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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地位对我国老年期痴呆患病的影响
夏玉宝袁马

颖袁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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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安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袁安徽

摘

合肥

圆猿园园猿圆冤

对我国 远 省（市）

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对我国老年人老年期痴呆患病的影响。

要院

苑 园苑圆 名老年居民（逸远园 岁），使用“员园 辕 远远”国际痴呆项目调查使用的诊断量表作为筛查工具进行
婚姻状态为
远园 名老年人患老年期痴呆，患病率为 缘援员豫。在社会经济地位因子中，

入户调查。

独身、低文化程度和低收入是老年人患老年期痴呆的危险因素。

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群患老

年期痴呆的风险高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群。
关键词院老年期痴呆；
社会经济地位；
危险因素
中图分类号院 砸员怨缘援源

文献标志码院 粤

凿燥蚤院员园援苑远缘缘 辕 晕再阅载月杂杂圆园员远园缘园远

文章编号院 1671原0479渊20员远冤0缘原猿远猿原园园源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快袁老年期痴呆患者越来

展的老年人健康流行病学横断面调查研究以及安徽

越多袁据国际老年期痴呆协会统计袁全球约有 源 苑缘园

省老年期痴呆和抑郁症流行病学队列研究遥 采用随

据预测全球老年期痴呆患者人数在 圆园猿园 年将达到

别选取一个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作为研究现场袁每

万老年期痴呆患者袁并且以每年 苑苑园 万例的速度增长袁

机整群抽样方法选择样本人群袁在上述 远 省渊市冤分

苑 缘远园 万袁到 圆园缘园 年更是达到 员援猿缘缘 亿 遥 我国是老年

个城市 辕 农村社区不少于 缘园园 人袁 在排除严重耳聋尧

万 遥 国外研究显示袁低社会经济地位可能是老年期

至少满 缘 年袁年龄在 远园 岁及以上袁最终在 远 省渊市冤

咱员暂

期痴呆患者人数最多的国家袁圆园猿园 年将达到 员 远源远
咱圆暂

痴呆的危险因素之一 咱猿暂袁社会经济地位渊泽燥糟蚤燥藻糟燥灶燥皂蚤糟
泽贼葬贼怎泽袁杂耘杂冤通常由文化程度尧收入尧职业尧婚姻状况尧

居住地等指标单独或复合后表示 遥 目前国内关于社

失语无法交流者外袁 研究对象还要满足在当地居住
共对 苑 园苑圆 名老年人完成了调查遥
渊二冤调查工具

采用野员园 辕 远远冶国际痴呆项目调查使用的诊断

咱源暂

会经济地位与老年期痴呆关系的研究较少袁因此本

量表作为老年期痴呆筛查工具袁 该工具已经广泛

研究综合以往研究袁选取婚姻状况尧职业尧文化程度尧

应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同国家地区的低文化程

收入 源 个指标综合测量调查对象的社会经济地位袁

度尧 中低 收 入 老 年 人 群

系袁为制定更有针对性的老年期痴呆预防干预措施

筛

探讨老年人群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期痴呆患病的关

咱远暂

袁主要包括老年精神状

况 量 表 渊早藻则蚤葬贼则蚤糟 皂藻灶贼葬造 泽贼葬贼藻袁郧酝杂冤尧 社 区 痴 呆

查 工 具渊糟燥皂皂怎灶蚤贼赠 泽糟则藻藻灶蚤灶早 蚤灶泽贼则怎皂藻灶贼 枣燥则

凿藻皂藻灶贼蚤葬袁悦杂陨鄄阅冤的 认知 部分 和知情 人部 分袁 阿 尔

提供科学依据遥

一尧对象与方法
渊一冤调查对象
本研究对象来源于一项多中心合作的中国老
年人精神状况研究咱缘暂袁以安徽医科大学为中心袁在广

州省尧上海市尧山西省尧湖北省尧黑龙江省 缘 省渊市冤开

茨海默病联合登记研究量表 渊悦耘砸粤阅冤 的动物命

名尧言语流畅任务和单词的学习测验尧延迟回忆遥
危险因素调查表在英国利物浦大学精神卫生研究
所 悦燥责藻造葬灶凿 教 授 设 计 的 老 年 健 康 状 况 渊皂蚤灶蚤皂怎皂

凿葬贼葬 泽藻贼袁酝阅杂冤调查表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
行调整咱缘暂遥

基金项目院安徽省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项目野被动吸烟与老年期痴呆症关系的巢式病例对照研究 冶渊运允圆园员猿粤员远源冤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远原园愿原园员

作者简介院夏玉宝渊员怨怨园原 冤袁男袁安徽芜湖人袁硕士研究生在读袁研究方向为疾病预防控制管理曰张冬梅渊员怨远苑原 冤袁女袁安徽池

州人袁博士袁副教授袁研究方向为疾病预防控制管理袁通信作者遥

第 缘 期 总第 苑远 期
20员远 年 员园 月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
ACTA UNIVERSITATIS MEDICINALIS NANJING渊Social Science泽冤

