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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综合评估方案优化及在住院老年痴呆患者中的应用

童　颜 、 蔡端芳 、 谭友果 、 龙　赟

【摘要】目的　探讨优化版老年综合评估方案的临床应用效果。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入院医护

处理流程，观察组入院后行优化版老年综合评估方案，制订综合干预处方。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睡眠、情绪及精神病性症状改善情况，比较两组患者生活质量、照护难易程度、护理不良事件、医

院感染发生率、患者家属满意度等指标。结果　治疗 12 周后，两组 PSQI、HAMD、HAMA、BPRS

减分率、照护难易程度减分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观察组优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生活质

量结果显著优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和对照组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分别 14.0％和 32.0％，医院

感染发生率分别为 8.0％和 14.0％，自制满意度调查问卷观察组 97.5％，对照组 83.2％，观察组得

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优化版老年综合评估方案在对住院老年痴呆患者的症状缓

解、提高生活质量、减少不良事件、降低医院感染发生率、减轻照护者负担、提高患者及家属满意

度等多方面存在积极影响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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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comprehensive geriatric assessment and application in elderly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de-
mentia　　TONG Yan，CAI Duanfang，TAN Youguo，et al. The Zigong Mental Health Center，Zigong 64302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effect of the optimized comprehensive geriatric assess-

ment. Methods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outine hospitalization procedure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admitted 

to the optimized comprehensive geriatric assessment. The improvement of sleep，mood and psychiatric symptoms，indexes 

of quality of life，care difficulty，adverse nursing events，incidence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and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famili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12 weeks of treatment，the score reduction rates of PSQI，

HAMD，HAMA，BPRS and care difficulty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1），and the observa-

tion group was superior to the control group.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incidence of nursing adverse ev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14.0％ and 32.0％，respectively，and the incidence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was 8.0％ and 14.0％，respectively. The 

self-made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7.5％，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83.2％. The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Optimized vers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cheme in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dementia symptoms，improve quality of life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to reduce the hospital feeling，alleviate caregiver burden，improve the patient and family 

satisfaction have positive influence in many aspects and guiding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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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年 综 合 评 估 （ c o m p r e h e n s i v e  g e r i a t r i c 

assessment，CGA）是老年医学的一项核心技术，是

一种多纬度跨学科的诊断过程［1］。CGA 的使用目前

临床上还没有全球或国内标准化的指南［2］，加上老

年科从业人员对其认知度不足，CGA 在我国的推行

不尽如人意。为此 2017 年 5 月，国内首次发布了

《中国老年综合评估技术应用专家共识》［3］，，其中也

指出常用的老年综合评估量表普适性强，但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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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定老年人群中，临床应用差异性大，重点不突

出，对临床的指导价值受到一定限制［4-6］，所以，根

据 CGA 的不同获益群体，针对不同目标人群，选择

性评估显得十分重要。在此基础上，我们参考临床

路径模式，通过细化、简化、整合、增加等方式尝

试设计出旨在针对住院老年痴呆患者的优化版老年

综合评估方案，并将其应用于临床以验证。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 年 1 月 ~2017 年 9 月自贡市精神卫

生中心老年科收治住院的 100 例老年痴呆患者，随

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50 例。纳入标准：（1）符

合国际疾病分类 ICD-10 疾病诊断编码（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ICD）痴呆标准；（2）在我院

住院时间 >3 个月。排除标准：（1）排除因颅脑外伤、

中毒、感染、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抑郁症、谵妄等

引起的认知功能损害患者；（2）排除患有严重心脑血

管、肝肾等躯体疾病的患者。对照组中男 29 例，女

21 例，年龄 60~85 岁，平均（69.37±5.89）岁；病程 

2~8 年，平均（2.96±0.81）年；简易智力状态检查量

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评分（19.83
±2.87）分，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Scale，ADL）评分（26.54±1.89）分。观察组中男 26 

