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调查·
老年人躯体机能受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王德文

【摘要】

目的

了解老年人躯体性日常生活能力（ＰＡＤＬ）以及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ＩＡＤＬ）的受

损现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利用中国老年健康长寿跟踪调查数据，对其中２００２年ＰＡＤＬ和ＩＡＤＬ
完全自理的６７６１人和３５５６人进行跟踪分析。结果２００２年１ＡＤＬ（或ＰＡＤＬ）完全自理的老年人到
２００５年时保持ＩＡＤＬ（或ＰＡＤＬ）完全自理的男女比例分别为５９．３％和５１．８％（或８７．１％和８１．５％）。
６５—７４、７５～８４、８５～９４以及９５～１０５岁组的老年人，从２００２年ＩＡＤＬ或ＰＡＤＬ完全自理到２００５年时
分别只有７０．０％、４７．０％、２４．０％和１５．０％保持ＩＡＤＬ完全自理，约有９５．０％、８７．０％、７４．０％和
５５．０％保持ＰＡＤＬ完全自理。在控制性别、社会经济等变量后，老年人年龄越大、过去２年内患重大
疾病的次数越多以及认知能力越低其ＩＡＤＬ或ＰＡＤＬ受损的可能性越大。结论老年人躯体机能受
损程度随着年龄增大加重。ＩＡＤＬ受损程度严重于ＰＡＤＬ。老年女性受损程度均比男性严重；老年人
的年龄、过去２年内患重大疾病的次数以及认知能力对其躯体机能受损具有预测性作用。
【关键词】躯体机能受损；老年人；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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躯体机能指标如日常生活能力（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关我国老年人ＡＤＬ的研究越来越多。然而，能够利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ｖｉｎｇ，ＡＤＬ）是衡量老年人生存质量的重要尺

用纵向研究方法同时探讨ＰＡＤＬ以及ＩＡＤＬ以及能

度。ＡＤＬ可以分为躯体性日常生活能力（ＰＡＤＬ）以

够代表全国性现状的相关报道属鲜见。为此，本研

及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ＩＡＤＬ）‘１｜。近十多年有

究利用中国老年健康长寿跟踪调查（ＣＬＨＬＳ）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的调查数据幢Ｊ，分析６５岁以上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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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ＰＡＤＬ以及ＩＡＤＬ受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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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１０９１。

生活方式，ＡＤＬ等９２个问题共１８０个子项目。本
研究所涉及的ＰＡＤＬ主要包括洗澡、穿衣、上厕所、
室内移动、控制大小便和吃饭６项；ＩＡＤＬ主要包括

１．研究对象：采用ＣＬＨＬＳ在辽宁、吉林、黑龙

串门、外出买东西、独自做饭、独自洗衣服、连续行

江、河北、北京、天津、山西、陕西、上海、江苏、浙江、

走１ ｋｍ、提起大约５ ｋｇ重的东西、连续蹲下站起３

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

次、独自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８项。

西、四川、重庆２２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大约５０％

４．统计学分析：用ＳＰＳＳ（Ｖ １６．０）软件建立数据

的县（市、区）进行随机抽样调查数据¨ｏ。抽样方法

库，单因素分析用Ｙ２检验或ＡＮＯＶＡ检验，对老年

是对所有的存活百岁老年人在其自愿前提下进行人

人ＩＡＤＬ或ＰＡＤＬ受损的影响因素用Ｍｕｌｔｉｎｏｍｉａｌ

户访问，在入户访问前按百岁老年人编号随机给定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以有效消除混杂因素的影响。