窑364窑

表1

渊三冤调查方法
由经过培训的研究生在当地计生干部的陪同下
入户对老年人及知情人进行面对面调查遥 使用 郧酝杂

调查表配套的录入软件录入数据袁 应用配套的
粤郧耘悦粤栽 计算机诊断系统转成 杂孕杂杂 数据库袁 与其

他问卷数据库连接袁根据野员园 辕 远远冶项目组提供的诊断

项目
性别
男
女
年龄渊岁冤

六省渊市冤地区老年期痴呆患病情况
调查
人数

痴呆
人数

患病
率渊%冤

3 138
3 934

131
229

04.2
05.8

9.794

0.002

1
1
1
1
1

293
390
595
368
410

017
037
058
076
171

01.3
02.7
03.6
05.6
12.1

207.342

<0.001

4 963
2 022

173
154

03.5
07.6

54.928

<0.001

3 350
3 722

144
216

04.3
05.8

8.264

0.004

3 564
3 416

207
120

05.8
03.5

20.557

<0.001

3
1
1
0
0

097
926
005
610
341

237
058
018
010
004

07.7
03.0
01.8
01.6
01.2

114.084

<0.001

3 962
2 992

205
049

05.2
01.6

34.355

<0.001

4 678
2 078
0 208

168
140
017

03.6
06.7
08.2

37.932

<0.001

字2

P值

人群老年期痴呆患病率更高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曰居住在农

逸60耀约6缘
逸6缘耀约苑园
逸苑园耀约苑缘
逸苑缘耀约愿园
逸80
婚姻状况
在婚
独身
居住地
城市
农村
职业
农民
非农民
文化程度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渊中专冤
大专及以上
年收入
臆1 万元
跃1 万元
对生活的满意度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病率更高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曰不同的职业人群老年期痴呆

源圆援远豫遥 当婚姻状态尧职业尧收入相同时袁与文盲人群

部尧商人及其他冤患病率为 猿援缘豫曰文化程度越高袁老

中人群降低 缘怨援圆豫袁高中渊中专冤人群降低 远远援远豫袁大

程序计算老年期痴呆的发生概率遥
渊四冤统计学分析

危险因素调查表和其他问卷运用 耘责蚤阅葬贼葬猿援员 录

入计算机袁 双录入并进行计算机逻辑核对袁 采用

杂孕杂杂员愿援园 统计软件分析数据袁主要运用了描述性分
析尧 字圆 检验和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袁 以 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二尧结

果

渊一冤一般情况
苑 园苑圆 名研究对象中袁男性 猿 员猿愿 人渊源源援源豫冤袁女

性 猿 怨猿源 人渊缘缘援远豫冤曰平均年龄渊苑圆援圆怨 依 苑援远员冤岁袁以
缘 岁为一个年龄段袁共分为 缘 组曰大部分婚姻状态处
于在婚 渊苑员援员豫冤曰 超过半数的调查对象来自农村

渊缘圆援远豫冤曰 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人群占了大部分

渊苑圆援园豫冤曰 超过一半人群年收入在 员 万元及以下
渊缘苑援园豫冤曰大多数对生活感到满意渊远苑援圆豫冤遥 其中男

性老年期痴呆的患病率为 源援圆豫袁 女性为 缘援愿豫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曰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群老年期痴呆患病率不同

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袁愿园 岁及以上年龄段老年人群的患病率
达到了 员圆援员豫曰 不同婚姻状态的老年人群老年期痴

呆患病率不同袁独身渊未婚尧离婚尧丧偶冤人群比在婚
村地区的老年人群比居住在城市地区老年期痴呆患
的患病率有差异袁农民患病率为 缘援愿豫袁其他职业渊干
年期痴呆的患病率越低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曰年收入越高老

年期痴呆患病率越低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遥 不同生活满意度
的老年期痴呆的患病率也不相同袁对生活感到满意
的人群患病率低于对生活不满意人群 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遥
详见表 员遥

渊二冤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期痴呆患病的关系
以是否患有老年期痴呆为因变量袁年龄尧性别尧

婚姻状况尧职业尧文化程度尧年收入作为自变量进行

相比袁小学人群患老年期痴呆的风险降低 猿怨援园豫袁初
专及以上人群降低 愿员援缘豫遥 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时袁
年收入在 员 万元及以下比年收入在 员 万元以上人群
患病风险增加了 远猿援圆豫渊表 圆冤遥

三尧讨

论

就老年人老年期痴呆的患病率而言袁 本次调查
结果显示我国 远 省渊市冤老年期痴呆患病率为 缘援员豫袁
高于葛小平等咱苑暂对长沙地区老年人老年期痴呆的患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袁结果显示社会经济地位因子中婚

