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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中对老年人预期寿命的影响及变化趋势
方向华

汤哲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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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评价卒中对北京地区老年人预期寿命（ＬＥ）、健康预期寿命（ＡＬＥ）和不健康预期寿

命（ＩＡＬＥ）的影响，以及上述各项预期寿命指标从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的变化趋势。方法采
用纵向研究方法对北京市城区（宣武）、近郊区（大兴）和远郊区（怀柔）有代表性老年人群（３２５７例）进行
１２年追踪，调查其健康和存活状况。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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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Ｓ分析比较１９９２一１９９７年和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２个时间段的ＬＥ、ＡＬＥ和ＩＡＬＥ
变化。结果各年龄卒中组老年人的ＬＥ和ＡＬＥ均低于非卒中组老年人，ＩＡＬＥ则高于非卒中组。基线

健康状态是ＡＬＥ的重要决定因素——基线状态为健康的卒中组老年人，其ＡＬＥ低于非卒中老年人，但
是ＡＬＥ长于ＩＡＬＥ，且卒中组与非卒中组的认ＬＥ无差异；而基线不健康的卒中老年人ＡＬＥ大幅度减

少，队ＬＥ超出ＡＬＥ。城市卒中组老年人的ＬＥ和ＡＬＥ均高于农村，而呲Ｅ低于农村。到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间，无论城乡。是否患卒中，基线调查时是否处于健康状态，ＬＥ均有所增加，其中ＡＥＬ的增加幅度高
于ＩＡＬＥ，基线不健康的卒中组老年人的ＡＬＥ增加幅度最大。结论卒中减低老年人生命数量与质量，
对于农村老年卒中患者更为明显。从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期间，北京地区无论是城市还是

农村，卒中老年人的ＬＥ和ＡＬＥ都有所延长，提示其生命数量和质量得到改善。
【关键词】卒中；健康预期寿命；生活能力评估量表；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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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老龄化日趋严重，预期寿命逐渐增长，
余寿中的生命质量引起人们的关注，因而提出了健
ＤＯｈ

１０．３７６０／ｅ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２．００１

康预期寿命（ａｃｔｉｖｅ

ｌｉｆ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ｃｙ，ＡＬＥ）概念。

ＡＬＥ是指生命中保持良好健康状态的时段，即表示
生命的数量，更说明生命的质量，是了解不同时期、

基金项目：美目老年所资助项目（ＲＯＩ ＡＧ２００６３．０１）

地区、人群的卫生保健事业发展状况的有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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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国内外蓬勃开展了涉及ＡＬＥ的各个方面研

学部（方向华、汤哲、项曼君）；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ＵＳＡ（Ｚａｃｈａｒｙ

究，人Ｉｚｉ学研究发现社会经济条件如教育、收人、地

Ｚｉｍｍｅｒ．Ｔｏｓｈｉｋｏ Ｋａｎｅｄ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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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等对ＡＬＥ有明显影响，近年来医学界也开始探讨

人，并以此为基线样本继续追踪至２００４年。本研究

各种疾病危险因素对ＡＬＥ的影响口＿１，以评价其对人

仅对６０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进行分析，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

群生命质量的危害程度。我国对老年人Ｅｌ ＡＬＥ的

队列和２０００一２００４年队列分别有６０岁及以上的老

研究也在逐步展开Ｈ１，但尚未涉及具体疾病对各项

年人２７５０人和２６６２人。

预期寿命指标的损害作用。本研究利用“北京老龄

采用ＳＡＳ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算各项预期寿

化多维纵向研究”中１９９２－－２００４年的调查与随访资

命指标。ＳＡＳ程序由美国人口协会编写。预期寿命

料，探讨我国老年人常见疾病——卒中对老年人各

的计算分２步完成，首先采用多变量风险模型

项预期寿命的影响与变化趋势。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ｈａｚａｒｄ ｍｏｄｅｌｓ）估计队列人群健康状

况向不同状态变化的转化率，该模型假设研究队列

对象与方法

人群在研究期间健康状态的转化存在如图ｌ的情况：

本研究系“北京老龄化多维纵向研究”课题，其

由多变量风险模型计算上述不同状况的转化率：

中基线调查于１９９２年完成。根据抽样的原则，对北
京市城区居民（宣武）、近郊农村（大兴）和远郊区农
村（怀柔）５５岁以上的人群进行调查，分别于１９９７
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４年对研究队列进行随访，关于调查
地区的确定、样本的选择及其对北京市居民代表性
的评价、基线及各次随访调查的内容、死亡及失访情

