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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预防与控制·

老年人跌倒后心理障碍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陈婷婷董晓梅王声滂
【摘要】

目的

了解社区老年人跌倒后心理障碍的发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应用

“事件影响量表”（ＩＥＳ）和“害怕跌倒评定昔表”（ＦＦＳ），对广州市某社区近１年内曾有跌倒史的１８４
名６０岁以Ｉ：的老年人进行心理障碍状况的结构式访谈调查，同时以５６名同期无跌倒史的老年人
作为对照，利用分类树模型进行分析，并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进行比较。结果ＩＥＳ评分显示
跌倒造成创伤后应激障碍（ＰＴＳＤ）发生率为８．２％（平均分为１６．０７±９．５２），高龄、视力不好、听力不
好、受伤及活动减少者评分较高；分类树分析结果显示跌倒后活动减少和需有人扶起是危险因
素，活动没有减少是保护因素。ＦＦＳ评分显爪害怕跌倒的心理障碍发牛率为５８．２％（平均分为
２２．２９±１０．２５），高龄、视力不好、听力不好、独居者评分较高；分类树分析结果提示活动减少、年龄
８０岁以上是害怕跌倒心理的危险因素，活动没有减少及ＩＥＳ总分≤９分是保护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分析的结果显示需有人扶起（ＯＲ＝６．２０，９５％ｃ，：１．３２～２９．１２）是ＰＴＳＤ的危险因素；而年龄（ＯＲ＝
４．６２，９５％Ｃ／：１．８０～１１．８３；ＯＲ＝４．０６，９５％Ｃ，：１．３９～１１．８７）、受伤（ＯＲ＝６．２６，９５％ＣＩ：２．６０～１５．０９）、
ＩＥＳ总分高（ＯＲ＝８．７５，９５％ＣＩ：３．５３—２１．７０；ＯＲ＝１１．９８。９５％ｃ，：３．８８～３７．０２）和活动减少（ＯＲ＝
５．２６，９５％Ｃ／：２．２９～１２．０６）是害怕跌倒的危险因素。结论老年人跌倒后心理障碍的发生率较
高，ＩＥＳ及ＦＦＳ评分高、高龄及跌倒后活动减少、需要有人扶起是其危险因素。

【关键词】创伤后应激障碍；跌倒；影响因素；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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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倒已成为威胁老年人安全和牛命的重要公共

跌倒后害怕跌倒心理：是指曾经历跌倒的人对

卫生问题。老年人跌倒概率随年龄递增而增加，６０

跌倒事件发生的担心程度高于一般人的惧怕心理。

岁以上的老年人大约１／３每年跌倒１次或多次，８０岁

参照国内外有关的量表制定“害怕跌倒评定量表”

以上老年人跌倒概率高达５０％…。跌倒造成创伤

（ＦＦＳ）’３’４１，量表由１４个项目组成，采用５级有序分类

后应激障碍（ＰＴＳＤ）和害怕跌倒心理障碍，严重影

变量，对应分值为０～４，总分≥２１分评定为跌倒后

响老年人的生活和健康，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负

害怕跌倒心理。

担工引。本研究对广州市某社区老年人跌倒后心理
障碍的发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４）危险因素分析：性别、年龄、学历、是否与老
伴或子女同住、视力、听力、精神状态、是否使用拐杖、

跌倒史、损份隋况、跌倒后活动隋况、ＦＦＳ评分等。

对象与方法

３．统计学分析：采片ｊ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软件建立数据

１．对象：采用目的抽样的方法，抽取广州市某

库，应用ＳＰＳＳ １６．０统计软件进行￡检验、岔检验、多

社区近１年内有过跌倒史的６０岁以上老年人１８４名

样本均数间的方差分析、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和分类树
模型分析；用克朗巴赫ａ系数法评价量表的信度，用

及近１年内无跌倒史的老年人５６名进行结构式访
谈调查。

因子分析法评价量表的结构效度，用两样本ｔ检验评

（１）跌倒定义和时间限定：调查对象在２００９年４

价置表的区分效度；用聚类分析法对有无害怕跌倒

月至２０１０年３月期间发生的任何非自主倒地或坠落

的量表总分值进行分类。在ＳＰＳＳ １６．０统计软件中，

事件。

应用分类树模型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并比较跌

（２）排除标准：因各种原因不能行走者。

倒后心理障碍的影响因素。分类树分析采用

（３）纳入标准：年龄６０岁以上，无认知障碍、无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ｅ

既往精神疾病史、未接受任何系统心理干预者。
调查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
原则。