病率研究结果渊猿援苑豫冤袁但是低于孙海涛 咱愿暂对南通市

姻状态尧文化程度和年收入对老年期痴呆的患病有

城乡老年人老年期痴呆患病率研究结果渊缘援苑豫冤遥 导

影响遥 当控制其他因素不变时袁相对于婚姻状态为

致学者研究结果不同的原因较多袁 可能与不同研究

在婚者而言袁独身人群患老年期痴呆的风险增加了

采取的老年期痴呆诊断方法的不同以及调查人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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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婚姻状况渊以在婚为参照冤
独身
职业渊以农民为参照冤
非农民
文化程度渊以文盲为参照冤
小学
初中
高中渊中专冤
大专及以上
年收入渊以 员 万元以上为参照冤
臆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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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地位因子与老年期痴呆患病的关系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Wald 字2 值

P值

OR 值

95%CI

-0.355

0.140

6.385

0.012

1.43

1.08~1.88

-0.031

0.158

0.039

0.843

1.03

0.76~1.41

-0.495
-0.897
-1.095
-1.689

0.177
0.293
0.379
0.610

7.843
9.358
8.348
7.662

0.005
0.002
0.004
0.006

0.61
0.41
0.33
0.19

0.43~0.86
0.23~0.72
0.16~0.70
0.06~0.61

-0.490

0.196

6.276

0.012

1.63

1.11~2.40

口学特征尧生活习惯尧所处环境等因素不同有关遥

可能是因为低收入人群生活保障水平低袁 拥有的医

本研究发现老年期痴呆患病与婚姻状态尧文化

疗资源更少袁增加了患老年期痴呆的风险袁该结果与

程度和收入水平有关袁与职业无关遥 婚姻状态与老

国内外部分研究结果一致遥 晕藻憎皂葬灶 等咱员猿暂发现袁低收

年期痴呆患病有关袁独身是患老年期痴呆的危险因

入人群患老年期痴呆的风险更高袁 但是将常见心血

素袁这可能与独身老人晚年长期独自一个人生活袁减

管疾病作为调整因素分析后袁 低收入与患老年期痴

少了与配偶长期交流互动的机会袁相对于有配偶的

呆的关系又不明显遥 康美玉咱员源暂在对河北省社区人群

老人孤单感更强袁加快了老年期痴呆的发生和进展遥

老年期痴呆的流行病学调查中发现袁 高收入人群患

瑞典 匀毅葬噪葬灶泽泽燥灶 等 进行了一项时间跨度长达 圆员年

老年期痴呆的风险比低收入人群减少了 远愿援怨豫遥

痴呆的风险是拥有配偶人群的 圆 倍袁中年离婚后独

痴呆的患病风险存在差异袁独身尧低文化程度尧低收

居和中年丧偶的老人患老年期痴呆的风险是拥有配

入是患老年期痴呆的危险因素遥 政府部门应该加大

偶人群的 猿 倍袁该结果与本研究一致遥 国外学者发

对独身老年人群的关爱袁 如开办社区老年人群文化

咱怨暂

的队列研究发现袁中年未婚无伴侣的老人患老年期

综上所述袁 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老年人老年期

袁虽

活动中心袁从政策上支持子女常回家看看曰提高低文

然本研究结果显示农民老年期痴呆患病率是其他职

化程度老年人群对老年期痴呆的认识与预防意识袁

业者老年期痴呆患病率的 员援远 倍袁 但是并不能证明

如举办科普知识讲座曰 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经济支

职业是老年期痴呆患病危险因素遥 本研究发现文化

持袁如制定更加有效的养老保障制度曰以农民为重点

程度与老年期痴呆患病有关袁文化程度越高袁老年期

干预人群袁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袁如培养良好的

痴呆的患病率越低袁低文化程度是老年期痴呆的危

农药使用习惯袁推进机械化生产遥

现长期接触农药会增加患老年期痴呆的风险

咱员园暂

险因素袁这可能是因为文化程度高的人群对于疾病

本研究样本量大袁涵盖了不同的地区袁具有代

的预防知识掌握更多袁更加倾向于选择健康的生活

表性曰采用野员园 辕 远远冶项目开发的评估方法诊断老年

方式袁因此老年期痴呆的患病率低遥 国外学者也得
出相似的研究结果袁法国 杂葬贼贼造藻则 等

咱员员暂

期痴呆袁对低文化程度的老年人也能很好诊断遥 但

研究发现高文

本研究是横断面研究袁 因此还需要分析性流行病

化程度是认知功能障碍 渊酝悦陨冤 或阿尔兹海默病

学研究进一步确定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期痴呆之

酝悦陨 辕 粤阅 的风险降低了 愿缘豫袁并且高文化程度的人群

的人群患老年期痴呆的患病率更高袁 这有助于老

渊粤阅冤的一个强保护因素袁相比低文化程度的人群患

间的因果关系遥 本研究结果表明袁低社会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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