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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了解深圳市养老院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提出建议性政策。方法　问卷调查 ,测量指标包括老年人自我报告的患病情况 、老年人

自我报告的抑郁症状以及老年人自我评价的健康状况。结果　超过四分之三的老年人患有各种疾病 , 28.1%的老年人可能患有抑郁症。 老年人患

病情况与入住老人类型及婚姻状况相关。老年抑郁症与老人是否患有其他各种疾病无明显相关性 , 但自我评价的健康状况与抑郁症及其他患病情

况之间均显著相关。结论　老年人应实行类型化和专业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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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是评价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目

前国内较少学者关注养老院老人的需求情况 〔1〕。 研究养老院

老年人的健康问题有助于更好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 , 采取相应

的措施改进服务 , 提高养老院老人的生活质量。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与调查方法　2004年 12月 ～ 2005年 3月由深

圳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担任调查员 , 到深圳市 25家各型养老院

(公办 ,私营 , 民办公助等),对入住的 924位老人进行结构式问

卷访问。由于调查对象很多是高龄和身体健康很差的老人 ,只

有 206位被访者接受了问卷调查 , 调查成功率为 22.3%。

1.2　检测指标及方法　本研究检测 3个指标:①老年人自我

报告的患病情况 , ②老年人自我报告的抑郁症状 , ③老年人自

我评价的健康状况。 老年人自我报告的抑郁症状使用老年抑

郁量表(GDS)测量 , 自我评价的健康状况由 5分制(1=很差 ,

5=很好)的李克特量表测量。

1.3　统计学方法　运用 SPSS11.0, 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及其

相关因素 , 先进行单变量的描述分析 , 然后进行双变量的相关

分析。

2　结　果

2.1　社会人口学特征　在所调查的 206位老年人中 ,女性老

人占 70.2%, 男性占 29.8%。被访老人的年龄 60 ～ 101(平均

79.5±8.1)岁 , 其中 60 ～ 75岁者 27.9%, 76 ～ 79岁者 21.1%,

80 ～ 84岁者 22.1%, 85 ～ 101岁者 28.9%。在教育程度上 ,

43.2%未受过正规教育 , 24.4%受过 1 ～ 6年的正规教育 ,

32.4%受过 7年或以上的正规教育。 被访者中 18.7%已婚有

偶 , 64.6%丧偶 , 其余 16.7%从未结婚或者是与配偶分居或离

婚。在户籍方面 , 71.6%是深圳户籍 , 25.8%是外地城镇户籍 ,

只有 2.6%是外地农村户籍。自费老人占 73.0%, “三无” (无

劳动能力 、无生活来源、无法定抚养人或赡养人)老人占

27.0%。

2.2　患病情况　分析发现 , 75.7%被访老人自述患病 , 反映自

己患有问卷中所列的各种常见病(包括脑溢血 、脑血栓;高血

压 、心脏病;气管炎;肠 、胃 、肝 、肺 、胆疾病;糖尿病;前列腺肥

大;关节炎;骨质增生;白内障 、青光眼;恶性肿瘤;帕金森病)。

其中 , 35.0%只患有一种疾病 , 16.5%患有两种疾病 , 8.7%患

有三种及以上的疾病 , 39.8%患有上面所列之外的其他疾病。

从所患疾病来看 , 患心血管类疾病的老人最多 , 占 26.2%, 以高

血压和冠心病多见 , 所占比例高达 24.3%;第二位疾病为关节

炎 , 占 22.3%;第三位为眼病 , 占 15.5%, 以白内障和青光眼多

见;第四位为气管炎 , 占 8.7%;第五和第六位分别是糖尿病和

骨质增生 , 分别为 7.3%和 9%;肠 、胃 、肝 、肺 、胆等病也是养老

院老人常患的疾病 , 占 9.2%。此外 , 还有 23.3%的老人报告

说患有问卷中尚未列出的其他疾病。

2.3　抑郁症状　在所调查的老人中 , 老年抑郁量表得分范围

为 0 ～ 24分(平均 7.96±4.46),中位数为 8,众数为 9。其中得

分为 0的 3人 , 得分为 24的 1人。 71.9%的老人得分在 0 ～ 10

分 , 28.1%的老人得分在 11分以上(包括 11分)。如果以 11

分作为筛检结果的临界值来判定老年人是否可能患有抑郁