的年龄、性别、城乡的６５～岁、７０～岁、８０～岁以及

结

９０～岁老年人调查样本数。于２００２年共调查６５岁

果

以上老年人有效问卷１５ ７９８份。２００５年的调查对

１．老年人躯体机能受损情况：表１分析数据显

象共有以下特征：①原存活老年人，指２００２年调查

示，２００２年ＩＡＤＬ完全自理的老年人到２００５年时

过目前仍存活的老年人，按照名单进行入户跟踪调

保持ＩＡＤＬ完全自理的男女比例分别为５９．３％和

查。②给定年龄、性别的新增补老年人，包括两种：

５１．８％，转为５～８项受损的男女老年人分别为

第一种是替代老年人，替代２００２年被调查的６５～岁

１３．１％和１２．７％（矿＝２６．７９，Ｐ＜０．００１）；２００２年

但在２００５年调查时已经去世的老年人（具体替代方

ＰＡＤＬ完全自理的老年人到２００５年时保持ＰＡＤＬ

法是：在该死亡老年人所在调查点，就近选择同性

完全自理的男女比例分别为８７．１％和８１．５％，转为

别、同年龄进行等量增补调查）；第二种是增加、补充

完全依赖的男女分别为３．７％和６．１％（Ｘ２＝４１．８１，

的百岁老年人，因为调查点上的所有百岁及以上老

Ｐ＜０．００１）。此外，２００２年ＩＡＤＬ或ＰＡＤＬ完全自

年人都被列为调查对象。

理的老年人到２００５年时６５～７４岁组，约有７０％能

列入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从２００２跟踪到

保持ＩＡＤＬ完全自理，约９５％能保持ＰＡＤＬ完全自

２００５的老年人群中，２００２年ＰＡＤＬ完全自理的

理；７５－－８４岁组，有４７％能保持ＩＡＤＬ完全自理，约

６７６１人以及ＩＡＤＬ完全自理的３５５６人。其中，

８７％能保持ＰＡＤＬ完全自理；８５～９４岁组，有２４％

ＰＡＤＬ完全自理的人群中，３２５０（４８．１％）人为男性，

能保持ＩＡＤＬ完全自理，约７４％能保持ＰＡＤＬ完全

３５１１（５１．９％）人为女性，平均年龄８０．０７岁；ＩＡＤＬ

自理；９５～１０５岁组中有１５％能保持ＩＡＤＬ完全自

完全自理的人群中，２０９７（５９．０％）人为男性，１４５９

理，约５５％能保持ＰＡＤＬ完全自理；随着年龄的增

（４１．０％）人为女性，平均年龄７５．３５岁。

长，无论ＰＡＤＬ或ＩＡＤＬ受损程度日益严重（趋势

２．调查方法：ＣＬＨＬＳ的每次调查前都进行充分

Ｙ２值分别为８１４．４１和５５０．０９，Ｐ值均＜０．００１）。可

准备与培训，所有的入户访问均由一名调查员及一

见，随着年龄的增长，ＰＡＤＬ或ＩＡＤＬ受损程度也日

名医务人员共同进行。每调查一名老年人，调查员

益严重；老年人ＩＡＤＬ受损程度严重于ＰＡＤＬ；而女

都向被调查者解释调查属于自愿性，并让被访老年

性老年人受损程度均比男性严重。

人或亲属签字由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签署信（内容

２．躯体机能受损单因素分析：表２的ｘ２检验或

为同意自愿参加“全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调查”活

ＡＮｏＶＡ检验数据显示，城乡、教育、收入、职业、婚

动）。对于每一次调查结果，调查员都做到自查、互

姻、居住安排、生病时是否得到及时治疗、主要照料

查、抽查和逻辑校验，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已完成

者、有否公费医疗、过去２年内患重大疾病的次数以

的调查问卷，采取调查指导员检查、省级审核、项目

及认知等都与老年人ＰＡＤＬ或ＩＡＤＬ转归存在统计

课题组复核的三级捡查方式，同时还派人深入调查

学关联。

现场进行检查，并有针对性地进行回访抽查工作，发
现问题及时解决。

３．ＰＡＤＬ或ＩＡＤＬ受损多因素分析：为消除混
杂因素的影响，表３以２００５年ＰＡＤＬ或ＩＡＤＬ为因

３．调查内容：ＣＬＨＬＳ采用统一设计的调查表，

变量，２００５年ＰＡＤＬ或ＩＡＤＬ完全自理为参照组，

包括老年人个人及家庭基本状况，背景及家庭结构，

以２００２年的性别、年龄、城乡、教育、收入等１３个变

纛百：雩≤垂芸芸孑二箜攀ｉ篇
生竺煎盈痘堂盘查！！塑堡！！旦筮垫堂筮！！塑Ｑ亟』坠ｉ！！！堂丛：№！！堡坠笪圣ＱＱ墨：塑！：垫：塑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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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１１：１ ２

１丝！！：１ ２

１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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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面———————————————ｉ百可面—————————————１而面‘
变量

营銎

蔟嚣

泰鑫Ｆ值腿

婚姻状况（＝Ｏ）

１１８．０１＜０．００１

１９４·０７＜Ｏ·００１

居住安排（＝Ｏ）

１３７．６９＜Ｏ．００１

２１２·９２＜０·００１

生病时主要照料者（－－ｏ）

１２５．５０＜Ｏ．００１

１４８·１７＜０·００１

７．６１

生病时是否得到及时治疗

６·５７

Ｏ．０２２

５８
０２．
０３－
３１０．９１．４６３１．２６±４．配３４＜０·咖５絮±．
～
１．
加
４＋２６０
３５＜
１堋
埔
～．
２１
４
＋９
３
２６．
一
７５ ．
一…
过褰蠡盖塑翕黑李蠢病１９９１９．
次数（０—２４．ｊ±ｓ）
．１ ９