图１研究期间队列人群可能出现的健康状况转化

况见前期发表文献一】，本文仅介绍与本研究相关的
Ｉｎｈ，（卫）＝届一＋岛年－并－Ｉ－卢卒十

研究方法与内容。
调查由经过培训的调访员入户面访，问卷由

式中，ｈ。为研究期间（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ＷＨＯ提供，内容涉及社会学以及慢性病史、躯体健

年）研究对象从健康状态ｉ转变到健康状态ｆ的转换

康等方面内容。对于有卒中病史的老年人要求其提

率，然后利用ｋ建立基线时不同健康状态下的寿命

供区县以上医疗单位的诊断或医疗记录。每次调查

表，计算总预期寿命（１ｉｆ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ｃｙ，ＬＥ）、ＡＬＥ和

还包括队列人群的死亡和失访情况，死亡者通过家

ＩＡＬＥ，即ＬＥ＝ＡＬＥ＋ＩＡＬＥ瞪】。均数与率的差别采用

属、居委会及卫生院等机构确认，并调查死亡时间及

ｔ检验与）ｃ２检验分析。以１９９５年世界人口作为标准

死亡原因。失访原因包括外出、拒查、搬迁。

人口对卒中患病率进行标化。

采用ＷＨＯ的基本生活能力（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ｖｉｎｇ，ＡＤＬ）量表评估老年人的健康状态，ＡＤＬ量
表对于老年人的吃饭、穿衣、上下床、洗澡、步行
３００

结

果

表ｌ显示１９９２年和２０００年卒中标化患病率分

ｍ、上下一层楼６项基本生活能力进行评估，其

别为７．６％和１２．４％，两次调查男性的卒中患病率均

中任何一项有障碍即定为“不健康”，反之“健康”则

明显高于女性（Ｐ＜０．０５），卒中患者处于非健康状态

定义为老年人能够独立完成上述６项全部活动。

的比例、死亡率均明显高于非卒中者（Ｐ＜０．０５），

ＡＬＥ表示预期寿命中能保持上述全部６项活动无障
碍的时间，不健康预期寿命（ｉｎａｃｔｉｖｅ

ｌｉｆ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ｃｙ，ＩＡＬＥ）则表示上述６项活动中有一项活
动不能自理或需要他人协助完成。

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研究队列与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的研究队
列的失访率无明显差别。
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和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的观察结果均
显示卒中组老年人的ＬＥ和ＡＬＥ低于非卒中组（表

本研究分别采用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和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２），其中ＡＬＥ的差别更大，而卒中组的砒Ｅ则高于

年２个阶段的纵向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比较不同

非卒中组，这一现象在高龄卒中组更加明显．以

阶段ＡＬＥ的变化。１９９２年共调查３２５７人，１９９７年

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的ＡＬＥ为例，在８５岁以上的非卒中

随访时共７５１人死亡，３４９人失访。到２０００年随访

老年人，ＡＬＥ和ＩＡＬＥ分别为３．９和１．１年，而在同龄

调查时，又分别有３６０人死亡，９２人失访，原队列仅

卒中组老年人，ＡＬＥ仅为１．４年，而ＩＡＬＥ为１．８年。

有１７０５人。为保持纵向研究的持续性及各年龄段

卒中组的ＡＬＥ在ＬＥ所占比例（ＡＬＥ／ＬＥ）随增龄而

样本量的比例，于２０００年调查时按１９９２基线调查时

下降，６０岁为８０％（ＡＬＥ／ＬＥ＝０．８０），到８５岁时只有

抽样比例补充样本１１２７人，故２０００年共调查２８３２

４５％（ＡＬＥ／ＬＥ＝０．４５），提示随着年龄增加，患卒中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２Ｂ第３０卷第２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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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年人余生中生活在不健康状态下的时间延长；