症 〔2〕 , 则被访老人中患抑郁症的比例高达 28.1%。

2.4　自我评价的健康状况　在被访老人中 , 16.9%认为自己健

康状况很好 , 34.6%认为比较好 , 27.6%认为健康状况一般 ,

19.4%认为自己健康比较差 , 还有 1.5%评价自己的身体健康很

差。 51.5%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比较好或很好 , 而 20.9%认为

自己的健康状况比较差或很差。在这次问卷调查中 , 很多养老

院老人都因为健康原因或自理能力太差而不能接受调查。 因

此 ,总的来看 ,养老院老人的身体健康应该属于比较差的情况。

2.5　与老年人健康状况相关的因素　自费老人的患病比例明

显高于三无老人(P<0.001);已婚有偶或丧偶的老人患病比例

明显高于分居 、离婚或从未结婚的老人(P<0.01)。抑郁症的

患病可能性与老人的教育程度似乎存在正相关关系 , 教育程度

越高的老人 , 其患抑郁症的可能性也越大。分析发现 , 受过 7

年及以上正规教育的老人比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或受正规

教育少于 7年的老人更可能患有抑郁症 ,其中只受过 1 ～ 6年

正规教育的老年人患抑郁症的比例最低。调查结果显示 , 不同

年龄和类型的老人对健康状况的自我评价存在显著性差异。

老人的年龄越大 , 对自身的健康状况评价也越差。 85岁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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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人对健康状况的自我评价明显低于 85岁以下的老人(P<

0.05)。从老人的类型来看 , 自费老人评价自己健康状况不好

或好的比例都明显高于三无老人 ,而三无老人中则有更多的人

将自己的健康状况评价为一般(表 1)。

表 1　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相关的因素

相关因素

是否至少患有

一种疾病(%)
是

是否可能患有

抑郁症(%)
是

自我评价的

健康状况(%)
很差 /
比较差

　一般　
比较好 /
很好

性别

男 67.2 33.9 12.5 26.8 60.7

女 79.2 25.9 24.5 28.1 47.5

年龄

60 ～ 74岁 70.2 30.4 13.0 31.5 55.6

75 ～ 84岁 77.3 23.3 17.6 32.9 49.4

85岁及以上 78.0 30.5 33.3 15.83) 50.9

户籍状况

深圳户籍 72.7 31.4 22.2 25.9 51.9

外地户籍 85.5 18.5 15.7 35.3 49.0

老人类型

自费老人 83.21) 25.7 18.5 33.3 48.1

“三无”老人 54.7 30.2 26.9 13.5 59.6

接受正规教育的时间(年)

0 68.8 27.8 25.3 24.1 50.6

1 ～ 6 75.6 43.2 11.9 38.1 50.0

7年及以上 85.0 18.6 21.1 31.6 47.4

婚姻状况

结婚有配偶 81.1 18.9 20.6 20.6 58.8

丧偶 80.5 30.7 24.6 29.4 46.0

其他(分居、离婚 、未婚) 51.52) 28.1 9.7 22.6 67.7

在养老院有知心朋友的数量

0 69.8 19.5 14.3 26.2 59.5

1 78.1 29.0 31.3 31.3 37.5

2 82.9 40.0 20.6 35.3 44.1

3 77.3 22.7 23.8 23.8 52.4

4个及以上 62.5 34.4 12.9 19.4 67.7

月收入

无收入 71.2 35.9 20.3 29.7 50.0

1 000元以下 77.4 25.8 23.0 29.5 47.5

1 001 ～ 2 000元 78.6 19.0 25.0 22.5 52.5

2 000元及以上 78.9 33.3 6.7 26.7 66.7

　 1)P<0.001, 2)P<0.01, 3)P<0.05

3　讨　论

　　研究发现 , 养老院大多数老年人都患有各种各样的疾病 ,

有高达 28.1%的老人可能患有抑郁症。但由于多数老年人所

患的都是常见的各种慢性疾病 , 因此 , 多数老人对自己健康状

况的评价比较好。由于自我评价的健康状况是衡量老年人健

康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 〔3〕 , 因此 ,上述情况可能表明 , 被访老人

的健康状况总体上还是比较好的。然而 , 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是 , 多数老人都是由于身体状况或自理能力太差而无法接受访

