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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 60岁及以上人群痴呆流行病学现况调查

王刚平 、 裴根祥 、 颉　瑞 、 丁志杰 、 张永录

【摘要】目的　了解天水市 60 岁及以上人群痴呆患病率及相关因素。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

群抽样方法随机抽取甘肃省天水市≥ 60 岁人群 2430 人为调查对象，用长谷川痴呆量表（HDS）、一

般健康问卷（GHQ）进行筛查，将调查对象分为痴呆高、中、低危险 3 组，再以缺血指数量表（HIS）、

临床痴呆评定量表（CDR）、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IV）轴Ⅰ障碍定式临床检查患者版

进行诊断检查。结果　2416 人完成调查，痴呆患病率为 12.12％［95％CI 为 9.32 ％~15.76％］；痴呆

患病率男性（14.63％）高于女性（9.46％），痴呆患病率农村（12.95％）高于城市（7.43％），但差异

无显著差异（P> 0.05）；患病率随年龄的增长而不断上升（P< 0.01），60～65 岁为 5.32％，66～70 岁为

7.95％，71～75 岁为 17.48％，76～80 岁为 20.08％，81～85 岁为 21.22％，86 岁以上为 30.23％；高龄、

家庭收入低、婚姻状况不良、独居、文化程度低等为痴呆患病的危险因素。结论　甘肃省天水市痴

呆患病率较高，影响因素较多，应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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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alence of dementia in the people aged 60 and older of Tianshui　 
 WANG Gangping，PEI Genxiang，XIE Rui，et al. Tianshui Third People's Hospital，Gansu 741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prevalence of dementia and explore the risk factors of dementia in the 

people aged 60 and older of Tianshui. Methods　Using multistage stratified clusfer sampling 2430 subjects aged 60 or 

older were identifed in Tianshui City. The subjects were screened with the Hasegawa Dementia scale（HDS）and the 

expanded version of the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GHQ）and classifieg as high、moderate or low risk for having 

dementia based on the results. Different proportions of the three groups were assessed with the Hachinski Inchemic score

（HIS）、the Clinical dementia  rating（CDR）and the fourth edition of Diagnostic and the 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DSM-IV-TR（SCID-I/P）. Results　Totally 2416 subjects completed the survey. The adjused current prevalence of 

dementia was 12.12％（95％ CI=9.32％~15.76％）. The prevalence of dementia was（14.63％）in males，（9.46％）

in females，12.95％ in rural residents，7.43％ in ruban residents.The males、females and rural、ruban differences in 

overall rate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Advanced age、low family income、bad marriage、living alone and low 

education level were risk factors of dementia. Conclusions　The elderly in Tianshui had a higher prevalence of demen-

tia. Many factors affect the incident of dementia and specific interventiion measures should be carnied out.

【Key words】Dementia；Prevalence；Current situation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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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突飞猛进，人

民的生活水平和平均寿命都较以前有了大幅度的提

高，伴随着人均寿命的增加，老年人口的数量也在

不断增加，因此老年人口的健康问题就日益凸显出

来。当前世界上前 10 种致残或使人失去劳动能力的

主要疾病中有 5 种是精神疾病［1］，有相关统计表明

到 2040 年，全球痴呆症人数将达到 8110 万［2］。老年

性痴呆作为世界重大公共健康问题之一，它给个体、

社区和卫生医疗服务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为了解甘

肃省天水市老年性痴呆的流行病学现状及危险因素，

本研究对甘肃省天水市老年性痴呆的患病率进行了

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基金项目］甘肃省科技支撑计划项目（144FKCE066）。

［作者工作单位］甘肃省天水市第三人民医院（天水，741000）。

［第一作者简介］王刚平（1972.3-），男，甘肃省甘谷县人，主任医师，研究方向：精神科药理学及流行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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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样本量计算

