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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浙江省老年轻度认知功能障碍
患病情况调查
诸亚萍陈梅芳
【摘要】

目的

申变红
了解浙江省老年人轻度认知功能障碍（ＭｃＩ）的患病率，为老年阿尔兹海默

病（ＡＤ）早期发现和诊断提供依据。方法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使用一般资料、蒙特利尔认
知评估和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对浙江省抽取的１２１１名≥６０岁老年人进行筛查和问卷调查。
结果浙江省老年人ＭＣＩ患病率为２０．７％，老年ＡＤ的患病率为４．５％。患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
度、工作性质、睡眠状况、婚姻状况、是否参加体育锻炼、是否吸烟饮酒、是否合并高血压和糖尿病
等对老年人ＭＣＩ患病率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对于浙江省老年人，尤其是女性、
高龄、无配偶、从事体力劳动、文化程度较低、睡眠质量差、平时无体育锻炼、有吸烟饮酒不良习惯、
合并高血压和糖尿病者，应采取适当措施预防其认知功能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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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兹海默病（ＡＤ）是老年期痴呆中最为常见
的一种类型，临床表现为认知功能下降、精神症状和
行为障碍以及日常生活能力的逐渐下降ｎ。３１，并且患
病率随年龄增加而增高，其中女性患病率高于男

展为ＡＤ，显得越来越重要。为此，本研究对浙江省
老年人进行ＭＣＩ调查。
对象与方法

性。轻度认知功能损害（ＭｃＩ）是介于正常老化和痴

１．研究对象：２０１１年６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采用分

呆之间一种认知受损状态，患者存在一定的认知和

层多级整群抽样方法随机抽取浙江省１ １个市中的

记忆障碍，但日常生活还可自理，未达到痴呆的诊断

杭州和宁波市，再采用随机数字表法依次在每个市

标准。一般认为ＭＣＩ是ＡＤ发病前期过渡阶段，也
是ＡＤ的高危人群Ｈ’５１。因此对老年ＭＣＩ进行调查分

中随机抽取２个行政区，再在每个行政区中随机抽
取２个街道，再分别从５个街道所下属的居委会中各

析，总结其特点和规律，及时进行干预防止其最终进

抽取一个居委会。之后采取便利抽样法在居委会中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３．０５．０１４

抽取≥６０岁老年人进行ＭＣＩ的现状调查。纳入标
准为年龄≥６０岁本人无沟通障碍自愿参与本次调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１３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精神病科
通信作者：诸亚萍，Ｅｍａｉｌ：ｚｙｐｉｎ９１９７９＠１６３．ｃｏｍ

查的老年人；排除标准为有意识障碍、有精神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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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重要器官（心、肺、肝、肾）功能衰竭、中毒性脑病者

盲、小学文化和中学及以上文化水平的ＭＣＩ患病率

及过去半年内确定为酒精依赖者。最终纳人调查

分别为４１．８％、２１．２％和１１．３％，显示不同文化程度的

１２８０名，除去失访、资料不完整、逻辑混乱者，共纳

老年人中ＭＣＩ患病率有所不同，文化程度越高，老

入研究对象１２１１名。其中男性５８２名（４８．０６％），女

年人中ＭＣＩ患病率越低，反之亦然，差异有统计学

性６２９名（５１．９４％）；年龄６０～８９岁，平均年龄

意义（Ｐ＜Ｏ．０５）；从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老年人的

（７０．１２±７．４５）岁；脑力劳动者４６８名（３８．６５％），体力

ＭＣＩ患病率分别为１０．９％和２６．９％，前者ＭＣＩ患病

劳动７４３名（６１．３５％）；平时参加体育锻炼者９９１名
（８１．８３％），平时不参加体育锻炼者２２０名（１８．１７％）。

率显著低于后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１）；睡
眠状况好的老年人ＭＣＩ患病率（１１．５％）显著低于睡