问。这说明 , 入住养老院的虽然有些是比较年轻及身体也比较

健康的老人 , 但大多数都是高龄及身体状况或自理能力比较差

的老人。

　　被访老年人中患有各种疾病的比例达 75.7%, 这种情况可

能与研究对象有关。 一方面 , 被访老人平均年龄约为 80岁。

随着年龄的增长 , 老年人的生理功能逐渐衰退 , 因此 , 老年人患

病的可能性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另一方面 ,由于传统的

家庭养老观念及孝文化的影响 ,大多数老人都愿意选择居家养

老;大多数子女也不愿意让老人去养老院。入住养老院的大多

是年纪大而家里又没人照顾或由于身体状况太差而得不到很

好照顾的老人。

　　另外 ,超过 25%的被访老人可能患有抑郁症 ,这一比例也

比较高。以往的调查表明 , 我国城市社区老人中患抑郁症的比

例为 6.01% ～ 13.8%, 老年公寓中丧偶老年人出现抑郁症状的

比例为 4.46%〔4 , 5〕。本次研究结果可能也与研究对象的年龄

构成有关。以往的研究结果表明 , 年龄与抑郁症之间呈正相关

关系 , 抑郁症的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6〕。因为本次被

访老年人的年龄普遍较大 ,因而出现抑郁症状的比例也较高。

此外 , 由于离开了家庭和亲人 , 老人住在养老院里可能会有孤

独或被遗弃感 , 这可能也是导致养老院老人患抑郁症比例较高

的一个原因。

　　研究结果表明 , 婚姻对健康有保护作用 , 已婚有偶者的健

康状况往往好于丧偶及其他婚姻状况(如分居 、离婚 、从未结

婚)的人 〔7〕。但本次研究的结果刚好相反 , 即已婚有偶老人的

健康状况与丧偶的老人没有明显差异 , 而与分居 、离婚及从未

结婚的老人相比 , 已婚有偶的老人身体状况似乎更差。导致这

一结果的原因同样可能跟养老院老人的构成情况有关。一般

而言 , 已婚有偶的老人基本上都有子女照顾 , 都会选择居家养

老。入住养老院的大多是高龄而又身体状况和自理能力非常

差的老人。而离异和独身的老人则不同 , 他们很多人可能是身

边没有亲人而住进了养老院。本次调查的被访者中从未结婚

的老人比例占到了 12.1%。也就是说 , 已婚有偶老人大多数是

因为身体状况不好才入住养老院 ,而离异或独身老人可能多半

是因为身边没有亲人而非身体原因而入住养老院。这种差异

可能直接导致了前面的结果。 此外 , 研究发现 , 自费老人的身

体状况明显不如三无老人。这与前面分析的婚姻状况与身体

健康的原因可能相同 。

　　综上 , 提出以下建议:第一 , 养老院实行类型化经营管理。

将不同年龄和身体状况及自理能力的老人放在同一个养老院

中不利于管理和服务。应如香港那样根据入住老人的身体状

况和自理能力的高低差异分为安老院 、护理安老院和护养院。

安老院是为不能独立在社区生活的老人提供住宿照顾服务 ,包

括居所 、膳食 、洗衣 、有限度的起居照顾及社交活动 , 但入住老

人不依赖个人及医疗护理。护理安老院为健康欠佳 、肢体伤残

或精神残障的老人提供住宿 、膳食 、一般的个人照顾和有限度

的护理。护养院则为身体状况最差 , 需要特别医疗护理 、康复

及起居照顾的老人提高服务。第二 ,提高养老院的专业化服务

水平。养老院的老人身体状况和自理能力较差 , 他们需要专业

人员(如医生 、护士等)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护理和照顾服务;由

于不少老人都有抑郁症等心理疾病 ,养老院需要为老人提供专

业化的心理咨询和治疗 ,这就要求养老院配备一定数量的心理

咨询师及专业社工。 2000年 , 民政部等 11部委在《关于加快实

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中明确将服务队伍专业化作为我国

社会福利社会化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 ,可见在养老院实行专业

化经营管理至关重要。 第三 , 加强对养老院老人的学术研究。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养老院老人的身体及生活状况研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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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只是对养老院老人的健康状况做了一个初步分析 , 研究

中也发现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可以预料 , 今后将有

越来越多的老人选择机构养老 , 因此 , 建议未来的老年研究给

予养老院老人更多的关注 ,既要研究入住老人的身体健康及生

活状况 , 更要研究老人的心理和情感以及与家庭和社会的关系

等方面的问题。研究目的既要有学术上的 , 也要为政策和实践

服务 , 主要是为了改善养老院的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 ,提高入

住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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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自评与老年人群慢性病关系的研究