在全市范围内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

方法。本次调查样本估计按老年性痴呆的患病率来

计算，有文献报道老年性痴呆患病率约为 5％［3-4］，

即患病率 P=0.05，q=1-P=0.95。δ位设定误差范

围，将 δ 设定为 0.01，第一类错误设定 α=0.05，即

uα=1.96 样本估计数为：n=（u a
2×q ×p）/δ2=（1.962

×0.95×0.05）/0.012=1825（人）。考虑到在城市与农

村、性别及各年龄段间将进行分层分析，由此将样

本量增加到 2025 人；为了保证实际完成足够的样本

量，故将样本量大小扩大 20％，确定抽样样本量为

2430 人。

1.2　抽样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按人口学资料

及构成比），研究对象均≥ 60 岁（1954 年 10 月 1 日

前出生），辖 2 区 5 县均纳入抽样框架。2013 年天水

市总人口数为 3828294 人；城市（秦州和麦积区的城

区人口）568382 人，农村 3259912 人。2 区既有城市

人口又有农村人口，城市人口为城市样本，农村人

口为农村样本，所以共有 2 个城区框架 7 个农村框

架，因天水市城市与农村人口比例约为 1：6，因此城

市抽样 400 人，农村抽样 2030 人。按各框架区总人

口数占全市总人口数的构成比确定各框架区分别的

样本量。

将各框架所属街道和乡镇按人口数从大到小

排列，用随机数字表抽取每个框架内的街道或乡

镇。每个城区框架从所辖街道中随机抽取 1~2 个街

道，每个街道从所辖居委会中随机抽取 1~3 个居委

会。每个农村框架按所辖乡镇数随机抽取 2~3 个乡

镇，根据乡镇所辖人口数确定乡镇样本量。根据抽

样乡镇所辖各村（居委会）的人口数，将全部村（居

委会）按人口数由大到小排列，从每个乡镇随机抽

取 2~3 个行政村；全市共抽取了 3 个街道的 7 个居委

会，16 个乡镇的 34 个行政村。每个抽样居委会或村

随机抽取有 60 岁及以上人的户 40～60 户。将每户 60
岁及以上人进行编号，用随机数字表抽取 1 名为调

查对象。对所有抽取的样本进行统一编号，即每个

个体都有一个连续的固定的 8 位数编号。

1.3　对象

本次调查实际抽样 2430 人，完成调查 2416 人，

拒绝调查 13 人，累计上门 3 次均不在 1 人。其中

男 1251 人，女 1165 人；年龄 60~98 岁，平均年龄

70.31±7.06 岁；读书年限 0~17 年，平均 2.57±3.64
年；HDS 平均值 24.63±4.66；职业：农民 1862 人，

工人（或服务人员）42 人，专业技术人员 10 人，离

退休人员 393 人，无业 19 人；汉族 2165 人，回族

251 人；天主教 18 人，基督教 28 人，佛教 14 人，道

教 6 人，伊斯兰教 251 人；未婚 15 人，已婚 1729 人，

再婚 2 人，分居（或离异）11 人，丧偶 659 人；居住

方式：独居 149 人，与子女居住 777 人，与配偶居住

1483 人，敬老院 2 人，其他 5 人。医疗来源：自费

18 人，合作医疗 2029 人，公费医疗 20 人，城镇职

工（居民）医疗保险 348 人，商业保险 1 人。

1.4　工具

采 用 两 阶 段 调 查 方 案 。 第 一 阶 段 筛 查 工

具 包 括 长 谷 川 痴 呆 量 表 （ H D S ）［5］、 一 般 健 康

问卷（GHQ-12）［6］、人口学特征等，筛查需要

20～40min。第二阶段调查工具为哈金斯基缺血指

数量表（HIS）［7］、临床痴呆评定量表（CDR）［8］和调

查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IV）轴Ⅰ障

碍定式临床检查患者版（SCID-I/P）［9］。调查一般需

30～40min，痴呆者需 50～80min。对于有痴呆者采

用功能大体评定量表（GAF）［7］评估其功能受影响程

