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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城乡老年人预期寿命
和健康预期寿命比较
张仲迎汤哲冯明
【摘要】 目的 了解北京市老年人预期寿命（ＬＥ）、健康预期寿命（ＡＬＥ）及健康预期寿命比
值（ＡＬＥ／ＬＥ）的地区性差异，分析高血压对不同地区老年人生命质量的影响。方法样本来自“北
京市老龄化多维纵向研究”，研究对象为北京市城区（宣武区）、农村（大兴区和怀柔区）≥６０岁老
年人群，２００４年基线调查１８４７人，２００７年随访，由调访员入户调查不同地区人群的文化程度、职业
及年龄构成，以能否独立完成日常生活活动认定功能健康与否，同时进行高血压病史的调查和现
场测量血压，应用多状态寿命表ＩＭａＣＨ软件计算各个年龄段不同地区（城市及农村）的ＬＥ、ＡＬＥ

及ＡＬＥ／ＬＥ，分析高血压对于不同地区老年人上述指标的影响。结果研究显示北京市老年人的
文化程度、职业构成存在地域差异．农村老年人文化程度低（文盲占６６．２％），体力劳动比重高（占

９５．５％），与城市老年人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农村地区各年龄组ＬＥ、ＡＬＥ均低于城市，ＡＬＥ／ＬＥ农
村则高于城市，女性各年龄组城乡差距较男性明显；农村女性各年龄段正常血压组ＡＬＥ高于城

市，而高血压组则低于城市（以６０一岁年龄组为例，正常血压农村女性ＡＬＥ为２４．６ｌ±２．０８，城市女
性为２０．５６±１．９２；高血压农村女性ＡＬＥ为１６．３４±１．１５。城市女性为１８．４７±３．７８），强调了高血压

对农村老年女性生命质量的影响。结论北京市老年人的ＬＥ、ＡＬＥ、ＡＬＥ／ＬＥ存在城乡差异，女
性城乡差距更大，高血压则增加了城乡差距，降低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提示了地域因素对
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强调了高血压防治的意义。

【关键词】健康预期寿命；地区差异；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高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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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预期寿命（ＡＬＥ）是指“预期寿命（ＬＥ）中处
于不同健康状态下的时间”，是将ＬＥ和健康相结合，

般社会学项目（性别、年龄、生活地点、文化程度、职
业构成等）、是否有高血压病史、调查对象生活自理

以健康的丧失为终点，反映日益增长的老年群体整

能力、队列人群死亡和失访情况。分析采用的功能

体生命质量。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一部
分发展中国家已经估算出了各自一些最基本的

状态评估指标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ＡＤＬ），包括进

ＡＬＥ。研究发现。ＡＬＥ受地域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影
响，同时与糖尿病…、高血压、吸烟和肥胖、卒中妇１等

项，每项活动按照功能自理的状况分为无依赖（１

相关。本研究旨在探讨北京市老年人ＡＬＥ的地域
差异，前期研究曾显示高血压对北京市老年人ＡＬＥ
产生显著影响ｂ】，但未分析个体自然属性对于生命

食、洗漱梳头、穿脱衣服、上下床、洗澡、室内活动６
分）、部分依赖（２分）及完全依赖（３分）三级评定，３
分者被认为该项活动有障碍，其中任何一项活动有
障碍定为“不健康”。“健康”定义为调查对象能够完

质量的影响，为此本研究进一步分析比较北京市城

成上述６项全部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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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生活自理能

市及农村地区老年人ＬＥ和ＡＬＥ。

力的丧失为其判定终点。血压采用间接测量、袖带

对象与方法

加压法。按２００３年ＷＨＯ／ＩＳＨ高血压诊断标准：高
血压为收缩压≥１４０ ｍｍ Ｈｇ（１ ｍｆｆｌ 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

