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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老年人尿失禁患病严重程度、认知
及就诊情况
覃朝晖石婧刘雪荣夏丛旺刘东富

乌正赉于普林

【摘要】 目的探索农村老年人尿失禁的患病情况及严重程度，了解老年人对尿失禁的认识
及就诊情况。方法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天津市蓟县２个乡（镇）卫生院≥６０岁老年人７４３
名，按统一设计的调杏问卷，以面对面询问方式人户调查。结果调查点农村老年人尿失禁患病
率为３３．３８％，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４３．１５％体．２２．７５％，ｆ＝３４．７０，Ｐ＜０．０００１）；６０～、６５～、７０一、
７５～、８０一、８５—９５岁年龄组患病率分别为２８．６４％、３２．１２％、３４．０８％、３５．４５％、４７．７６％、３０．００％，随
年龄增长尿失禁患病率呈升高趋势（ｆ＝２．１９，Ｐ＝Ｏ．０２９）。除混合性尿失禁（ＭＵＩ）以中度为主外，
压力性尿失禁（ＳＵＩ）和急迫性尿失禁（ｕｕＩ）均以轻度为主，男性和女性不同程度ＳＵＩ、ＵＵＩ、ＭＵＩ构
成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一半以上的老年人从没听说过尿失禁（５０．２０％，３７３／７４３），只
有２２．８８％（１７０／７４３）的老年人认为尿失禁是一种疾病，８４．７９％（６３０／７４３）的老年人对尿失禁是否可
以治愈存在错误认识，８９．５０％（６６５／７４３）的老年人对尿失禁是否可以预防存在错误认识。２４８名
尿失禁者中，到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医院就诊的只有１２人（４．８４％），治疗方法均为药物治
疗。结论天津市蓟县农村老年人尿失禁患病率较高，但以轻度为主，大部分老年人对尿失禁缺
乏认识及足够的重视，且就诊处理时间滞后、诊治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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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失禁已成为１３益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目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软件进行数据双录入，并纠错。利用ＳＡＳ ９．１

前，我国针对老年人尿失禁的系统研究还很少，尤其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检验，患病率及构

是在农村地区。老年人尿失禁的预防亟需加强。为

成比比较采用）ｆ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了解农村老年人尿失禁的患病情况及尿失禁患者对
疾病的认知和诊治情况，我们对天津市蓟县农村
７４３名≥６０岁老年人尿失禁患病情况进行了调查。
对象与方法

结

果

１．调查对象一般特征：在调查的７４３名老年人
中，男性３５６人（４７．９１％），女性３８７人（５２．０９％），男
女性别比为０．９２：１。被调查的老年人平均年龄为

１．研究对象：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８日至１１月８日采用

（７０．３４±７．５４）岁，男性为（６９．９７±６．９５）岁，女性为

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天津市蓟县洇溜卫生院和大墼

（７０．６８±８．０４）岁，男女平均年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上卫生院所管辖的大现渠、八里庄、龙湾、大保安镇、

义（￡＝１．２９，Ｐ＝０．２００）。

六道街５个村序≥６０岁老年人（１９４７年６月１日前出

２．患病率分析：７４３名老年人中，共有２４８人患

生）作为调查对象，其中包括虽无户口、但已在当地

有尿失禁，患病率为３３．３８％，其中男性患病率为

居住半年以上的老年人，除外虽有当地户口、但调查

２２．７５％（８１／３５６），女性患病率为４３．１５％（１６７／３８７），

期间未在家居住的老年人。共调查７４６人，获有效

不同性别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Ｘ２＝３４．７０，Ｐ＜

问卷７４３份，总有效率为９９．６０％。

０．０００１），患病率女性高于男性。按年龄分组６０一、

２．调查方法：由培训合格的调查员按统一设计

６５一、７０～、７５～、８０一、８５～９５岁年龄组患病率分

的调查表以面对面询问方式人户调查。调查前采用

别为２８．６４％、３２．１２％、３４．０８％、３５．４５％、４７．７６％、

方便抽样方法共调查２０名老年人作为预调查，并在

３０．００％，不同年龄组老年人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ｄ后再对原被调查对象进行１次重复调查，考察问

义（）ｃ２＝８．９６，Ｐ－－－－－Ｏ．１１１），但随年龄增长患病率呈升

５

卷的重测信度（重复２次调查的一致性较高，Ｋａｐｐａ
值为Ｏ．８３）。调查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学