度，将 GAF 评分≤ 60 分者划分为“中度到严重功能

损害。

1.5　调查程序

本调查对所有参加流调的医生和护士进行统

一培训及预试验后于 2014 年 11 月 20 日 ~2015 年 5
月 31 日完成入户面对面调查。抽样人员完成抽样

后，由护士完成 GHQ、HDS 和求医方式问卷调查，

对筛查结果阳性者由精神科医生（工作≥ 5 年）完

成 HIS 、CDR 和 SCID-I/P 检查；并在调查开始 1 月

内全部和 1 月后 20％的 GHQ、HDS、HIS 、CDR 和

SCID-I/P 在首次调查后 7~10 天内进行重测。对前后

2 次 CDR、SCID-I/P 测定结果不一致者则组织全组

医生讨论确定。

危险度的划分：长谷川痴呆检查量表（HDS）评

定，根据文化程度（文盲、小学、中学及以上）HDS

分别≤ 16 分、20 分、24 分者为高危人群，HDS 评

分分别≤ 18 分、22 分、26 分者为中危人群，HDS

评分分别＞ 18 分、22 分、26 分者为低危人群。

老年性痴呆（AD）的调查诊断流程：1、对所有

样本进行长谷川痴呆量表（HDS）评定，根据文化程

度（文盲、小学、中学及以上）HDS 分别≤ 16 分、

20 分、24 分者，或 HDS 评分分别≤ 18 分、2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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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分且研究号个位数为 1~3 者，或 HDS 评分分别＞

18 分、22 分、26 分且研究号个位数为 1 者均为可疑

痴呆；2、对可疑痴呆的样本进行哈金斯基缺血指数

量表（HIS）评定，HIS 评分＜ 7 分为可疑 AD；3、对

可疑 AD 进行临床痴呆评定量表（CDR）评定，及采

用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IV）轴Ⅰ障

碍定式临床检查患者版（SCID-I/P）进行鉴别诊断；

4、对拟诊断老年性痴呆者由 2 名副主任医师以上的

精神科医生进行问诊及体格检查，依据有无高血压

病史、阶梯性变化、长期饮酒史、颅脑外伤史、颅

内感染史以及神经系统体征等排除血管性痴呆、酒

精性痴呆等，以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4
版）（DSM-IR）进行确诊。

1.6　统计学方法

调查资料在 EpiData3.0 下采用双人双重录入，

在 SPSS 15 下进行 t、χ2、单因素相关分析。计算患

病率时，根据高、中、低危人群中患病人数所占比

例粗率按城乡、性别、年龄段等进行层后权重分析。    

2　结果

2.1　老年性痴呆的患病率

第二阶段完成调查 396 例，老年性痴呆 119
例，其中轻度老年性痴呆 52 例（42.86％），中度老

年性痴呆 49 例（41.18％），重度老年性痴呆 18 例

（15.13％）；高危险度 224 人，中危险度 188 人，低

危险度 2004 人。老年痴呆检出率为 4.93％；根据高、

中、低危险度按城乡、性别、年龄段等进行层后权

重计算老年性痴呆患病率 12.12％［95％CI：9.32％ 

~15.76％］。

2.2　性别、城乡间老年性痴呆的患病率，见表 1
表1　不同性别、城乡间老年性痴呆的患病率（％）

组别 总例数 2阶段例数 病例数 患病率 95％CI

城乡比

城市 380 69 22 7.43 4.10～13.48

农村 2036 327 97 12.95 9.76～17.18

性别比

男 1251 209 65 14.63 10.59～20.22

女 1165 187 54 9.46 6.21～14.42

从表 1 可以看出，老年性痴呆患病率农村高于

城市、男性高于女性，但经 χ2 检验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P>0.05）。农村老年性痴呆 97 例，其中轻