认知能力得分
（０－－３０，，ｆ＋＿ｓ）

．

５２

０

．

３１

４．０ ９８
．

１

±４． １２

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９２

４６４

２８．２２±２．６６

２７．２９±３．７５

２７．７４＋－－３．３２

５２。２４＜Ｏ。００１

．

±．
０

８９

０

．

±ｌ· ８９

１． ６０ ±４· ６５

Ｏ·０８７

１±１５；５２
４ ·，
·

５８１
１５３
３３３
５６８·５３＜Ｏ．００１
２５．２６４．５．９９ ２０．６７＋８．２８ １５．６２＋８．５８ １２．５０４．８．２３
５６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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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老年人ＰＡＤＬ、ＩＡＤＬ受损多因素分析［ＯＲ值（９５％ｃ，）］

性别（男性＝ｏ）

１．３６（１．１２－１．６６）Ｏ．０１／２ １．０４（０．７１６～１．４１）Ｏ．８２１ １．１４（０．９０－－１．４３）Ｏ．２８４ １．０５（Ｏ．６８－－１．６２）Ｏ．８３２

年龄（岱－１０５岁）

１．０ｓ（ｔ．０６－１．０９）＜０．００１ １．１４（１．１２～１．１６）＜０．００１

１．似１．０６～１．０９）＜０．００１

居住地（农村＝０）

Ｌ０３（０．８６－１．２５）

１．２８（Ｉ．０４～１．５８）

Ｏ．７３１

１．１１（０．８４～１．４９）

Ｏ．４６０

０．０１９

１．０７（ｉ．０５－１．０９）＜Ｏ．００１
１．２４（０．岛～１．８３）

Ｏ．２９３

０．９３（ｏ．６６～Ｌ踅）Ｏ．６９２
Ｉ．０６０．０５～ｉ．ｏｓ）＜０．０９１
１．３２（Ｏ．孵～１．戤）

１．３２４

教育年限（无教育＝Ｏ）
＞５

０．９６（Ｏ．７６－－１．２２）０．７．５４ ０．９４（Ｏ．６５－－１．３７）０．７５２ Ｉ．３６（１．０１－－１．８３）０．０４０ １．１７（ｏ．６４－２．１４）０．６１１

１．嚣（ｏ．７８－－２．０９）０．３３２

１～４

１．１１（０．８９～１．３０）０．３６３ １．１０（０，７９～１．５３）０．５７１ １．１２（ｏ．８６～１．４６）０．３９１ １．１６（０．７１～１．９１）０．５５１

０．８６（０．５６～１．３１）０．８６１

１．１５（０．９Ｂ～１．４２）０．１９２ １．１６（０．黼～１．５５）０．３３３ ０．９９（０．８１～Ｌ２１）０．９３４ １．０６（Ｏ．７３～１．５３）０．７８２

０．９９（０．７４－－１．３４）０．４７２

职业（非农＝Ｏ）
家庭人均年收入
（元，≤１２００＝Ｏ）

ｏ．００５

１．０７（０．７３一１．５９）ｏ．７２２

１．１５（ｏ．７３～１．母）ｏ．５４４

ｏ．９８（ｏ．６９～１．剪）ｏ．９４３

ｏ．３１２

１．５５（ｏ．田一４．０７）０．３７２

＞３００１

０．８９（０．７ｌ～１．１４）０．３７１ ０．９９（Ｏ．６９～１．４４）０．９９１ １，４１（Ｉ．憾～１．犯）０．１２２ １．９７０．挖～３．１８）

１２０ｌ－３０００

ｏ．８７（ｏ．７１～１．０７）ｏ．１９４ ｏ．９９（ｏ，７２～１．３７）ｏ．９８２ １．２３（ｏ．９７～１．５６）
Ｌ０５（０．６９－１．６１）

ｏ．８２３

１．２６（ｏ．８１～２．厕ｏ．２５３

仅与配偶

Ｌ１０（ｏ．６７～１．８１）

ｏ．７１１

２．∞（１，１２－－６．０７）０．０２７ ２．６２（１．１９～５．７４）

与配偶、子女等

１．０５（０．６４－－１．７４）０．８４３ ３．１３（１．３５～７．２６）０．００８ ２，２４０．位～４．９）

婚姻状况（有ｄＢ偶＝Ｏ）

ｏ．０９０

２．２３（１．０９～４．５８）０．０２８ １．％（０．５３－７．４５）

居住安排（独居＝ｏ）
０．仇７

１．８５（０．４３～７．９３）０．４１３

１．１３（０．３ｆ７—３．４３）０．３７１

０．０４５

２．５２（０，６１－１０．４８）０．２１２

２．２２（０．７ｊ６～６．４７）０．１４２

仅与子女０．７１（０．４１－－１．２７）０．２６２ ０．６５（ｏ．２４～１．７ｓ）ｏ．４吃１．２７（ｏ．７７～２．０９）０．３５４ １．４０（０．配～３．１４）０．４２０