高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ｚ＝２．１９，Ｐ＝０．０２９）。

资料、下尿路症状、对尿失禁的认识、尿失絷隋况等。

病频次分为轻、中、重度。依据调查问卷，轻度是指

３．尿失禁的定义及分类：根据国际控制尿失禁

每月漏尿＜４次，中度是指平均每周发生尿失禁ｌ一

协会制定的标准ｋ１：①尿失禁：伴或不伴有任何原因

３．患病严重程度：按照尿失禁在过去４周内发

５次，重度是指平均每天发生尿失禁≥１次。

的尿液不自主流出。②压力性尿失禁（ｓＵＩ）：咳嗽、

（１）不同类型尿失禁的严重程度：除ＭＵＩ以中

大笑、跑步、负重等腹压增加时有尿液不自主流出，

度为主外，其他各类型均以轻度为主。其中轻度尿

而无尿急、尿频和尿痛症状。③急迫性尿失禁

失禁占总患病人数的５２．４２％（１３０人），中度占

（ＵＵＩ）：当腹压增加时无尿液不自主流出，而有尿

２９．４４％（７３人），重度占１８．１４％（４５人），见表１。

急、尿频、夜尿次数多、未进入卫生间即漏尿的症

表１天津市蓟县２４８名农村老年人不同类型

状。④混合性尿失禁（ＭＵＩ）：当咳嗽、大笑、跑步、

尿失禁严重程度分布

负重等腹压增加时尿液不自主流出，并伴随有尿急、
尿频、未进入卫生间即漏尿。
本研究按调查问卷如被调查者主诉在咳嗽、大
笑、负重、走路时漏尿，则定义为ＳＵＩ；主诉在有尿意
时，还未进入卫生间就漏尿，则定义为ＵＵＩ；主诉为

全盐塑！！！！：竺！！！！！！：！！！！！！！！竺：！！！！丝！竺：！坐丝坠！！竺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没有任何原因或感觉的情况下漏尿，则定义为其他

（２）不同类型尿失禁严重程度的性别构成：ＳＵＩ

类型尿失禁；如上述三种症状有两种或ｉ种症状同

男性患者共４人（轻度３人、中度１人）；女性患者６４

时存在，则为ＭＵＩ。

人，其中轻度５５人、中度６人、重度３人，分别占

４．统计学分析：所有资料进行统一整理后，使用

８５．９４％、９．３７％、４．６９％；两性人群均以轻度为主，经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ｌＯ年２月第３ｌ卷第２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２

多个构成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２６５）。

３３．３８％，男、女性患病率分别为２２．７５％、４３．１５％，患

男、女性ＵＵＩ患者分别为２人和１人，均为轻度患者。

病率随年龄的增长而升高。与国内部分研究结果一

男性ＭＵＩ患者共５５人，以重度尿失禁为主，占３６．３６％

致ｂ】。但朱兰等Ｈ１对北京地区成年女性尿失禁的患

（１６人），其次为中度、轻度尿失禁，分别为２０人和１９

病率调查显示６０岁以上老年人尿失禁患病率为

人，占３６．３６％和３４．５５％；女性ＭＵＩ患者共９６人，以中

５９．６％；英国１５ ９０４例／＞４０岁女性的问卷调查其患

度尿失禁为主，占４４．７９％（４３人），其次为轻度、重度

病率为３４％，患病率及患病严重程度随年龄增长而

尿失禁，分别为３２人和２１人，占３３．３３％和２７．１５％。

增加，６０岁以上达６９％¨Ｊ。

经多个构成比比较，男性和女性不同程度ＭＵＩ构成比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Ｚ２＝３．８０，Ｐ＝Ｏ．１５０）。
（３）漏尿量及使用护颦情况：２４８名尿失禁患者