２．研究方法：设计调查问卷，入户进行结构式访
谈，调查内容如下：

ＣＨＡＩＤ法，旺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ａ ｍｅｒｇｉｎｇ＝

０．０５，最大生长深度为３层，以父节点６０和子节点３０
为终点。
结

果

１．一般情况：本次调查问卷２４０份（有跌倒史者

（１）基本情况：姓名、性别、年龄、住址、联系方
式、文化程度、居住状况、退休前职业、医疗形式等。

１８４份，无跌倒史的对照组５６份），回收有效问卷２４０
份，回收有效率为１００％，其中男性占３２．９％，女性占

（２）跌倒情况：跌倒时间、地点、原因、次数、严重

６７．１％；年龄最小６０岁，最大９６岁，６０～岁组占

程度、受伤部位、处理及目前的健康状况等。对有跌

２７．７％，７０～岁组占４６．８％，８０～岁组占２５．５％；平均

倒史和无跌倒史两组间进行均衡性分析。

年龄（７４．０５±８．０８）岁，跌倒组平均年龄为（７４．０７±

（３）老年人跌倒后心理障碍测评：ＰＴＳＤ是一类

７．９７）岁，对照组平均年龄为（７４．０２±８．３７）岁，两者

由异乎寻常的威胁生命和躯体完堑陛创伤导致延迟

经ｔ检验，ｔ＝０．０４，Ｐ＝０．９６５＞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

出现或长期持续的精神障碍，具有独特的神经生物

义。跌倒组巾男性占３３．１５（６１／１８４），女性占６６．８５

学特征，主要表现为反复体验当时的情景、回避行为

（１２３／１８４）；对照组中男性占３２．１４（１８／５６），女性占

和高度警觉，并且能使人的活动和功能受限。本研

６７．８６（３８／５６），经ｘ２检验，ｘ２＝０．０２，Ｐ＝０．８８８＞０．０５，

究中的跌倒即是创伤的一种。对Ｈｏｒｏｗｉｔｚ等‘２。编制

两组间男女性别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大学及以

ｓｃａｌｅ，ＩＥＳ）及其

的“事件影响量表”（ｉｍｐａｃｔ
评定ＰＴＳＤ的方法进行翻译应用，用于本研究中评

上学历占６６．３％，大学以下占３３．７％；与老伴或子女

定ＰＴＳＤ。量表由１５个项目组成，采用“０一ｌ一３—５”进

者占５３．３％，活动未减少者占４６．７％。

ｏｆｅｖｅｎｔ

同住者占８６．４％，独居与其他者占１３．６％；活动减少

行评分，分别表示“从不一很少一有时一经常”，总分３０

２．跌倒后心理障碍发生隋况：

分以上者评定为ＰＴＳＤ。

（１）ＰＴＳＤ：病例组ＰＴＳＤ的发生率为８．２％，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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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总分为０—４５分，平均分为１６．０７±９．５２；各年龄
组问的总分差别为Ｆ＝１０．８９，Ｐ＝０．０００。对照组未

３．跌倒后心理障碍影响因素的分类树及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发生ｌ例ＰＴＳＤ。学历、是否与老伴或子女同住、视

（１）ＰＴＳＤ：

力、听力、活动情况、跌倒时有无人扶起、有无损伤、

①分类树分析：以发生ＰＴＳＤ为目标变量，以

是否需用拐杖、是否多次跌倒和精神状态等的ＩＥＳ

ＰＴＳＤ的影响因素为解释变量，建立分类树模型，１８４

总分比较（表１）。

名研究对象中１５人跌倒后有ＰＴＳＤ（发生率为

表１不同因素对老年人跌倒后心珲障碍的影响分析

８．２％）。主分类树有２个中间结，３个终结点，分析结
果以第３个终结点（同时符合“活动减少”及“有人扶
起”２个条件）ＰＴｓＤ的发生率最高（５７人中１３人发生
ＰＴＳＤ，发生率为２２．８％）；第２个终结点（同时符合
“活动减少”及“无人扶起”２个条件）的发牛率为
４．９％（４１人中２人发生ＰＴＳＤ）；第１个终结点（“活动
未减少”）的８６人中无人发生ＰＴＳＤ（图１）。

图ｌ老年人跌倒后发生ＰＴＳＤ影响因素分类树

②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采用逐步回归分析将可能
的危险冈素纳入ＰＴＳＤ多因素二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
型，结果显示跌倒时有人扶起（ＯＲ＝６．２０，９５％ＣＩ：
１．３２～２９．１２）是发生ＰＴＳＤ的危险凶素。
注：。为，佰

