的深入，对生命质量的
追求，为了弥补预期寿命仅表现数量不能说明生命
质量的缺点，健康预期寿命的概念自提出后即得到
人们的重视。特别是ＡＬＥ／ＬＥ可以用来表明寿命
中处于健康状态的比值，比值大，余寿中的独立生活
时间长，生活质量高，对家庭和社会造成的负担也
小，是近年来老年学研究中更关注的闼题。既往一

些研究多采用ｓｕｌｌｉｖａｎ法”ｏ，但该法是单递减生命
表，没有把老年人从不健康状态恢复为健康状态考
虑在内，这样会低估健康寿命”Ｊ。因此，近年来采用
多状态生命表法来进行健康预期寿命的研究，但多

村老年人变化不大，城区老年人的ＡＬＥ／ＬＥ比值呈
明显下降，女性和高龄组的下降尤为明显。
医疗保健条件的改善，无论是有病或健康老年人

的寿命均延长，但不容忽视同时也带来了慢性病患病
率的增加和由疾病引起的老年人机体功能的减退。

尤其在城区，较好的医疗保障使有病残的老年人寿命
延长，因而使预期寿命中的不健康预期寿命增长，导

致删Ｉ正降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并未随数量的增

加得到提高。女性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较大幅度降

低，使Ａ倒ＬＥ下降明显，特别是在高龄的女性老年
人中更为突出，这可能与该人群多数负担配偶的生活
照料，精神和体力上的压力较大，容易形成功能减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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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提示老年保健工作的重点应转向努力预防慢
性病的发生，加强对慢性病患病的风险网素的干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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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和慢性病二级预防的宣传教育，减少老年人残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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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和重视残障的康复工作，采取有效措施使平均预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１９９７，３ｌ：２０９—２“
５李强，汤哲多状态生命表法在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研究中的应

期寿命特别是健康预期寿命增长，从而达到Ａｕ７ＬＥ
增加，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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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宁波口岸国际航行船舶压舱水携带浮游水生物的调查
郑剑宁囊炯良尤明传卢岳云

杨定波施惠祥

为掌握我国出入境船舶压舱水中有害性生物的携带状

（＿Ｒ＾ｉ肋鲫如ｎ蛐５廿ｆｉ加ｍＩ如）、距端根管藻（Ｒ＾ｉ如舯ｚ８ｎｍ

ｍ胁ｒ＿

况，对宁渡口岸国际航行船舶携带的压舱水进行了为期近１６

Ⅱ耐』）、并基角刺藻（Ｃｈｎ以∞㈨出ｃｉ声掂ｎｓ）、秘鲁角刺藻

个月的调查，以了解船舶压舱水携带有害性生物的危害，为

（Ｃ加－“目缸ｎ螂）。经统计外洋藻排放量平均达到９

相关部门制订一系列防控与管理措施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ｍ３，外洋藻阳性压舱水排放量达到２０ ８９６．２３吨。并在压舱

１４个／

ｌ对象与方法：调查对象为装载境外压舱水的国际航行

水中发现１４种与赤潮发生密切相关藻种，其中硅藻门包括

船舶。分别对北仑（算山原油码头、北仑港码头）、镇海（镇海

旋链角刺藻、窄隙角刺藻等ｌＯ种；甲藻门包括具齿原甲藻、

码头）两个区域进行采样。对２００２年３月至２０。３年７月期间

悔洋原甲藻、裸甲藻属３种；原生动物门红色中缢虫１种。

挂靠采样点码头的国际航行船舶进行压舱水调查与取样。应

赤潮相关藻种排放量平均达到１１４ ９３个／ｍ３，阳性压舱水排

用随机数字法对符舍条件的船舶进行随机性抽样，共选取满

放量达到２８ｌ

１２９

４吨。

足条件的船舶５２艘，采得压舱水样５２份。对水样进行ｐＨ

３讨论：车次共对５２艘次的国际航行船舶携带的压舱

值、比重、水温、浊度检测，对水样中的浮游植物、动物进行细

水进行了生物分析与鉴定研究。该批调查的船舶船籍分布

胞计数与种类鉴定。调查数据与实验室检测数据经统一编码

较为均匀，共有１９个船籍；压舱水装载港分布于菲律宾、美

后录人计算机。用ｓＰＳｓ儿０软件数据进行比较分析。

国、孟加拉、越南、泰国等１０个国家、２７个港口；压舱水装载

２结果：

量累计达到３９９ ８７８．３０吨。共发现４种外洋种，１４种赤潮相

（１）基本指标检测：北仑口岸船舶压龅水的ｐＨ值、比重、

关藻种，其中尤其是硅藻门的旋链角刺藻（血ｎ“∞啪ｓ

ｋｄ ｍｊ、１７．５０℃、１０ ２３５。．镇海

Ⅲｖ觇∽），据《２呻４年宁波市海洋环境公报》的资料显示：

水温、浊度分别为７

Ｏ、１

０２０

ｋｇ／ｏ、１８

２５℃、６ ０９４。。其中北

２００４年宁渡海域赤潮发生区域主要集中在渔山列岛和象山

仑口岸压舱水的浊度平均要大于排放至镇海口岸的压舱水，

港海域，累计面积约２１２８ ｋｍ２，并出现了新的赤潮种类，红色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秩和检验ｗ值＝２１８

裸甲藻（有毒性）、旋链角刺藻（无毒性）。可见该新的赤潮种

口岸船舶分别为７

ｏ、１．０１８

０，Ｐ＝０

０３０。

（２）浮游水生生物监测：①浮游植物种类与数量：船舶压

——旋链角刺藻已对宁波近海海域的赤潮发生产生了重要

舱水携带浮游植物的细胞平均密度为３．５×１０３个／ｄｍ３。经

的影响，在本次调查中含有该藻的压舱水排放量达到

鉴定共５０种，其中硅藻为绝对优势占３８种，甲藻４种，蓝藻

５７ ５８ｌ ２３吨，该藻的排放量达到８５ ６２个ｘ１０４／ｍ３。因此，大

３种，绿藻２种，金藻１种，原生动物２种。②浮游动物种类

量含有各类赤潮种藻类的压舱水在宁波海域的排放与近年

与数量：船舶压舱水中携带浮游动物平均个体密度为１６４

来宁波海域赤潮频繁发生可能有一定的关联。

个／１００Ｌ。经鉴定共有１８种，桡足类占绝对优势有１０种，浮

目前，我国政府已经逐渐认’龊到有害性生物，尤其是外

游幼虫３种，海洋昆虫１种，端足类１种，介形类１种，水母

来有害生物的危害性，开始对船舶压舱水携带导致有害生物

类１种，被囊类１种。③外洋种与赤潮相关藻种的鉴定与分

传人的严峻形势有所重视，正开始加大预防与控制的力度予

析：调查发现压舱水中携带４种外洋藻种：笔尖形根管藻

以应对。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０４，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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