２．２２（ｉ．１７～４．复）０．０１５

与子女及其他人

１．１３（ｏ．８５～１．锣）

０．４０ｌ

ｏ．７９１

１．４０（０．８９—２．２１）０．１４３

养老院

１．０７（０．４３－２．毙）ｏ．９２０ ２．９２（ｏ．９６－１．４１）ｏ．０５８ ０．７７（０．３５～１．７０）ｏ．５２２ ０．８５（ｏ，２４－３．∞）ｏ．８１４

ｏ．５７（０．１９～１．７０）ｏ．３１２

２．１５（１．鲳～３．３６）

０．ＯＯｌ

Ｌ３０（ｏ．９７－１．７５）

ｏ．０８１

ｏ．９３（０．５４～１．５９）

生病时主要照料者（保姆
及社会服务等＝０）
配偶０．９３（Ｏ．４２～２．∞）

０．舵（０．２９～２．３１）

ｏ．７１４

０．ｍ（ｏ．３９～１．６７）

ｏ．５６１

ｏ．９１（ｏ．２６～３．１８）

ｏ．８８１

ｏ．８５（ｏ．３０－２．４０）ｏ．７５０

子女及其他家庭成员

１．０３（０．４８～２．１９）ｏ．９４０ ｏ．９６（ｏ．３６～２．５４）

０．９＂３２

ｏ．８１（ｏ．铊～Ｌ５６）

０．５３２

ｏ．７５（０．２６～２．１８）

ｏ．５９１

ｏ．５６（０．为～１．３５）ｏ．１９１

无人照料

１．３０（ｏ．５５～３．ｏｓ）Ｏ．５５０ ０．９３（ｏ．２８～３．０９）ｏ．９０３ ０．６１（０．２４～１．５４）０．２９１ ０．６５（ｏ，１４～３．０６）ｏ．５８２

ｏ．３１（０．吣一１．３５）０．１２２

ｏ．８４４

生曩爵嚣雾器銎ｏ）
糯藩铲医Ｌ０１（ｏ弦１㈣０．９２１
崤晶簇袭悫！鼋萨 １．５６（１．３６－－１．７９）＜ｏ．０Ｄｌ
１．０６（０．７４－－１．５１）

认知能力得分（Ｏ一３０）
Ｒ２

ｘ２检验

１．３５（０．观～２．２６）０．２５３ ０．９３（０．６６－－１．３１）０．６６０ １．１３（０．６３－－２．０１）０．６＇９０

０．８８（０．５５～１．４０）０．５８１

１．ｏｚ（ｏ肛１．ｓ７）０．９６２

１．１７（ｏ．６９－１．９９）０．．５６３

２．３６（１．９５－２．７５）＜ｏ．ＯＯｌ １．４／（Ｉ．３３～１．６３）＜ｏ．００Ｉ １．５９（１．４４～１．７７）＜ｏ．００１

１．０６（１．０５－－１．０８）＜ｏ．００１

０．８９（Ｏ．８８－ｏ．９２）＜０．ｏｏｉ ０．ｍ（ｏ．７９～１．５３）＜０．００１ ｏ．９５（ｏ．９４－０．９７）＜０．ＯＯｌ ｏ．８９（ｏ．９７～Ｏ．９１）＜Ｏ．００１