（２）跌倒后害怕跌倒心理：病例组害怕跌倒心理

（２）跌倒后害怕跌倒心理：
①分类树分析：以跌倒后产生害怕跌倒心理为

的发生率为５８．２％，ＦＦＳ量表总分为０～４９分，平均

目标变量，以跌倒后害怕跌倒心理的影响凶素为解

分为２２．２９±１０．２５；对照组发牛率为８．９％，与跌倒组

释变量，建立分类树模型，１８４名研究对象中“有害

比较ｘ２＝４１．８０，Ｐ＝０．０００＜０．０１。６０～岁组发生率为

怕跌倒心理”１０７人（发生率为５８．２％）。主分类树有

２７．５％，７０一岁组为６１．６％，８０～岁组为８５．１％，三者比

３个巾间结，４个终结点，分析结果以第４个终结点

较ｆ＝３４．２１，Ｐ＝０．０００＜０．０１；视力差、听力不好、跌倒

（同时符合“年龄８０岁以上”和“活动减少”２个条件）

后活动减少、损伤、需用拐杖者的害怕跌倒心理明显

的发生率最高（３６人都存在害怕跌倒心理）；第３个

高于对照组，Ｐ值均＜ｏ．０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终结点（同时符合“活动减少”及“年龄＜８０岁”２个

在跌倒组巾对跌倒的自我感觉：跌倒前不担心

条件）的发生率为７７．４％（６２人巾４８人存在害怕跌

跌倒的占７９．３％，有时担心但并不留意的占１８．５％，

倒）；第２个终结点（同时符合“活动未减少”及“ＩＥＳ

比较担心和留意的占２．２％；跌倒后仍然不担心的占

总分＞９”２个条件）的发生率为４５．５％（４４人中２０人

８．７％，与以前比有时怕跌倒的占３３．２％，比较怕跌倒

有害怕跌倒心理）；第１个终结点（“活动未减少”及

的占４７．８％，经常担心走路跌倒的占１０．３％。跌倒

“ＩＥＳ总分９分以下”）的发生率为７．１％（４２人巾只有

前后是否担心跌倒的配对四格表资料ｘ ２检验

３人害怕跌倒）（图２）。

（ＭｃＮｅｍａｒ检验）显示，Ｐ＝０．０００＜０．０１，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②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采用逐步回归分析对１８４
名跌倒老年人可能的危险因素纳入害怕跌倒心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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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二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其中自变量“ＩＥＳ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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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学术界称之为“跌倒后综合征”［ｓ】。

分”划分为三段（０。１０、１ｌ～２０、２ｌ～）来分析，结果

害怕跌倒心理就是跌倒后综合征的一种主要表

显示年龄大（ＯＲ＝４．６２，９５％（７／：１．８０～１１．８３；ＯＲ＝

现，不仅造成老年人生理、心理的变化，而且导致活

４．０６。９５％ｃ，：１．３９～１１．８７）、受伤（ＯＲ＝６．２６，９５％ＣＩ：

动受限和社会功能减退，是威胁老年人生命和健康

２．６０～１５．０９）、（以１ＥＳ总分０～１０分段为参照）ＩＥＳ

的重要危险因素ｍ】。跌倒可引起害怕、恐惧及不同

总分越高（ＯＲ＝８．７５，９５％６＂／：３．５３—２１．７０；ＯＲ＝

程度的焦虑和抑郁；跌倒也会伤害老年人的尊严和

１１．９８，９５％ｃ，：３．８８—３７．０２）及跌倒后活动减少

自信，特别是当跌倒发牛在其他人面前并且需要他

（ＯＲ＝５．２６，９５％ｃ，：２．２９～１２．０６）是跌倒后害怕跌倒

人搀扶时。即使跌倒并没有发生损伤，也会使老年

心理的危险因素（表２）。

人产生对跌倒的恐惧，影响他们对正常活动的信心，
导致不敢参与活动和自我封闭。害怕跌倒甚至增加
抑郁的危险性＂１。这些均是跌倒后综合征的部分表

现或由其引致心理方面的变化。经历跌倒这一类创
伤性事件的老年人，若存在害怕跌倒心理且进一步
发展严重时还可能产生ＰＴＳＤ症状。害怕跌倒心理

甏总分汰
７．Ｉ％（３／４２）ｌ

％嬲Ｎ

１４５．５％（２０／４４）ｌ

７７．４％（４８／６２）ｌ

１００％（３６／３６）

和ＰＴＳＤ可能是一过性的，也可能随时问的推移而

间歇性或渐进性地降低或增强ｆ８一】。没有跌倒史的
老年人中也有人存在害怕跌倒的心理，但是跌倒后
的老年人对于跌倒的担心远远高于跌倒前或没有跌

图２老年人跌倒后害怕跌倒影响因素分类树
表２老年人跌倒后害怕跌倒心理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同归分析