１．调查对象：本研究资料源自“北京市老龄化多
维纵向研究”。关于调查地区的确定、样本的选择及

和（或）舒张压≥９０ ｍｍ Ｈｇ。对既往确诊的高血压
或在２周内服用过降压药者，无论血压正常与否均

其对北京市居民代表性的评价、死亡及失访情况见
前期研究ｂｌ。２００４年基线调查抽取北京市城区（宣

诊断为高血压。
３．主要结局观察指标：纵向观察北京市不同地

武区）、农村（大兴区、怀柔区）≥６０岁老年人作为调

区（城市和农村）老年人的ＡＤＬ，评估其健康状况、

查对象，共１８４７人。其中农村老年人较城市者文化
程度低，多为体力劳动者，而年龄、性别构成的差异

追踪死亡病例，计算不同地区、不同性别老年人的
ＬＥ、ＡＬＥ和健康预期寿命／预期寿命（ＡＬＥ／ＬＥ），进一

则无统计学意义（表１）。于２００７年随访该人群，其

步分析高血压对于北京不同地区老年人上述指标的

中存活１２８３人，死亡２９１人，失访２７３人。３年总失访
率为１４．８％。

影响。

表ｌ

２００４年调查时研究样本的人口学特征

４．统计学分析：均数的差别采用独立样本ｔ检
验，Ｐ值取双向，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以２００５年ｌ％抽样调查人口作为标准人口对本研究
样本进行标准化。数据库录入及统计采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软件。ＡＬＥ的计算采用多状态寿命表法，利用
ＩＭａＣＨ软件分析两次调查结果和不同健康状况的
转换…ｏ
结

果

１．北京市老年人ＬＥ、ＡＬＥ和ＡＬＥ／ＬＥ的地区差
异：农村地区各年龄组人群ＬＥ、ＡＬＥ均低于城市。
ＡＬＥ／ＬＥ则农村地区高于城市，女性各年龄组城乡差
距较男性明显（表２和图ｌ、２）。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２．研究方法及相关定义：所有调查均由经过统
一培训的调访员人户面对面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一

２．高血压对不同地区老年人ＡＬＥ的影响：基线
调查的１８４７人中高血压患者有１１４０例（患病率为
６１．７％）。前期研究ｂ１曾显示高血压对老年人ＡＬＥ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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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印６５。－８１