例，女 24 例，年龄 62~90 岁，平均（68.02±4.88）岁；

病程 2~9 年，平均（2.73±0.95）年；MMSE 评分（20.02
±2.56）分，ADL 评分（25.44±2.01）分。两组患者的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入院医护处理流程。观察组行

优化版老年综合评估方案，入院首次评估，12 周复

评，出院末次评估。评估内容包括：（1）听力、视

力（音叉及 Snellen 视力表）；（2）平衡与步态（POMA

及 Tinetti 量表）；（3）睡眠、情绪及精神病性症状

（PSQI、HAMD、HAMA、BPRS 量表）；（4）社会支

持（SSRS 量表）。根据综合评估结果制订干预处方，

将重点风险防范、老年综合征改善、药物治疗方案、

营养支持、心理疏导、行为干预、康复训练及优化

社会支持等指标按疾病药物治疗、疾病支持治疗、

疾病康复治疗等几大板块分类分项，分层分级，分

别制定计划，持续追踪，定期多学科联合小组反馈，

并纳入指标考核。

1.3　观察指标与评价标准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睡眠（PSQI 量表）、情绪

（HAMD、HAMA 量表）及精神病性症状（BPRS 量

表）改善情况；比较患者生活质量（SF-36 量表）、照

护难易程度（NPI 量表）；比较护理不良事件、医院

感染发生率、患者家属满意度。

1.4　统计处理方法

计量资料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发生率采

用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分别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

进行 t 检验和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睡眠、情绪及精神病性症状

改善情况比较见表 1
表1　两组PSQI、HAMD、HAMA、BPRS量表得分比较（x±s）

组别
首次评估

t值 P值
观察组 对照组

PSQI 5.2±2.7 4.7±3.1 -0.113 >0.05

HAMD 28.63±6.36 28.28±6.98 0.147 >0.05

HAMA 18.71±5.51 18.33±5.10 0.032 >0.05

BPRS 35.41±6.04 35.18±6.37 -0.039 >0.05

组别 12周复评 t值 P值

观察组 对照组

PSQI 4.6±2.8 3.1±2.2 2.106 <0.01

HAMD 7.20±5.93 7.23±5.98 4.157 <0.01

HAMA 6.71±5.51 6.33±5.10 6.541 <0.01

BPRS 18.41±5.04 18.18±5.37 6.0372 <0.01

两组 PSQI、HAMD、HAMA、BPRS 评分与治

疗前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组之间

有效率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 PSQI、HAMD、

HAMA、BPRS 减分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观察组优于对照组。

2.2　两组生活质量、照护难易程度比较见表 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在躯体状况、机体疼痛、生

理功能、总体健康项目的结果均显著优于对照组

（P<0.05）；两组照护难易程度减分率有统计学意义

（P<0.01），观察组优于对照组。

2.3　两组护理不良事件、医院感染比较见表 3

观 察 组 患 者 护 理 不 良 事 件 发 生 率 、 医 院 感

染 发 生 率 低 于 对 照 组 ， 两 组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0.01）。

2.4　两组患者家属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患者家属对医护人员满意度为 97.5％，

对照组满意度为 83.2％，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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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SF-36、NPI量表得分比较（x±s）

