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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老年人躯体健康与抑郁症状发病的相关研究
孙菲

刘富荣

汤哲

【摘要】

刁丽军

刘宏军

吴晓光

关绍晨

探讨社区老年人群躯体健康状况与抑郁症状发病之间的关系。方法

目的

采用分层

随机整群的抽样原则，在北京市城乡社区老年人群中抽取有效样本２５０６人，分别于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４
年采用综合问卷进行人户调查。结果

北京市社区老年人抑郁症状的４年累积发病率是１０．５８％。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越低抑郁症状发生率越高（文盲组、小学组和初中以上文化组的发生

率分别为１５．２％、１０．５％和５．１％；Ｙ２＝２６．５８７，Ｐ＝Ｏ．０００）；居住在农村的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明
显高于城市的老年人（１５．４％、６．１％；Ｙ２＝３１．１６３，Ｐ＝Ｏ．０００）。健康自评差的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发
生率明显增加（健康自评为良好、一般和差的各组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发生率分别为７．３％、１３．２％和
３８．Ｏ％；Ｙ２＝２３．３８５，Ｐ＝０．０００）；有认知功能障碍的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发生率明显高于认知功能正
常的老年人（１９．３％、９．６％；Ｙ２＝１１．９４７，Ｐ＝Ｏ．００１）；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发生率也髓
显高于能够自理的老年人［基本日常生活自理能力（ＡＤＬ）：３７．５％、１０．１％；Ｙ２＝１５．９３０，Ｐ＝０．０００；操
作性日常生活自理能力（ＩＡＤＬ）：１７．５％、９．６％；Ｙ２＝９．５０１，Ｐ＝ｏ．００２］。１。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文化程度、居住地区、健康自评和ＡＤＬ是老年抑郁症状发病的独立影响因子。结论文化程度低、居
住在农村、健康自评差以及ＡＤＬ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病风险增高。
【关键词】抑郁症状；躯体健康；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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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老龄化日益成为政府和社会大众的关注焦

为本次研究的对象。

点之一，它不仅包括老年人的躯体健康，心理健康亦

２．方法：两次调查方法相同，由经过统一培训的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有研究表明心理健康对生

调查员亲自到每一位被访问的老年人家中，采用“北

活质量的影响大于躯体疾病¨］。据统计，各种心理

京老龄化多维纵向研究”问卷进行调查１５ ｏ，问卷由受

问题中以抑郁最为常见。目前，国内外研究多数集

试者基本情况、健康自评、神经心理、经济状况、慢性

中在老年人抑郁症状患病情况研究，对其发病影响

病史、卫生行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等多个子量表组

因素的相关报道较少。本文以北京市一个有代表性

成。其中抑郁症状采用美国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

的老年人群体为研究对象，进行大样本的纵向流行

（ＣＥＳ—Ｄ）进行评估。６。，根据以往的研究。７Ｉ，将ＣＥＳ—Ｄ

病学研究，探讨老年人躯体健康与抑郁症状发病之

总分≥１６分确定为有抑郁症状，ＣＥＳ—Ｄ＜１６分确定

间的相关关系，为老年人抑郁的防治提供依据。

为元抑郁症状。认知功能采用简短精神状态量表

对象与方法

（ＭＭＳＥ）进行评价，其界值在文盲组、小学组、中学
组和大专以上组分别是１７、２０、２２和２４分；低于或

１．对象：本研究为“北京市老龄化多维纵向研

等于界值时判为存在认知功能障碍，高于界值时判

究”课题的调查内容之一。该课题开始于１９９２年，

为认知功能正常’８。。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量表分为两

随后分别在１９９４、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和２００４年进行了四次

部分，基本日常生活自理能力（ＡＤＬ）与操作性日常

随访调查。基线样本人群的选择以中国第四次人口

生活自理能力（ＩＡＤＬ），每项功能评定为三级，自理、

普查北京市的抽样资料为依据，采用按类分层、分

部分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受访者如有一项及以上

段、随机、整群的抽样方法，抽取北京市怀柔区、大兴

完全不能自理者判为不能自理（生活有依赖）。慢性

区、宣武区６０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作为调查对象。具

病的诊断以区县级以上医院的诊断结果为依据。

体做法分为三步完成。第一步，按照自然和生活环

３．质量控制：每次随访都集中在７月中旬至８

境、经济水平将全市１８个行政区先分为３类：城区

月底完成，每天的入户调查工作结束后，由课题组人

（即东城、西城、崇文、宣武、海淀、朝阳、丰台、石景

员与调查员一道采取集体检查的方式，挑出有遗漏、

山）；近郊平原区（即顺义、通县、大兴、门头沟、房

雷同和填写错误的问卷，第二天找被调查者修正，对

山）；远郊山区（即昌平、平谷、怀柔、密云、延庆）。然

仍有错漏者在统计分析时剔除。全部问卷收回两个

后从以上３类地区分别选择一个经济水平居中的区

星期后，再随机选出一部分被调查对象，通过电话方

（县）作为代表，即怀柔、大兴和宣武区。这３个区

式回访；对问卷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进行复查。历年

（县）分别由９个街道、２７个乡和２１个乡组成。第

的重复性调查的符合率均在９５％以上。

二步，按照人口老龄化程度和文化程度，随机在宣武

４．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 Ｄａｔａ软件建立数据库，

区抽取了２个街道，大兴区２个乡，怀柔区１个乡。

采用二次录入方式输入调查数据，然后利用ＳＰｓＳ

在抽中的街道和乡中再随机抽取若干个居委会和自

“．５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采用Ｙ２检验进行单

然村。第三步，在选中的居委会和自然村中，将所有

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采用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