ｏ．８５（０．８４～Ｏ．８７）＜Ｏ．００１

ｏ．７５１

０．９７（０．６４－１．４５）０．８６１

１．０８（０．７９“４８）０．６４４

０．３３３

０．３２７

１．１２４×１０３（如＝０．０００）

１．６１６×１０３（％＝０．０００）

量为自变量，利用Ｍｕｌｔｉｎｏｍｉａ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ａｌ回归分析。

只在特定的模块中起作用。

对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ＩＡＤＬ受损分析显示，从２００２年

表３中ＰＡＤＬ受损“相对自理／完全自理”的模

ＩＡＤＬ完全自理到２００５年转为１～４项受损中（表

块分析显示，年龄每增大１岁、过去２年内患重病次

３），年龄、性别、过去２年内患重病次数以及认知能

数每增加１次其ＰＡＤＬ从２００２年完全自理到２００５

力是影响ＩＡＤＬ受损的因素；年龄每增大１岁、过去

年转为相对自理的可能性分别为１．０８、１．４７倍，居住

２年内患重病次数每增加１次其受损的可能性分别

在城镇的老年人是农村老年人的１．２８倍；而认知能

为１．０８和１．５６倍，老年女性受损的可能性为老年男

力得分每增加１分其转为相对自理的概率降低

性的１．３６倍；而认知能力得分每增加１分其受损的

（ＯＲ＝０．９５）。与独居相比，只与配偶同住、与配偶

可能性就会降低（０Ｒ＝０．８９）。从２００２年ＩＡＤＬ完

和子女等多代同住的老年人其ＰＡＤＬ转为相对自

全自理到２００５年转为５～８项受损的模块中（表３），

理的可能性较高，分别高出２．６２、２．２４倍；此外。＞５

增加了与独居的比较，其中仅与配偶同住、与配偶及

年以上文化程度的老年人转为相对自理的可能性为

子女等多代同住、与子女及其他人同住以及住养老

文盲老年人的１．３６倍；家庭人均年收入＞３００１元的

院的老年人其ＩＡＤＬ转为５～８项受损的可能性较

老年人是≤１２００元的１．４１倍；无配偶的老年人是有

高，分别高出２．６２、３．１３、２．１５、２．９２倍。性别差异无

配偶老年人的２．２３倍。在“相对依赖／完全自理”以

统计学意义。说明年龄、患病以及认知都对ＩＡＤＬ

及“完全依赖／完全自理”的模块中，结果类似，不同

受损情况有较一致的影响作用，但是性别、居住方式

的是居住地、文化程度或有无配偶等变量与ＰＡＤＬ

·１０９４·

受损不存在统计学关联。说明年龄、患病、认知都对

分老年人缺乏养老保障ｎ ０１，在躯体机能尚能自理的

ＰＡＤＬ受损有一致的影响作用，但是居住地、教育、

状态下，通过帮子女做家务、带小孩等方式（含养老

有无配偶等只在特定的模块中起作用。

资源）生活…１；繁重的家务可能促使其躯体疲劳甚

讨

论

至机能下降；而独居和仅与配偶同住相比其ＡＤＬ下
降的可能性高出２．６９倍，笔者从分析的原始数据发

本研究显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老年人或是年

现，样本中独居的１１２５名老年人中，男女所占比例

龄差异其ＩＡＤＬ受损情况严重于ＰＡＤＬ；这是因为

分别为３５．５％和６４．５％；只与配偶同住的１７８４名老

ＰＡＤＬ包括的是老年人洗澡、穿衣、进食等日常生活

年人中，男女所占比例分别为６３．４％和３６．６％。说

中最基本的内容，而ＩＡＤＬ包括的是做饭、购物等操

明独居中老年女性为多数，而男性与配偶同住的占

持家务及维持社会活动能力的内容；所以，ＩＡＤＬ会

多数。所以，本研究结果提示，与配偶同住的老年人

更难于ＰＡＤＬ，根据人类自然的衰老过程中，ＩＡＤＬ

比独居老年女性其躯体机能下降的危险度高，这与

受损比ＰＡＤＬ更早发生，这与其他的研究结果一

国外的研究结果较一致ｎ引。因为在一般的家庭模

致¨Ｊ。。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ＰＡＤＬ或ＩＡＤＬ受

式中，女性要做更多的家务劳动，所以女性老年人在

损程度也日益严重，也是符合人类自然的衰老过程。

躯体机能完全自理的状态下，独居可使其躯体机能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调整了年龄、性别、城

下降风险更小。其次，根据生物体生存的本能反应，

乡、文化、收入、居住方式以及日常照料等变量的影

独居会促使老年人躯体机能尽可能保持相对自立状

响后，老年人过去２年内患重大疾病的次数越多和

态；一旦躯体机能受损，他们只好从独居转向与子女

认知能力越低其ＰＡＤＬ或ＩＡＤＬ受损的可能性越

等亲属同住。所以，也不能排除与子女或其他亲属

大。这提示疾病与ＰＡＤＬ和ＩＡＤＬ受损存在很强的

同住是一种躯体机能受损的“选择性结果”。

统计学关联，老年人患病次数与病种越多其ＰＡＤＬ
和ＩＡＤＬ受损的可能性就越高。这与相关的研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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