·１７７·

本研究结果显示大部分老年人对尿失禁缺乏认
识，５０．２０％被调查的老年人从未听说过尿失禁，
５０．８７％的老年人对“尿失禁是一种疾病还是衰老的

中，１９９名患者的漏尿量少，占８０．２４％，３９人

自然现象”说不清楚。调查还显示，８４．７９％的老年人

（１５．７３％）为中等量，只有１０人（４．０３％）为大量漏

不知道尿失禁可以治愈或认为尿失禁不可治愈，

尿。但因漏尿而使用护垫者只有１４人（５．６５％），可

８９．５０％的老年人也不知道尿失禁可以预防。

能与尿失禁患者漏尿量少及严重程度轻有关。

目前不仅许多尿失禁患者，甚至一些医务人员

４．认知情况：被调查的７４３名老年人中，有

都认为尿失禁是不町治疗的，是衰老或分娩后的必

５０．２０％（３７３人）的老年人从没听说过尿失禁，而仅

然现象。实际上，尿失禁是一种可以完全治愈的疾

有２．６９％（２０人）和０．２７％（２人）对尿失禁基本了解

病，其与众多因素有关，并非老年人特有的疾病，也

和很清楚；只有２２．８８％（１７０人）的老年人认为尿失

非衰老的必然现象。

禁是一种疾病，２６．２５％（１９５人）的老年人认为是衰

虽然尿失禁可以治愈，但尿失禁患者的就诊率

老的自然现象，大部分（５０．８７％，３７８人）老年人对尿

仍然很低№１，段继宏等ｎ１调查北京地区尿失禁患病情

失禁则说不清楚，８０．６２％（５９９人）的老年人不知道

况，结果显示女性ＭＵＩ及ＵＵＩ占女性尿失禁患者的

尿失禁可以治愈，４．１７％（３１人）的老年人认为尿失

４０．４％，但遗憾的是女性尿失禁患者有就医意向的仅

禁不可以治愈，即８４．７９％（６３０人）的老年人对尿失

为２４．５％，即使中、重度女性尿失禁患者也只有２５．９％

禁是否可以治愈存在错误认识；认为尿失禁可以预

有就医意向。Ｍｉｎａｓｓｉａｎ等隋７发现尿失禁严重影响患

防的只有１０．５０％（７８人），即８９．５０％（６６５人）的老年

者的生活质量，但只有极少数患者就诊。Ｌｉｏｎｉｓ等旧１

人对尿失禁是否可以预防存在错误认识。

发现尿失禁患者中仅有２０％因日常活动、社交、性生

５．就诊情况：２４８名尿失禁患者中，到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或医院就诊的只有１２人（４．８４％），治疗

活问题而就诊。Ｕｓｈｉｒｏｙａｍａ等调查的３０２６名绝经妇
女中，仅有１．９％的尿失禁患者寻求过治疗。

方法均为药物治疗；其中患病１年内就诊的仅１人、

本次研究显示，２４８名老年尿失禁患者中，只有

１～５年内就诊的８人、５年或以上就诊的３人。尿失

１２人曾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医院就过诊，就诊率

禁治疗后，有８人（６６．６７％）症状好转，４人（３３．３３％）

仅４．８４％，且均为药物治疗。而患尿失禁的老年人

症状无改善。

去医院看病时，主动向医生提及漏尿症状的仅占

２４８名尿失禁患者中，有２２７人（９１．５３％）未采取

８．０６％，其余均未向医生提及漏尿问题。大多数尿失

任何治疗措施，９人（３．６３％）自行去药店买药服用、

禁患者未就医的主要原因是：①病情较轻。轻度尿

未就诊。２３６名未就诊的尿失禁患者中，其不就诊

失禁者占尿失禁总患病人数的５２．４２％，且ＳＵＩ、ＵＵＩ

的主要原因，有２０９人（８８．５６％）觉得尿失禁治不治

及ＭＵＩ均以轻度为主，ＭＵＩ以中度为主，他们认为

无所谓，３２人（１３．５６％）因经济困难未就诊，各有３人

尿失禁症状给自己所造成的影响均不大、可以忍受、

分别因为不知道去哪里看病、或因害羞或其他原因

不需要治疗。②对尿失禁认识不够。他们认为尿失

未就诊。这些患尿失禁的老年人去医院看病时，仅

禁不是疾病，是衰老和分娩后的必然现象或无法治

有２０人（８．０６％）主动向医生提及有过漏尿症状，其

疗，故而对其听之任之。这主要与老年人文化背景

余都未向医生提及尿失禁问题。

及社会健康知识宣传不够有关。③大部分（８８．５６％）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老年人尿失禁患病率为

患者对尿失禁觉得无所谓。一部分患者由于经济原
因未就诊，占１３．５６％，还有小部分患者不知道得了
尿失禁应去哪里看病、或因害羞或其他原因而未就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２Ｂ第３ｌ卷第２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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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目前国内开设尿失禁专科门诊的医院很少，一

【５］Ｐｅｒｒｙ Ｓ，Ｓｈａｗ Ｃ，Ａｓｓａｓｓａ Ｐ，ｅｔ ａ１．Ａｎ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些患者不知道到哪里可以就诊。此外，社区卫生服

ＭＲＣ 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 Ｓｔｕｄｙ＂ｒｅａｎｌ．Ｊ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Ｍｅｄ．２０００．２２：４２７—４３４．
Ｌｅｉｃｅｓｔｅｒｓｈｉｒｅ

务中心及一些中小型医院对尿失禁的治疗经验很
少，多为药物治疗，这也是使有就医愿望的尿失禁患

Ｌ６Ｊ Ｈａｎｎｅｓｔａｄ ＹＳ，Ｒｏｒｔ＇ｖｅｉｔ Ｇ，Ｈｕｎｓｋａａ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者不去寻求更多治疗的原因¨引。

ｆａｃｔｏ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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