２．ＭＣＩ筛查：筛查由研究者和经过统一培训的

眠状况差者（２８．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１）；

护理专业的学生人户完成。调查时先向入选者解释

无配偶的老年人ＭＣＩ患病率（３３．１％）显著高于有配

调查目的，征得对方同意后签订知情同意书。本研究

偶者（１７．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不参加

采用一般资料问卷、蒙特利尔认知评估（ＭｏＣＡ）和简

体育锻炼的老年人ＭＣＩ患病率（３１．８％）显著高于参

易精神状态检查（ＭＭＳＥ）量表进行ＭＣＩ的筛查。共

加体育锻炼者（１８．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发放问卷１２７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１２１１份，有效回收率

０．０５）；有吸烟、饮酒习惯的老年人ＭＣＩ患病率

为９５．３５％。问卷内容包括年龄、性别、家庭情况、婚
姻状况、教育程度、睡眠情况、社交活动、体育锻炼、是

（３１．０％）显著高于平时不吸烟、饮酒者（１３．４％），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合并有高血压的老年人

否吸烟饮酒、是否合并有高血压以及糖尿病等多个项

ＭＣＩ患病率（２２．６％）显著高于无合并高血压者

目。ＭｏＣＡ包括注意与集中、执行功能、记忆、语言、

（１８．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合并有糖尿

视结构技能、抽象思维、计算和定向力８个认知领域

病的老年人ＭＣＩ患病率（２４．６％）显著高于无糖尿病

的１１个检查项目陆’７Ｉ，共计３０分，受试者中学以下水

史者（１６．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平加１分，得分越高认知功能越好，＜２６分者判为痴

表１浙江省老年人ＭＣＩ患病情况分析

呆。ＭＭＳＥ量表内容包括定向力、记忆力、注意力和
计算力、回忆力、语言能力等睛’９１，最高分３０分，划分时
与受教育程度有关，文盲＜１７分、小学＜２０分、中学
以上＜２４分者，则认定为痴呆。
３．质量控制：本研究所有调查人员均经严格培
训，调查表的填写由相关专业人员指导，对所有已完

成的调查表进行二次审查，确保完整Ｉ生、逻辑性和一
致性，再将数据输人调查表，进行分析。
４．统计学分析：应用ＳＰＳＳ １８．０统计软件对相
应的数据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ｃ２检验，Ｐ＜Ｏ．０５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２１１名≥６０岁老年人中，有２５１例诊断为ＭＣＩ，
总患病率为２０．７％，有５４例诊断为老年痴呆，总患病
率为４．５％。其中女性患病率为２６．６％，男性患病率
为１４．４％，按照浙江省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进行年
龄标准化后，女性患病率为２５．１％，男性患病率为
１ ３．２％。女Ｊ性患病率显著高于男性，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Ｏ．０５）；６０～６９岁、７０～７９岁以及≥８０岁年
龄段老年人的ＭＣＩ患病率分别为１４．１％、２３．６％和
３９．１％，说明随着患者年龄增加，ＭＣＩ的患病率也逐
步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老年人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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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有吸烟饮酒习惯的老年
讨

论

ＭＣＩ主要表现为记忆力减退与年龄不相吻合，

人ＭＣＩ患病率显著高于无吸烟饮酒者，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Ｏ．０５）；合并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的老年人

但未达到ＡＤ的诊断标准。ＭＣＩ患者中ＡＤ的发病

ＭＣＩ患病率显著高于无此类合并症者，差异有统计

率每年约为６％一２５％，而正常人群中则为ｌ％～

学意义（Ｐ＜Ｏ．０５）。

２％。且以往研究表明，ＡＤ的病理基础是以脑神经

总之，对于老年人患者，尤其是女性、高龄、无配

元大量出现纤维缠结和老年斑为特征，近期研究显

偶、从事体力劳动、文化程度较低、睡眠质量差、平时

示，在大多数确诊为ＭＣＩ患者中，神经元纤维和神

不参加体育锻炼、有吸烟饮酒不良习惯、合并有高血

经元丧失与早期ＡＤ非常相似［１…。因此多数研究者

压和糖尿病者，应注意其发生ＭＣＩ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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