倒史的老年人，跌倒造成的心理障碍使大多数老年
人的活动减少，甚至影响到其日常生活行为活动，由
此可见跌倒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影响很大，导致老
年人的活动受限和生活质量下降，甚至影响寿命。
本次调查的跌倒后ＰＴＳＤ者占８．２％，国外研究
报道老年人创伤６个月后ＰＴＳＤ和疑似ＰＴＳＤ（或称

轻型ＰＴＳＤ）的发生率分别为０．９％～１３．１％［１引。跌倒
后的心理障碍轻度表现为害怕跌倒心理，严重则表
现为ＰＴＳＤ。本次现场调查发现，跌倒过的老年人
中３／５有害怕跌倒心理和近１／１０产生ＰＴＳＤ。跌倒
４．分类树分析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拟合情
况：模刑拟合结果显示，在总正确率和特异度相差

后的心理障碍发生率从低老年龄组到高老年龄组依

不大的情况下，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对ＰＴＳＤ和害怕跌

程度越高，也越容易发展为ＰＴＳＤ。朱月妹等…１报道

倒判别的灵敏度和约登指数均高于分类树模型

６０岁以上曾发生过跌倒的老年人中７５％存在心理恐

（表３）。

惧。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除了高年龄组这个危险

表３分类树分析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同归模型的拟合情况

次增加，说明年龄越大的老年人跌倒后害怕跌倒的

因素外，活动减少是与跌倒后的心理障碍关联强度
最强的影响因素；本组老年跌倒者半数以上在跌倒
后活动减少，国外的研究也显示在４１％～４３％的跌
倒者中存在活动减少¨引，活动减少是害怕跌倒的一
种行为表现，也是导致害怕跌倒的心理冈素，进而使
ＰＴＳＤ的风险增高。活动减少与跌倒后的心理障碍
之间互为因果，造成从跌倒到再跌倒的恶性循环：跌

讨

倒——造成行为改变——影响其日常活动——产生
论

或加重害怕跌倒心理障碍——再次跌倒。

跌倒后心理障碍可能导致行走障碍，各种各样

年龄越高、身体状况不佳、应对跌倒能力较低

的跌倒后心理创伤和心理障碍随着年龄增长而增

（如视力与听力不好、走动困难需用拐杖和不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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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老年人害怕跌倒心理更强烈。跌倒后自己不
能起立需要由他人扶起者，或是年事已高不能Ｆ１主

起立，或是创伤较最，或是心理紧张Ｉｎｆ不知所措等原
因需要别人帮助。由此可见，跌倒给老年人带来深

刻的心理阴影，反复多次跌倒更加强这种负性记忆，
导致ＰＴＳＤ。

［２］Ｈｏｒｏｗｉｔｚ Ｍ，Ｗｉｌｎｅｒ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ｌ，Ｎｏ．１０

Ｎ。Ａｌｖａｒｅｚ

ｗ．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ｖ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ａ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ｍ Ｍｅｄ．１９７９，４１（３）：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２０９—２１８．

［３］Ｈｉｌｌ ＫＤ．Ｓｃｈｗａｒｚ ＪＡ，Ｋａｌｏｇｅｒｏｐｏｕｌｏｓ ＡＪ，ｅｔ ａ１．Ｆｅａｒ ｏｆ ｆａｌｌｉｎｇ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ｂａｉｌ，１９９６，７７（１０）：１０２５－

Ｐｈｙｓ

１０２９．

［４］Ｈａｏ ＹＰ，Ｌｉｕ ＸＱ．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ａｌｌ

早期和正确的心理辅导与疏导町以有效预防、

减轻和消除老年人跌倒后心理障碍，关注高龄、健康
状况荠和活动减少的高危人群，帮助老年人在跌倒
后建立起自信和防止再次跌倒，町提高老年人的生
活质量。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 Ｊ
Ｎｕｒｓｉｎｇ，２００７，４２（１）：１９—２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郝燕萍，刘雩琴．修订版跌倒效能量表存我国老年人群中的测
试研究．中华护理杂志．２００７。４２（１）：１９—２１．

［５］ＳｃｈｅｆｆｅｒＡＣ，ＳｃｈｕｕｒｍａｎｓＭＪ，ｖａｉｌＤｉｊｋＮ，ｅｔ ａ１．Ｆｅａｒ

ｏｆｆａｌｌ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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