张凤梅　徐恒戬
1
　(山东理工大学医院 ,山东　淄博　255049)

　　〔摘　要〕　目的　探讨健康自评与老年人群慢性病的关系。方法　对 923名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和健康查体 , 对老年人群健康自评与慢性病

的关系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　老年人群健康自评与高血压 、冠心病 、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患病种类和患病数量存在密切联系 ,男 、女老年人

患高血压 、冠心病 、糖尿病 、脑卒中 、骨关节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时健康自评情况均较差 ,女性老年人患高脂血症时健康自评情况也较差。老年人同时

患 2种或 2种以上慢性病时健康自评情况明显下降。老年人群健康自评与各种慢性病的存在 、与文化程度存在密切独立的关系 ,与年龄 、性别无独

立关系。与健康自评良好老年人相比 ,健康自评较差 、一般老年人患高血压的 OR(95%CI)分别为 6.02(3.68, 9.86)、2.59(1.84, 3.63),患冠心病的

OR(95%CI)为 31.95(16.71, 61.08)、8.39(4.65, 15.14),患糖尿病的 OR(95%CI)为 11.05(4.67, 26.11)、7.08(3.31, 15.16), 患骨关节疾病的 OR

(95%CI)为 3.78(1.95, 7.35)、3.15(1.90, 5.21),患呼吸系统疾病的OR(95%CI)为 11.49(4.19, 31.47)、 3.23(1.35, 7.73)倍。健康自评较差老年

人同健康自评良好老年人相比 ,患脑卒中的OR(95%CI)为 7.56(3.83, 14.93),患高脂血症的 OR(95%CI)为 1.97(1.23, 3.17)。结论　健康自评与

老年人高血压 、冠心病 、糖尿病 、脑卒中 、高脂血症 、骨关节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等慢性病存在密切独立的关系 ,健康自评较差 、一般时老年人患上述慢

性病的危险性明显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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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徐恒戬(1966-),男 , 博士 , 副教授 , 主要从事生物统计学研

究。

作者简介:张凤梅(1968-),女 ,副主任医师, 主要从事教职工学生常见

病 、慢性病防治研究。

　　高血压 、冠心病 、糖尿病 、高脂血症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患

病率持续上升 , 成为危害人类生命和健康的主要疾病。老年人

群是慢性病的高发人群 ,既往对老年人群慢性病的研究常局限

于发病率 、患病率 、死亡率等客观健康指标 , 近年来 , 很多医学

工作者对主观健康指标与健康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1 , 2〕。本研究

旨在探讨健康自评与老年人慢性病的关系 , 为老年人群慢性病

防治工作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某大学≥60岁的教职工 , 根据既往教职工健

康档案和现场诊断 , 排除精神疾病 、心理疾病 、认知功能障碍和

恶性肿瘤患者 , 符合条件的 923人。

1.2　资料收集　对符合条件的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和健康

查体。 ①问卷调查:制定调查表 , 由经过培训的临床大夫在查

体前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为年龄 、性别 、文化程度 、既往病

史 、健康自评等。健康自评的问卷内容为"您觉的现在身体状

况怎样?"回答选项分为 3个等级:良好 、一般 、较差。文化程度

分为 3级:本科及以上 、专科和中专、高中及以下。 ②健康查

体:项目为内科 、外科 、血压 、心电图 、肝功 、血脂 、血糖 、B超 、胸

透 、精神心理疾病和认知功能等。由临床大夫根据疾病诊断标

准作出疾病诊断 , 疑似病例到市级以上医院 、专科医院进一步

检查确诊。共发放调查问卷 923份 ,查体 918人 , 911人问卷调

查有效和完成了所有查体项目 ,问卷和查体有效率为 98.70%。

其中男性 610人(66.96%),女性 301人(33.04%)。老年人常

见的慢性病有 13种 ,归为 7类进行分析。骨关节疾病包括:颈

椎病 、骨质增生 、椎间盘突出 、关节炎;呼吸系统疾病包括:慢性

支气管炎 、哮喘 、肺气肿 、肺心病;高血压 、冠心病 、糖尿病 、脑卒

中 、高脂血症各作为一种疾病进行分析。 同一人患多种疾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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