城市

。ｌ

ｌ

农村

ｌ

４４１４９．．。２９．．：＂．２７．．０－４０５．．３１
．

城市农村
。

。ＬＥ，Ａ．ＬＥ低于正堂皇压组，其
＆““。ｍ“’／。““ｏ １
差距大于城区，尤其是老年妥
Ｉ

．‘０．９１
１０２１４－０６１

８．３３４－０．５７＂１０．４２４－０．９３

７．４５４－０．５４＂ｏ．８８

０．８９

性。女性ＬＥ、ＡＬＥ均高于男

性，但ＡＩ．踟，Ｅ与男性相差不

．

．‘

．

．

０９２
．

７０．

２４７

ＩＩ．８４＋１．０５

７５—

２１２

８．９３４－０．８５

６．１９４－０．５０＂

７．５４－－＋０．８３

５．２７４－０．４９＂０．８４

０．８５

＞／８０

２０２

７．４５４－０·７６

５．１６４－０．４７＂

６．０７４－ｏ·７８

４·２０４－Ｏ．４６＂０．８１

ｏ·８２

女砷５（。－２９５＂８１
６０一

（２）农村老年人群：农村男
女性老年人各年龄高血压组

８４＋０２
１．
１７．．７１４－１１．．１３
１３

１９．．１５－－－－－１．．５。１４．．３３４－０．．７６．‘
１５
２７４－Ｉ ２８
１１ ０６＋＿０６５
．

ＡＬＥ／ＬＥ

ＡＬＥ（ｉ±ｓ）

。。ＬＥ（ｉ＿ｓ）
“”
城市
农村

Ｅｐｉｄｅｍｉ０１．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１，Ｖ０１．３２，Ｎｏ．９

性（表３和图３—５）。

表２北京市城乡老年人群ＬＥ、ＡＬＥ和ＡＬＥ／ＬＥ的比较
年龄组
（岁）

Ｊ

．８．８．．‘２１．±１．１．．。．．
１８．３４４－０．９５．
２１．６６±１．７４
１６．８３４－０．９１．０．７６ ０．９２
２８．３２４－１８．６２

多（表４）。

～……’……。。

城乡地区比较，农村老年
人群ＬＥ、ＡＬＥ整体低于城区

６５。

１６７

２３．３４－１－１４．Ｏｌ

１４．５２４－０．８７－

１７．２３４－１．３８

１３．０１４－ｏ．８３＂０．７４

０．９０

７０—

２７３

１８．５９４－１０．１６

１１．１７４－０．７８＂

１３．１８４－１．１９

９．６６４－０．７５＂０．７１

０．８６

（除女性正常血压组ＡＬＥ外），

７５＿

１９８

１４·２７４－７·１０

８．３８４－０·６９＂

９．６４＿＋１·０９

６’８８４－Ｏ·６９＂０．６７

０．８２

但城市老年人群ＡＬＥ／ＬＥ明显

３５

高血压组则低于城市，提示高血压对农村女性生命

３０

质量的影响。

璺２５

讨

蕃２０

论

詈１５

人口老龄化带来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老年

ｌＯ

人疾病和失能将加重家庭和社会的负担。老年人追

５

求的应该是健康和有活力的长寿，即健康老龄化，也
就是老年人保持和独立生活的时间更长，保持正常

Ｏ

∞一６５—７０－

７５—８０－８５—９０—

９５－

１００一

年龄（岁）

图１北京市男女性老年人分城乡的ＬＥ、ＡＬＥ

的生理功能，此即ＡＬＥ。健康预期寿命和伤残进程
国际网络（ＲＥｖＥＳ）在１９９４年对ＡＬＥ做了较为系统
的分类，选择不同事件作为ＡＬＥ的终点［包括有无
相关疾病（糖尿病、心血管病），是否存在伤残、损伤、
障碍等ｂ１］。本研究应用ＡＤＬ评估ＡＬＥ。多项研究
显示，基本生活能力减退主要是慢性躯体性疾病所
致．如“北京市老龄化多维纵向研究”的前期研究资

∞—园一Ｉ《

料显示，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慢性病所占原因为９２．４％【６１；
“中国老年人口供养情况调查”和“中国老年长寿跟
踪调查”的资料显示，对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影响的
慢性病有脑卒中、高血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糖尿
豳２北京市城乡老年人的ＡＬＥ／ＬＥ

病、青光眼及自内障ｎ】。本研究着重揭示ＡＬＥ的城

生显著影响，尤其是高龄者，但未对不同地区进行分

乡地区差异，结果提示农村地区老年人的文化水平

层。此次研究分析高血压对于城市和农村老年人

低，从事体力劳动者比例高，各年龄组ＬＥ、ＡＬＥ均低
于城市，反映了个体的自然、经济属性对于基本生活

ＬＥ、ＡＬＥ的影响。
（１）城市老年人群：８６０名城市老年人中，男女

自理能力、老年人生命质量的影响。

性高血压组的ＬＥ、ＡＬＥ均显著低于正常血压组，尤
其是低龄老年人。ＡＬＥ／ＬＥ高血压组较正常血压组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生活环境和地域差异而
造成的健康不平等旧ｍ１。城乡差异是影响ＡＤＬ的因

