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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地区老年人社会资本与认知功能障碍的关联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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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社会资本与老年人认知功能障碍的关联，为开展社区人群干预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宁夏 4 个县（区）1159 名 60 岁及以上社区居民，由统一培训的医学生入户完成面对面问

卷调查，包括一般社会人口学资料，个人社会资本量表和简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非条件 logistic 回

归模型分析认知功能障碍的相关因素。结果　有 306 人符合认知功能障碍标准，检出率 28.05％；多

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OR=1.45，95％CI：1.24，1.68）、性别（OR=3.74，95％CI：2.58，5.41）、文

化程度（OR=0.37，95％ CI：0.27，0.51）和群体社会资本（OR=0.81，95％CI：0.70，0.94）与老年人

认知功能障碍显著相关。结论　影响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群体社会资本可能是老年

人认知功能的保护因素，提示良好的社区生态可能对预防老年人群认知功能障碍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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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of the elderly in Ningxia 
　　HE Zhiqiang，MA Wanrui，SUN Xiaoya，et al. Department of Epidemiology and Statistic,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d Management, Ningxia Medical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04,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of the elderly，

and providing evidence for conduct community intervention. Methods　1159 community residents aged 60 and over 

in 4 counties（districts）of Ningxia were selected. Face to face interview conducted by trained lay medical students，a 

blanket of instruments includes sociodemographic information，Social Capital Scale and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

tion. The uncondition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analysis the possible risk factors of cognitive impairment. 

Results　306 participants met the criteria of cognitive impairment，with a prevalence of 28.05％. Multivariate analy-

sis showed that age（OR=1.45，95％CI：1.24，1.68），gender（OR=3.74，95％CI：2.58，5.41），education level

（OR=0.37，95％CI：0.27，0.51）and community level social capital（OR=0.81，95％CI：0.70，0.94）were signif-

icantly associated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 Conclusi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the elderly are 

multi-faceted. The community level social capital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cognitive function among the elderly，

suggesting that appropriate community ecology may play positive role in preventing cognitive impairment.

【Key words】 Elderly；Cognitive function；Social capital；Logistic regression；Cross-sectional study

引言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速度的加快，老年人

认知障碍的患病率越来越高，已经成为当前全球公

共卫生和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认知功能

障碍（Cognitive impairment，CI）泛指各种原因造成

的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受损［1］。社会资本是人们在

社会网络中所拥有的资本形式，是一种实际的或潜

在的资源集合，社会资本主要来源构成包括社会凝

聚力以及社会交往等［2］。目前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

与老年人身心健康密切相关［3］，但有关社会资本与

具体老年疾病的研究较少，其作用机制也不清楚。

本研究主要是基于社区老人年横断面研究的数据来

探究社会资本与老年人认知功能障碍的相关性，为

开展社区人群干预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基金课题（编号：81860599）。

［作者工作单位］1. 宁夏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银川，750004）；2.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第一作者简介］贺志强（1993.06-），男，甘肃平凉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慢病流行病学。

［通讯作者］王志忠（Email：wzhzh_lion@126.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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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于宁夏慢性病调查研究，该研究采用