度老年痴呆 43 例（44.33％），中度老年痴呆 40 例

（41.24％），重度老年痴呆 14 例（14.43％）；城市老

年性痴呆 22 例，其中轻度老年痴呆 9 例（40.91％），

中度老年痴呆 9 例（40.91％），重度老年痴呆 4 例

（18.18％），2 组均以轻中度痴呆多见，2 组间经χ2

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0.21，P>0.05）。

2.3　不同年龄段间老年性痴呆患病率比较，见

表 2

从表 2 可以看出，老年性痴呆患病率随年龄的

增长而不断上升，尤其是 70 岁以后人群老年性痴呆

患病率明显上升（χ2=126.43，P<0.01），85 岁以上

人群高达 30％。
表2　不同年龄段老年性痴呆的患病率（％）

年龄段 总例数 2阶段例数 病例数 患病率 95％CI

60～65岁 726 90 13 5.32 2.78～10.17

66～70岁 643 92 12 7.95 3.70～17.08

71～75岁 480 70 26 17.48 8.64～35.38

76～80岁 326 71 29 20.08 12.28～32.82

81～85岁 198 55 26 21.22 12.82～35.13

86岁及以上 43 18 13 30.23 17.56～52.07

2.4　老年性痴呆的相关因素分析

将性别、年龄、读书年限、婚姻、居住方式、

职业、医疗来源、宗教及家庭经济收入等因素纳入

单因素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3。

从上表 3 可以看出，老年性痴呆与年龄显著

正相关（P<0 .01），与家庭经济收入显著负相关

（P<0.01）；经对相关系数进行 t 检验，表明与性别、

婚姻、居住方式、职业显著正相关（P<0.05），与读

书年限显著负相关（P<0.05）。

2.5　老年性痴呆大体功能（GAF）评定

119 例老年性痴呆患者 GAF 评分在 10～75 之

间，平均 45.62±18.19。其中 68％的 GAF 评分属中

重度功能损害。119 例患者均未有求医经历。

3　讨论

老年性痴呆又称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是神经系统的退行性变所致的大脑皮

质高级精神行为活动的是功能障碍，获得性、全

面性、持续性智能障碍综合征，是老年期痴呆的

表3　老年性痴呆的相关因素分析

因素 性别 年龄 读书年限 婚姻 居住方式 职业 医疗来源 宗教 经济收入

r 值 0.0268 0.4329 -0.0666 0.2176 0.1471 0.0723 0.0204 -0.04 -0.3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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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类型。老年性痴呆的患病率在不同地区、不

同的年代存在很大差异［3-4，10-11］。本调查所获得老

年性痴呆的现患病率为 12.12％，明显高于 1991 年

以来不同地区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报道的患病

率 0.8％~6.3％［3-4，10-13］，介于西方国家报道的范围

6.6％～15.8％［14］，与天津［15］地区患病率 9％相接近。

本调查结果显示，老年性痴呆患病率男性（14.63％）

高于女性（9.46％），但二者没有显著差异，与李磊

等［10］报道基本一致，与有关文献［11］报道不一致。本

调查结果显示，老年痴症患病率农村（12.95％）高

于城市（7.43％）与有关文献［1］报道相似。周盼等［16］

报道老年性痴呆的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长，每 5
岁患病率增长近 1 倍；本调查结果亦显示，老年性

痴呆患病率随年龄的增长而不断上升，每 5 岁患病

率增长近 1~3 倍。本调查还发现高龄、家庭收入低、

婚姻状况不良、独居、文化程度低等为老年性痴呆

患病的危险因素，与有关报道一致［3-4］。

本次流行病学调查均采用和被试面对面的问卷

式调查，但由于受人们对精神疾病的认识不足，加

之周围社会对精神疾病的歧视尚未消除，使被试的

回答仍然具有一定的掩饰性，从而使结果受到一定

的影响。但此次流行病学调查拥有较大而具有代表

性的样本，基本能反映出甘肃省天水市老年性痴呆

的患病情况。从而对下一步制定针对天水市乃至全

省防治老年性痴呆的精神卫生规划，提供了一个比

较全面的科学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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