组别
首次评估

t值 P值
观察组 对照组

SF-36 躯体状况 70.02±24.79 70.70±24.88 -0.102 >0.05

肌体疼痛 52.20±17.08 52.27±16.98 -0.157 >0.05

生理功能 29.71±17.51 29.33±17.10 0.042 >0.05

总体健康 51.41±10.04 53.18±10.37 -0.079 >0.05

NPI 护理苦恼度 50.03±4.02 50.17±5.11 -0.089 >0.05

组别
12周复评

t值 P值
观察组 对照组

SF-36 躯体状况 80.03±25.01 74.23±24.08 2.054 <0.05

肌体疼痛 78.53±16.04 55.58±14.40 5.306 <0.01

生理功能 52.71±14.23 28.61±11.39 4.023 <0.01

总体健康 65.23±8.10 54.20±7.11 6.279 <0.01

NPI 护理苦恼度 39.89±10.13 48.17±11.18 6.011 <0.01

表3　两组护理不良事件、医院感染反应发生率比较（％，n）

组别 对照组n=50 观察组n=50

管路滑脱 4 3

跌倒 3 1

压疮 1

冲动毁物 4 2

坠床 1

自伤 1

烫伤 1

吞食异物 1

噎食 1

总计 16（32.0％） 7（14.0％）

肺部感染 3 2

皮肤粘膜感染 2 1

泌尿系统感染 2 1

总计 7（14.0％） 4（8.0％）

3　讨论

老年性痴呆症患者，随着认知功能的下降，日常

生活能力逐渐减退，伴或不伴有精神症状，治疗效果

差，已经成为导致我国老年人功能残疾和死亡的主要

疾病之一。老年痴呆患者早期多在社区，中末期住院

原因和病情逐渐进展出现各种老年综合症（老年人由

多种疾病或多种原因导致的同一临床症状，常见综合

征包括跌倒、谵妄、尿失禁、疼痛、药物乱用等）、生

活自理能力减退、功能缺陷、精神行为问题、睡眠问

题在家难于管理、多种躯体疾病等因素相关。管理好

存在复杂健康问题及功能缺陷的老年人群对于医疗机

构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为了使老年患者得到一种

连续的整合式的评估及诊疗，促进其功能状态的改善

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需要一种能够对老年人进行全

面评估的方法，即对老年患者进行综合评估［7］。与一

般疾病评估以“疾病”为中心相比较，CGA 以“人”为

中心，强调疾病、功能状态和生活质量。目前国内常

用的评估方法一种是使用整合好的综合量表直接测量

和评价［8］，不足之处为综合量表普适性强，在不同特

定老年人群中临床应用差异性大，重点不突出，对临

床的指导价值受到一定限制；另一种评估方法为使用

单项量表测量各个维度，再进行综合评估，缺点是单

项量表选择灵活，但不同医生对同一患者，或对同病

种患者选择评价指标存在“随意性”，主观影响因素

较大，步骤较繁琐，容易遗漏指标内容。所以我们参

照临床路径模式，对特定的疾病按照临床需求进行了

优化，首先，评估目标对象的细化：我们最先选择尝

试的是住院老年痴呆患者这一特定的，具有鲜明年龄

段色彩的疾病患者作为人群对象。其次，评估流程的

简化：我们删减部分有评估价值，但不可抗因素居多、

评估后临床改进困难及操作可行性较小的条目，化繁

为简，突出重点。例如：社会和经济评估、环境和健

康评估内容。再次，评估各项目的整合：我们根据老

年痴呆患者病情特点，评估目标侧重老年综合症、老

年意外风险防范而非老年疾病本身。整合之后评估结

果对临床诊断、治疗、护理、康复更具有全面指导意

义。如删去抑郁、焦虑自评量表 SDS、SAS，以他评

量表 HAMD、HAMA 替代。最后，新增部分评估内容：

结合老年痴呆患者实际情况及病情特点，新增部分评

估内容。如：针对老年痴呆患者家属送入院治疗的常

见原因：①老年痴呆 BPSD 阶段，增加简明精神病量表

BPRS；②睡眠障碍，增加匹兹堡睡眠质量量表 PSQI。

针对住院老年痴呆患者的优化版老年综合评估方案初

步设计后，我们将其应用于临床并验证其效果。

本研究中应用优化版老年综合评估后，与对照组

比较，观察组患者睡眠症状、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均

有明显改善，生活质量各维度评分也有明显提高，这

说明观察组患者通过老年综合评估及后续综合干预管

理后，医护人员不但对其疾病症状的观察处理加强，

对其生活质量的关注也变得更重视，处理更主动，对

患者不仅在疾病治疗还是功能康复的提高上都起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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