图２显示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观察期间基线健康的卒

而在非卒中组则下降幅度明显低于卒中组，ＡＬＥ／ＬＥ

中组老年人，ＡＬＥ明显低于非卒中组老年人，但是卒

在各年龄组一直致保持在０．８０以上。到２０００—

中组与非卒中组的ＩＡＬＥ没有差别；而基线不健康的

２００４年期间，卒中与非卒中老年人的ＬＥ均有所延

老年人，卒中组各年龄老年人的ＩＡＬＥ均超出ＡＬＥ，

长，多数年龄组ＡＬＥ的增长高于ＩＡＬＥ，卒中组的

ＡＬＥ则很短。

ＡＬＥ／ＬＥ比值有明显提高，８５岁组卒中老年人的
ＡＬＥ／ＩＡＩ，Ｅ从０．４５上升到０．６２。

察起始时是否健康，城市老年人卒中组ＬＥ和ＡＬＥ

表１

无论在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或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期间、观
均高于农村，而农村老年人卒中组的ＩＡＬＥ高于城

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ｎ＝３２５７）和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
（ｎ＝２８３２）老年队列基线和随访情况

项日

卒中组

非卒中组

市，但是这些差别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有所减小，无论

￡值贸值Ｐ值

是城市还是农村，各年龄组的卒中老年人ＡＬＥ都有

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队列

所升高，而ｎＬＥ都有所降低（表３）。

≥６０岁人数
年龄（岁，ｉ±ｓ）

ｌ

男性比例（％）

，，６ ｌ 玎舟９

不健康比例（％）

３ｌ

失访率（％）

ｌ５

死亡率（％）

３ ９ ２石ｊ

０．５６１

表３卒中患者ＬＥ、ＡＬＥ与ＩＡＬＥ的城乡差别和变化趋势

１ ５．３００＜Ｏ．０００１

３）

１３０．９００＜Ｏ．０００ｌ
１．８２０

８±Ｕ∞９＠ Ｚ”耐旬回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队列
≥６０岁人数

０．５７５

３７７

记鹅，￡！拍

撇一一一一一
２２８５

７２．５±７．１

一

年龄（岁，ｉ±ｓ）

７３．１±６．７

男性比例（％）

６２．０（２０９）４６．８（１０６９）

不健康比例（％）

３１．２（１０５）

失访率（％）

２２．３（７５）

２１．６（４９４）０．０７０

死亡率（％）

２４．３（８２）

１３．８（３１５１

８．１（１８６）

０．１７７

１７．８００＜０．Ｏｏｏｌ

１．９４５

一

０．０５２

２７．８００＜０．０００１
１５７．７００＜Ｏ．０００１
０．７９１

２５．４００＜Ｏ．ｏｏＯｌ

注：括号内数据为人数
表２

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和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老年队列的
ＬＥ、ＡＬＥ和ＩＡＬＥ

８
６
４
２

Ｏ
８

一。｝一台专曩蓬

６
４
２

Ｏ

年龄组（岁）
—ｃ卜一卒巾组ＡＩ，Ｅ—ｏ一卒中组ＩＡＬＥ

＋非卒中组ＡＩ，Ｅ 一非卒中组ＩＡＬＥ

图２基线不同健康状态的卒中与非卒中老年人的ＡＬＥ与ＩＡＬＥ

中华流行病燃２００９年２月第３０卷第２期Ｃｈ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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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显示从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到

ｏ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期间，不同健康状

５

态的卒中组与非卒中组的老年人

４

ＡＬＥ与ＩＡＬＥ的净增加年限，结

３
２

果显示各组老年人的ＡＬＥ和

１

Ｌ让Ｅ都有所增加，基线不健康的
卒中组老年人的ＡＬＥ增加最多。
而基线不健康的非卒中组老年人
增加最少。

讨

论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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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一

７５１‘一

８０～

８５～

【ａＩＡＬＥ

０．７

０．６

０．５

０．３

Ｏ．２

Ｏ．２

０．１

０．２

０ ２

Ｏ．１

０

Ｏ．１

Ｉ口ＡＩ，Ｆ

２．４

２．１

１．８

１．５

１．２

１．１

５．２

３．５

２．２

１．３

０．８

０．５

抖
一

；囵目国国圉圉

５

基线健康

基线不健康

４

３

目前预期寿命的计算多采用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法№１。但该法为单递减生
命表，未将老年人从不健康状态
恢复为健康状态考虑在内，由此
会低估健康寿命ｍ。因此，近年来
国外采用多状态生命表法来进行