偏低，男性随年龄增长该比值有所下降，而女性则下
少等有关。城区女性的ＬＥ在正常血压组与高血压

素之一。本研究前期结果显示，农村老年人的生活
自理能力低于城市，日常生活活动的依赖率明显高
于城市。本研究亦显示农村地区各年龄组ＬＥ、ＡＬＥ

组均高于男性，但ＡＬＥ低于男性，ＡＬＥ／ＬＥ也低于男

均低于城市，与前期研究结果一致。此外值得注意

降缓慢，可能与城市高龄女性失访率高、高龄组人数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１年９．ｑ第３２卷第９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ｉ．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１．Ｖ０１．３２．Ｎｏ．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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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北京城市老年人高血压组和正常血压组的ＬＥ、ＡＬＥ和ＡＬＥ／ＬＥ

注：城市各年龄段高血压组与正常血压组的比较，‘Ｐ＜０．０１．‘Ｐ＜０．０５

的是，进一步研究发
现城市老年人ＡＬ副

４０
３５
３０

ＬＥ明显低于农村。

２５

可能因城市医疗资
源丰富，慢性疾病诊

詈２０
１５
１０

治水平高，对于功能

５

受损残疾期的老年
人仍能较好地维持

０

∞一６５－７０－７５－８０—８５—９０—９５－１００—６０一６５—７０一７５－８０－８５－９０一９５－１００一
年龄组（岁）

图３北京市城乡老年人高血压组和正常血压组的ＬＥ

预期寿命．导致城市
老年人ＡＬＥ／ＬＥ比值
低于农村。对于城

３０

市而言，公共卫生体
系在消灭各种疾病

２５

２０

进而延长ＬＥ的实际
效用已降低，而通过

∞

皇１５

医疗技术的改进，疾

１０

病二、三级预防改善
个体的生活质量，提

５

Ｏ

６０一６５－７０—７５－８０＿８争帅一９５一１００—

６０一６５—７０－７５—８０—８５一∞一９５－Ｉｏｏ一

年龄组（岁）

圈４北京市城乡老年人高血压组和正常血压组的ＡＬＥ
Ｏ

能力，减轻家庭和社
会的压力．成为其公
共医疗体系的主要

●Ｏ ９

目标。对于农村地
区，公共卫生和疾病

Ｏ ８
Ｏ ７
Ｏ ６

一级预防体系仍有
发展潜力，对延长老

Ｏ ５

ｍｊ函、Ｈ《

高老年人生活自理

Ｏ ４

年人ＬＥ、降低各种疾

Ｏ ３
Ｏ

病的死亡风险有一

Ｏ
Ｏ ２●Ｏ

年龄组（岁）

圈５北京市城乡老年人高血压组和正常血压组的ＡＬＥ／ＬＥ

定作为。各年龄组
女性城乡差距较男
性明显．提示农村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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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１．Ｖ０１．３２，Ｎｏ．９

气爹尹人数—１西再面聂宇堕型型ｉ矿—１云雨面委芋墨堡圭专ｉ—歪雨五趸会竺‰
表４北京市农村老年人高血压组和正常血压组的ＬＥ、ＡＬＥ和ＡＬＥＦＬＥ

注：农村各年龄段高血压组与正常血压组的比较，。Ｐ＜Ｏ．０１

年女性作为弱势群体更应受到关注。
国内外部分研究提示了高血压对ＬＥ及ＡＬＥ的
影响ｂ川，本研究进一步分析高血压对ＡＬＥ影响的
地域差异。结果显示，高血压患者农村地区各年龄
组ＬＥ、ＡＬＥ低于城市，ＡＬＥ／ＬＥ则高于城市，趋势同
整体人群。而高血压对于城市女性的ＬＥ影响较大，
增加了男性ＬＥ、ＡＬＥ及女性ＡＬＥ的城乡差距，尤其
是农村女性ＡＬＥ的影响，加剧了不同地区老年人生
命质量的差别，提示控制高血压对于减少ＡＬＥ的地
域差距，实现整体人群生命质量的提高有一定帮助。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如有一定的失访偏倚，未
排除其他慢性病及其他因素的干扰，如心血管病、糖
尿病、不良生活方式都可影响ＬＥ和ＡＬＥ，从而可能
导致结果的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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