多阶段抽样法，首先从宁夏 22 个县区中根据经济水

平和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采用判断抽样法选取兴庆区、

利通区、西吉县和彭阳县 4 个县区，然后采用 PPS 法

从每个县区中抽取 10 个村 / 社区，再通过系统抽样

在每个村 / 社区抽取 115 户居民，最后每户采用 KISH

表抽取 1 名研究对象进行调查。纳入标准：在调查点

居住 6 个月以上，且年龄≥ 18 且≤ 80 岁的居民；排

除标准：严重精神疾病史者、严重听力、视力和语言

障碍者。最终纳入 3985 名社区居民（其中 1159 名 60
岁及以上）由统一培训的医学生于 2017 年 4 月 ~6 月

期间入户完成面对面调查。本研究选取 1091 名 60 岁

及以上且完成全部调查的老人作为研究对象并纳入

分析。研究人群的平均年龄为（67.13±5.38）岁，男

性 506 人（占 46.38％），女性 585 人（占 53.62％）。

1.2　研究工具 

①一般资料调查表：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信息

（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民族、文化程度等），日

常生活行为：吸烟（每天至少一支，连续吸烟 6 个月

或以上）、饮酒（过去 12 个月中，至少饮过 0.5 瓶啤

酒 /2.5 两葡萄酒 /0.8 两白酒）、饮茶、餐次、睡眠等；

②社会资本量表（Social Capital Scale，SCS）：包括社会

凝聚力和邻里互动两个方面，社会凝聚力包括四个条

目，分别为“小区（村里）的人们愿意互相帮助”，“小

区（村里）的人们彼此间能和睦相处”，“小区（村里）

的人们值得信任”，“小区（村里）的人们对客观事物

（人、事、物）的看法比较一致”，每个条目 1~5 级评

分，1 完全不同意，2 不同意，3 中立，4 同意，5 完

全同意。邻里互动包括五个条目，分别为“你和小区

（村里）的人们互相帮助的情况（照看小孩、帮着买

东西，借一些小工具）”，“当邻居不在家或出远门时，

你帮他照看房屋或财物的情况”，“你和小区（村里）

的人们就一些个人事情（小孩抚养、健身运动等）互

相咨询交流的情况”，“你和小区（村里）里的其他人

一起聚会或参加集体活动的情况”，“你和小区（村里）

里的其他人到家里或者在街上互相交流的情况”，每

个条目均采用 1~4 级评分，1 从不，2 偶尔，3 有时，

4 经常。个人社会资本得分取两者之和，得分从 9~40
分不等，群体社会资本根据同一社区（村）的所有受

访者的平均分［4］，该量表在国内社区人群中具有较好

的信效度 ［5］；③简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包括时间定向、地点定向、

即刻记忆、注意和计算能力、语言能力、视空间能力，

评分范围 0~30 分，分界值与受教育程度相关，文盲

≤ 17 分、小学≤ 20 分、中学≤ 22 分、大专及以上≤

24 分判定为认知功能受损［6］。该量表已在中国人群中

广泛应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7］。

1.3　资料收集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医学生进行入户面对面的问

卷调查。收集资料时，按照问卷设计的顺序逐一进

行，并严格按照量表的使用标准进行询问，问卷完

成后，调查小组负责人当场检查，及时的查漏补缺。

1.4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23.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变量用

率和构成比表示，率的比较采用 χ2 检验。采用非条

件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认知功能障碍的影响因素，

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认知功能障碍的检出率及其分布特征 

将年龄分成四个阶段，发现四个年龄段的人

群 CI 检出率有差异（χ2=9.82，P=0.020），男女性

别间 CI 检出率也有差异（χ2=17.15，P<0.001），不

同文化程度的人群 CI 检出率存在差异（χ2=59.99，

P<0.001），不同婚姻状况的人群 CI 检出率也有差

异（χ2=12.61，P=0.002）、不同吸烟状况、饮酒状

况的人群 CI 检出率也存在统计学意义（χ2=9.70，

P=0.008；χ2=7.46，P=0.006）、每日餐次、喝茶频率

不同的人群 CI 检出率也存在统计学意义（χ2=9.09，

P=0.028；χ2=16.80，P=0.005），群体社会资本按四

分位数分为四组后发现，四组人群的 CI 检出率也存

在统计学差异（χ2=15.21，P=0.002）（见表 1）。

2.2　社会资本与认知功能障碍关联的多因素分析 

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自变量赋如表 2 所示，结果

显示，年龄（OR=1.45，95％CI：1.24，1.68）与老

年人 CI 患病风险呈正相关，女性（OR=3.74，95％

CI：2.58，5.41）是老年人 CI 的危险因素，文化程度

（OR=0.37，95％CI：0.27，0.51）和群体社会资本

（OR=0.81，95％CI：0.70，0.94）与老年人 CI 呈负

相关，结果见表 3。

3　讨论

认知功能障碍已经成为严重危害老年人群健康

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且随着高龄老年人口持续增

长，老年人认知功能损伤的患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

国内有研究发现，老年人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检出

率为 27.91％［8］，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总共 1091 人，其

中有 306 符合认知功能受损标准，检出率为 2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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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CI患病率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项目 调查人数n 检出率（％） χ2 P