２

●

Ｏ

口ＩＡＬＥ

０．６

０．５

０．４

０．３

０．２

０．２

口ＡＬＥ

４．Ｉ

３．９

３．６｛３．３

３．０

２．８

２．４

１．８

１．３

０．９

０．５

０．３

１．４｛１．３
王｝二龄组（岁）

１．２

０．９

０．７

０．６

健康预期寿命的研究，但需要纵

图３从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期间基线不同健康状态的卒中与非卒中组

向调查的数据，国内在这方面研

老年人ＡＬＥ与ＩＬＡＥ增加的年限

究甚少。ＩＭａｃｈ和ＳＡＳ是目前常

用多状态寿命表分析软件，两种软件的计算结果各

差别，患有卒中的农村老年人，其ＬＥ、ＡＬＥ均低于城

有特点，前者可以计算可信区间，而后者可以按照基

区，且在ＡＬＥ更明显，而队ＬＥ则高于城区，提示健

线时的健康状态计算预期寿命。

康预期寿命与生活条件、经济、教育、卫生资源等的

关于本研究队列各项预期寿命指标的城乡与

关系更紧密。

性别差异及变化趋势已有文献报道［４Ｊ，本研究则探

可喜的是，与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的情况相比，

讨卒中对于各项预期寿命的影响。卒中具有高死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期间老年人无论是否有卒中病史，无

亡率和高致残率特点，本研究前期研究发现在老年

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其ＬＥ和ＡＬＥ均有所延长，且

残疾人中卒中患者占５０％ｔ引，２００３年的一份全球疾

ＡＬＥ的增加幅度高于ＩＡＬＥ。这表明随着经济的发

病负担研究（ＧＢＤ）报告指出，在各种疾患导致的失

展，北京地区老年人的生命数量和质量都得到进一

能中，卒中对寿命的损失（ＤＡＬＹｓ）列于第４位【９】，

步改善。但是，ＬＥ和ＡＬＥ的城乡差别依然存在，

１９９６年澳大利亚的分析指出卒中所导致的ＡＬＥ损

而且有扩大趋势。目前在我国农村卒中的主要危险

失列于诸多疾病的第２位”０】。

因素——高血压的患病率有上升趋势，在有些地区

本文结果表明，卒中明显降低老年人ＬＥ和

甚至已经超出城市…·１２１，这意味着在不远的将来我国

ＡＬＥ，ＬＥ只有同年龄老年人的７５％，而ＡＬＥ下降更

农村的卒中发病率将会相应增加，而我国农村的医

大，只有同年龄老年人的７０％。该数值大于１９９６年

疗资源则远不及城市，由此可见，农村的卒中预防工

澳大利亚的报道“１，与糖尿病对健康寿命的损耗相

作亟待加强。纵向研究还表明，尽管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近一’。由于ＡＬＥ较ＬＥ下降更多，因此卒中组老年人

年期间，各组老年人的ＡＬＥ都有所延长，其中基线

的ＡＬＥ／ＬＥ较非卒中组的下降也大，ＩＡＬＥ相应升

不健康的卒中老年人的ＡＬＥ增幅最大，这可能是近

高。本研究还显示ＡＬＥ／ＬＥ随增龄而下降，下降的

十年来卒中早期诊断技术的改善（例如ＣＴ、Ｍ对的

程度在卒中老年人大于非卒中老年人。这些都说明

广泛使用），使卒中患者在发病早期就能被识别，从

卒中患者除了急性期死亡率高外，尚可对存活的卒

而得到有效的治疗有关，而卒中患者的早期救治是

中老年人呈现慢性的摧残，缩短其寿命，并大大降低

患者存活与康复的关键之一。

生活质量。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卒中患者的ＡＬＥ存在城乡

本研究尚存在不足。首先是卒中病例数较少，
特别是农村人口相对更少，导致研究效力不够高，也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２月第３０卷第２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无法对研究队列做进一步分组研究；其次是本研究
不是卒中的专题研究，患病情况的确定是根据受访
者自报经县级以上医院确诊者，因此不排除有漏诊
的可能，而且１９９２年与２０００年调查的老年人，在卒

２００９，＇Ｃ０１．３０。Ｎｏ．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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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 ｌｉｆ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ｃｙ
Ａｒｃｈ

及其变化．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５，２６（１２）：９３９—９４２．
［５］Ｃｒｉｍｍｉｎｓ

ＥＭ，Ｈａｙｗａｒｄ

ＭＤ。Ｓａｉｔｏ 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ｓ ｉ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ｌｉｆ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ｃｙ