６０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按年龄分为６０～岁、６５～岁、
７０～岁、８０～岁组排列登记，根据北京市现有人口的

结

果

城乡分布比例确定各乡、街道抽中的居委会、自然村

１．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病情况：研究对象１３４２人

各年龄组的人数。各年龄组中男女比例各半旧‘４１。

中，男性６８６人（５１．１％），女性６５６人（４８．９％）；城

在２０００年的随访调查中，调查了北京市城乡２８３２

市６４８入（４８．３％），居住在大兴和怀柔区等农村地

名６０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排除患有痴呆、脑外伤和

区的有６９４人（５１．７％）；文盲５３８人（４０．１％），非文

抑郁量表无应答者，剩余２５０６人。于２００４年再次

盲８０４人（５９．９％）；年龄６０～９５岁，平均７０．８２岁。

进行随访调查，期间因搬迁等原因失访５４８人，随访

其中有１４２人发生了抑郁症状，４年累积发病率是

到１９５８人，其中有３４３人死亡，生存１６１５人。在排

１０．５８％，年平均发病率为２．６５％。

除抑郁量表无应答或者应答不全的６６人以及２０００

由表１可见，文化程度越低的老年人，出现抑郁

年被确认为老年抑郁症的２０７人后，将余下的２０００

症状的风险越大，同时，居住在农村的老年人，抑郁

年调查时被确认为无抑郁症状的１３４２名老年人作

症状的发生率也明显高于城市的老年人，经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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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女性老年人抑郁症状的

北京地区城乡１３４２名老年人躯体健康状况
对抑郁症状发病率的影响

发生率略高于男性，６５～岁老年人的抑郁症状发生

累积发病

率高于６５岁以下的老年人，但是经统计学检验，差
因素

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１

贸囊 例数专露亨

ＲＲ值‘９５％ｃ。’

：ｃ２值Ｐ值

２０００年北京地区城乡１３４２名老年人抑郁症状
４年累积发病率

表３

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病危险因素的ｌｏ西ｓｔｉｃ回归
分析结果

里童

！

兰里丝笙笪！堡

堡堕！！！兰里！一

文化程度
文盲月Ｅ文盲

Ｏ ４０１

Ｏ．２０４

３．８６３

０．０４９

１．４９３（１．００１～２ ２２６）

Ｏ．８２４

０．２１７ １４．４２８

０．０００

２．２７９（１ ４９０～３．４８７）

Ｏ ６６０

０．２１７

９．２４５

Ｏ．００２

１

１．３６０

０

９．１４１

Ｏ．００２

３．８９６（１．６１３～９．４０７）

地区
农村／城市

２．躯体健康状况对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病的影
响：在本次研究中采用健康自评、认知功能、生活活
动能力（ＡＤＬ、ＩＡＤＬ）以及重要脏器的慢性病史等指

健康自评
差／好

９３４（１．２６４～２．９５８）

ＡＤＬ

非自理／自理

标来评估老年人的躯体健康状况。由表２可见，躯

４５０

讨

体健康状况不同的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发病率也有

论

所不同，其中健康自评差、有认知功能障碍、生活不

研究显示在老年人群中，抑郁症状的发生率远

能自理的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病风险较高。患有慢性

高于抑郁症拍＇７Ｉ。在本次研究中采用了美国流调中

病的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病率虽然高于无慢性病者，

心制订的ＣＥＳ Ｄ作为测量工具；该量表广泛用于西

但是经统计学检验，二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方国家的人群流行学调查，被认为是一个设计合理

以上多个单因素分析显示，居住地区、文化程

而且可靠的调查工具随，９Ｉ。该量表引人国内已数

度、健康自评、认知功能、ＡＤＬ以及ＩＡＤＬ与抑郁症

年，研究证明在各种人群中的应用都是可靠的，多数

状发病相关。将是否发生抑郁症状（０＝否，１＝是）

报告与国外基本相同ｎ ０。１２。。多项研究显示抑郁症状

作为因变量，以居住地区（１＝城市，２＝农村）、文化

发生风险存在城乡差异ｎ ３。１６１。本研究显示，农村老

程度（１＝非文盲，２＝文盲）、健康自评（１＝良好，２＝

年人抑郁症状的发病风险高于城市老年人。可能原

差）、认知功能（１＝正常，２＝障碍）、ＡＤＬ（１＝自理，

因是：居住于农村者多数是农民，经济收入及医疗保

２＝非自理）以及ＩＡＤＬ（１＝自理，２＝非自理）作为

健保障率低，生活居住条件较差，因而容易产生抑郁

自变量，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表３）。回归分析结

情绪。

果表明，文化程度、居住地区、健康自评和ＡＤＬ是抑

国外有研究显示在文化水平较低的老年人中，

郁症状发病的独立影响因素，文化程度低、居住在农

抑郁症状的发生率较高∞’１川，但是也有研究认为文

村、健康自评差和ＡＤＬ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具有较高

化水平与抑郁症状的发生无关Ｈ８’１９］。本次研究发

的发生抑郁症状的风险。

现文化水平低的老年人发生抑郁症状的风险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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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原因有：①老年人文化程度偏低可麓导致其社
会地位、经济地位以及就业能力低下，从而产生自我
评价低，带来负性情绪，导致抑郁症状产生；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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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容易产生抑郁症状。
由于日常生活能力下降，老年人与外界的接触减

少，导致孤独感增强；生活无法自理而需依赖他人，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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