年龄 9.82 0.020

　　60~64 443 20.32

　　65~69 309 29.13

　　70~74 204 36.76

　　75~ 135 37.78

性别 17.15 <0.001

　　男 506 14.43

　　女 585 39.83

文化程度 59.00 <0.001

　　文盲 799 35.79

　　小学 180 3.33

　　初中 122 8.20

　　大专及以上 58 6.90

婚姻状况 12.61 0.002

　　未婚 10 50

　　已婚或同居 880 26.14

　　丧偶或离婚 201 35.32

是否吸烟 9.70 0.008

　　吸烟 204 18.14

　　戒烟 86 15.12

　　不吸烟 801 31.96

是否喝酒 7.46 0.006

　　是 140 13.57

　　否 951 30.18

每日餐次 9.09 0.028

　　一餐 9 22.22

　　两餐 257 39.30

　　三餐 813 24.48

　　三餐以上 12 33.33

是否吃早餐 6.63 0.085

　　每天吃 918 25.93

　　经常吃 40 37.5

　　偶尔吃 55 32.73

　　不吃 69 43.48

是否喝茶 16.80 0.005

　　每天喝 521 25.53

　　5~6次 10 20.00

　　3~4次 17 11.76

　　1~2次 17 29.41

　　偶尔和一次 167 23.95

　　从来不喝 355 34.65

30分钟体力活动 1.91 0.167

　　有 873 26.46

　　无 203 34.98

是否午睡 1.18 0.278

　　有 782 26.09

　　无 306 33.01

个体社会资本 2.88 0.411

　　0~26 265 29.93

　　27~29 294 28.76

　　30~33 245 22.18

　　33以上 273 24.91

群体社会资本 15.21 0.002

　　0~27.05 247 25.28

　　27.06~28.73 215 39.91

　　28.74~30.77 267 27.92

　　30.77以上 270 16.13

表2　多因素分析变量赋值表

变量 赋值

性别 1=男，2=女

年龄 1=60~64，2=65~69，3=70～74，4=74以上

婚姻状况 1=未婚，2=已婚或同居，3=丧偶或离婚，4=其他

文化程度 0=文盲，1=小学，2=初中，3=大专及以上

吸烟史 1=是，2=否，3=已戒烟

饮酒史 1=是，2=否

每日餐次 1=一餐，2=两餐，3=三餐，4=三餐以上

每周喝茶频率 1=每天喝，2=5~6次，3=3~4次，4=1~2次，5=偶尔一

次，6=从来不喝

个体社会资本 1=0~26分，2=27~29分，3=30~33分，4=33分以上

群体社会资本 1=0~27.05分，2=27.06~28.73分，3=28.74~30.77分，

4=30.77分以上

表3　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的结果（n=1091）

变量 β S. E. Waldχ2 P OR（95％CI）

年龄 0.37 0.08 22.54 <0.001 1.45（1.24，1.68）

性别 1.32 0.19 48.87 <0.001 3.74（2.58，5.41）

婚姻状况 -0.09 0.19 0.22 0.638 0.92（0.64，1.32）

文化程度 -0.99 0.16 37.37 <0.001 0.37（0.27，0.51）

吸烟史 -0.12 0.20 0.36 0.546 0.89（0.60，1.31）

饮酒史 0.39 0.35 1.26 0.261 1.48（0.75，2.91）

每日餐次 -0.26 0.17 2.44 0.118 0.77（0.56，1.07）

喝茶频率 -0.01 0.04 0.02 0.883 0.99（0.93，1.07）

个体社会资本 -0.07 0.07 0.97 0.325 0.93（0.80，1.08）

群体社会资本 -0.21 0.08 7.49 0.006 0.81（0.70，0.94）

注：R2=0.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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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上研究的结果相符，说明老年认知损害的现状

非常严重，需要积极的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干预。

分析结果发现，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文化

程度、吸烟史、饮酒史、每日餐次、喝茶频率、个

体社会资本及群体社会资本是 CI 的影响因素，这与

刘寒等人的的研究结果一致［9］。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

分析的结果发现，年龄是影响老年人认知功能的独

立危险因素，这与黄河浪等［10］的研究结果一致，随

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脑功能明显减退，认知功能

障碍患病率明显增高。老年女性认知功能障碍发生

危险显著高于男性，考虑可能与老年女性绝经后雌

激素分泌减少有关［11］。文化程度与认知损害呈负相

关，可能由于较高的文化程度可作为一种刺激，促

进大脑细胞树突和轴突的生长，提高对大脑老化的

代偿能力，从而减缓了认知功能损害速率［12］。

在控制了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因素后，群

体社会资本与 CI 呈负相关，这与薛新东等［13］的研究

结果一致。可能原因是同质的社交网络在提供社会

资源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社交网络，人们可

以很容易地找到附近和自己具有类似社会人口学背

景的人。因此，他们更容易通过相互联系轻松获得

更多的社会信任和支持［14］。而且，老年人们积极的

社会参与和较高的社会凝聚力能够有效地预防或减

轻他们在情感方面的消极改变，保持积极的心理状

态，提升自身的心理健康水平［15］。因此，社会资本

能够减缓老年人的认知功能衰减，对老年人的身心

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

4　结论

老年人的认知功能受多方面的影响，社会资本

与社区老年人群认知功能显著相关，提示构建良好

的社区生态、提升社区水平社会资本可能对老年人

群认知功能障碍预防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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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本研究样本来源仅限宁夏部分地区，主

要结论外推其他地区时需要考虑不同地区社区文化

和人群特征的差异；其次，老年人群认知功能的测

评采用 MMSE 量表，该工具筛查认知功能障碍的灵

敏度高，然而其特异度尚需进一步改善，可能导致

分类错误偏倚。最后本研究结论基于现况研究设计，

尚不能推论因果关系，需要今后前瞻性大样本人群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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