ＣＴ、Ｍ对等神经影像检查尚不普及，而到２０００年，则

ＧｅｒｏｎｔｏｌＳｅｒｉｅｓＢ：Ｐｓｙｃｈｏｌ

性病的干扰，例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都可能影响
到ＬＥ和ＡＬＥ，从而导致对这螳结果的低估。
综上述表明，卒中减低老年人生命数量与质量，
表现为ＬＥ和ＡＬＥ的减低，这种影响对于农村老年
卒中患者更为明显；从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期间，北京地区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卒中老年人
的ＬＥ和ＡＬＥ都有所延长，表明患有卒中的老年人
生命数量和质量均有所改善。

ｗｉｔｈ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ｌ＂ｄｉｓｅａｓｅ．

［４］汤哲．项曼君，ＺａｃｈａｒｙＺｉｍｍｅｒ，等．北京市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

中的诊断方法上可能存在差别，１９９２年北京地区
其应用已经比较广泛；再则本研究无法排除其他慢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Ｎｅｕｒｏｌ，２００３．６０（２）：２５３—２５９．

ｉｎ

ｔｈｅ ｏｌｄｅ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Ｊ

ＳｏｃＳｃｉ．１９９６．５Ｉ（３）：Ｓ１ＩＩ－Ｓ１２０．

［６］钟军，陈育德，饶克勤．部分城市居民健康预期寿命的初步分
析．中华预防医学杂志．１９９７，３１：２０９—２１１．
［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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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中国人口学，２００２，６：４０—４８．

［８］汤哲，项曼君．北京市老年人躯体功能评价与影响因素分析．中
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０３，２３：２９—３２．

［９］Ｍｕｒｒａｙ ＣＪ，Ｌｏｐｅｚ

ＡＤ，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ｙ ｃａｕ∞１９９０—２０２０：Ｇｌｏｂａｌ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Ｌａｎｃｅｔ，１９９７，３４９（９０６４）：１４９８—１５０４．

［１０］Ｊａｇｇｅｒ

Ｃ，Ｇｏｙｄｃｒ Ｅ，Ｃｌａｒｋｅ

Ｍ，ｅｔ ａ１．Ａｃｔｉｖｅ ｌｉｆ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ｃｙ

ｉ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Ｊ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Ｍｅｄ．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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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空间流行病学》现已出版
作为流行病学的一个新分支——空间流行病学在近ｌＯ年中发展较快，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研究者应用于疾病预防控制
与公共卫生等研究领域。由周晓农研究员主编的《空间流行病学）（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０３—０２１９８０－０）－－书于２００９年１月正式由科学
出版社出版。该书共分为理论篇、方法篇及应用篇共１４章５９．９万字，并配以丰富的图表加以说明。理论篇共计２章，包括总
论、基本概念与理论，主要涉及空间流行病学的发展史与研究范畴、数据的特征与类型、空间流行病学研究的尺度和维度、空间
流行病学的研究类型、空间流行病学的偏倚与混杂、空间流行病学数据的表达与可视化。方法篇包括空间流行病学基本方法

与步骤、数据管理系统、地理信息系统、遥感信息技术、全球定位系统、空间统计技术等６章，其中以各类空问技术平台的基本概
念与作用为重点．介绍空间数据的结构、分析方法步骤、表达方式等技术与知识，并举例介绍各类空间数据的获取与管理以及
国内外多种应用软件的使用方法。应用篇包括传染病预防控制中的应用、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的应用、环境卫生研

究中的应用、伤害研究中的应用、卫生资源研究与服务中的应用等５章，以空间流行病学理论与技术的应用范畴为主线，配以丰
富的图表举例描述各领域应用空间流行病学理论与技术的特点与方法。
该书以介绍近年空间流行病学的最新发展为主线，从理论、技术与实践３个层次分别对空间流行病学的发展趋势作了全面

阐述，从而使本书为更多的读者服务。该书内容翔实，由浅至深，循序渐进．可读性强。该书为前沿专著，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不但可作为高级教学用书，还可成为专业参考书。能使学生和学者较快地掌握空间流行病学的理论，使研究人员能更好地深化
空间流行病学的理论与技术，使公共卫生工作者能更好地应用空问流行病学方法．同样也可成为卫生管理人员的参考用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