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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嘉定区老年人精神卫生知识知晓状况调查

卢　艳 1 、 曾庆枝 2 、 赵晓光 1 、 刘　欢 1 、 胡晓龙 1 、 赵姣文 1

【摘要】目的　了解上海市嘉定区老年人的精神卫生知晓状况，为进一步开展精神卫生健康教育

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嘉定区 910 名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该地区老年人精神卫生知识平均知晓率为 76.9％；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老年人群知晓率的组间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且文化程度越高，知晓率水平越高。按照问卷题目类别统计分析得

到的正确应答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抑郁症和老年痴呆相关知识的正确应答率偏低，分

别为 69.8％和 77.1％。结论　嘉定区 60 岁以上老年人精神卫生知识普及程度总体较好，加强抑郁症

和老年痴呆症相关知识，尤其是病因方面的宣教是今后老年人群精神卫生宣教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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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on the cognition of mental health among elderly people in Jiading District　　LU Yan，ZENG 
Qingzhi，ZHAO Xiaoguang，et al. Jiading Mental Health Center，Shanghai 201806，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gnition of mental health among the elderly in Jiading district，

Shanghai，an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basis for further mental education. Methods　With random sampling method，

910 adults aged 60 or above were recruited from Jiading district. All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complete a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The average awareness rate of mental health knowledge among the elderly was 76.9％；There was sta-

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group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education（P<0.05），with a higher awareness rate 

for higher education group . The difference of correct-response rate according to the category of questions in the ques-

tionnair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The correct response rate related to Depression and Alzheimer's dis-

ease were 69.8％ and 77.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popularization of mental health knowledge among elderly 

people in Jiading is good in general. Strength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depression and Alzheimer's disease，especially 

the pathogenic knowledge is the focu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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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老龄化及其

引发的精神和心理支持问题，成为目前突出的社会

问题之一［1］，推进老年人群心理健康是提高生命质

量的需要，也是推进积极老龄化的基本要义。而上

海作为中国第一个步入老龄化的城市，其老龄化呈

现步入早、程度高、发展快和高龄化、空巢化、弱

势化的特点［2］，这些特殊性使得关注并维护老年精

神、心理健康具有明显的紧迫性和前瞻性。

为评价嘉定区近年来开展精神卫生服务工作的

效果，按照《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精神卫生工作指

标调查评估方案》［3］（卫办疾控发［2010］24 号）指标

要求，2015 年 11 月对我区社区老年人群进行老年期

常见精神疾病的症状和预防知识问卷调查。

本研究旨在了解嘉定区老年人对于常见精神疾

病的症状和预防知识的知晓状况，掌握精神卫生知

识普及的薄弱环节，探索精神卫生宣教工作的重点

和方向，为本区今后针对老年人

群普及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知识提供科学、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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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的指导。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调查对象为上海市嘉定区常住老年人。纳入标

准：年龄 60 岁及以上；排除标准：患有老年痴呆症、

或者其他影响认知的神经系统疾病或精神疾病。对

于入户 3 次仍未找到的调查对象、人户分离者以及

拒绝合作者，判定为失访。在抽样名单上记录失访

原因，并由联络员按照置换原则安排替补对象。本

次调查置换率为 6％。置换原则：抽样名单上顺序往

下第 1 个同性别同年龄段（±5 岁）者，若第 1 个符

合置换条件的对象也失访，按照此原则寻找第 2 个，

以此类推。

1.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　在嘉定区 13 个街镇 13 个居

委（每个街镇随机抽取一个居委）的常住老年人群中

（60 岁及以上），采用随机数字表的方法，每个居委

随机抽取 70 人，共计 910 例。调查问卷采用自填方

式，由调查对象当场作答，现场回收问卷。对于调

查对象因视力问题填表困难者，由调查员向调查对

象念出问卷，记录答案。调查员对问卷内容本身不

作任何解释。

1.2.2　调查工具　采用卫生部办公厅《精神卫

生工作指标调查评估方案》［3］制定的《老年期常见精

神疾病的症状和预防知识调查问卷》。该问卷一共有

10 道题目，主要内容涉及心理卫生知识（题目 2、8）、

老年性痴呆（题目 1、3、4、6）、抑郁症（题目 5、7、

9、10）的常见症状和预防措施等方面，每答对 1 题

记 1 分，总分范围 0~10 分。评分越高，表明对精神

卫生和心理保健知识的知晓程度越高。评价指标：单

个条目的正确应答率 = 正确回答该条目的样本数 / 总

样本数 ×100％；总体正确应答率 = 样本中所有个体

正确回答的所有条目之和 /（样本数 × 条目数）×

100﹪。

1.3　统计方法

建立 Epidata 数据库，采用 Epidata3.0 软件进行

资料数据录入，使用 SPSS17.0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例数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检

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基本资料及正确应答率状况

调查共发放问卷 964 份，回收有效问卷 910 份，

有效率 94.4％。调查对象一般人口学资料以及构成

比见表 1。不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居住形式、

有无照料者和生活满意程度的被调查者间的正确应

答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受教育程度高者，

正确应答率水平高于受教育程度较低者。见表 1。

表1　老年人精神卫生知识总体知晓状况（n=910）

项目 例数 构成比
正确 

应答数
正确 

应答率
χ2 P    

性别

0.441    >0.05　　男 436    47.9％    3341    76.6％    

　　女 474      52.1％      3660    77.2％    

年龄

4.723    >0.05

　　60~69岁 524    57.6％   4073    77.7％   

　　70~79岁 267    29.3％    2029    76.0％   

　　80~89岁 104    11.4％    788   75.8％   

　　>90岁 15    1.7％    111    74.0％   

教育程度

8.074   <0.05

　　无正规教育 115    12.6％    874 76.0％

　　小学 351    38.6％    3547    76.2％    

　　中学 400    44.0％    3094     77.4％    

　　大专及以上 44    4.8％    360    81.8％    

婚姻状况

1.153    >0.05
　　未婚/同居 4     0.5％     31   77.5％    

　　已婚/再婚 773    84.9％    5962    77.1％    

　　离婚/丧偶/分居 133     14.6％    1008    75.8％     

居住形式

2.291 >0.05

　　独居 63    6.9％   486  77.1％    

　　子女同住 272   30.0％    2115   77.8％  

　　配偶同住 560   61.5％   4281   76.4％   

　　其他人 15    1.6％   119   79.3％   

照料者

0.674    >0.05　　有照料者 455   50％   3484   76.6％   

　　无照料者 455   50％   3517   77.3％    

生活满意程度

5.541   >0.05

　　非常满意 272    30.0％    2125    78.1％    

　　比较满意 506    55.6％    3885    76.8％    

　　一般 124    13.6％    934    75.3％    

　　不太满意 8    0.8％    57    71.2％    

2.2　调查问卷不同条目知识的正确应答率

老年人群精神卫生知识的总体正确应答率为

76.9％。其中第 1、2、3、6、8、9 条目正确应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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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均 >80％。题目 5、7 正确应答率略低，分别

是 78.9％和 76.6％。题目 4、10 正确应答率率最低，

分别是 39.5％和 42.0％。见表 2。
表2　老年人精神卫生知识正确应答数和正确应答率（n=910）

条目 正确应答数 正确应答率

1. 老年痴呆最开始的表现是记忆力下降。 833 91.5％ 

2. 保持良好心态经常参加社会活动有助于
老年人保持心理健康。

877 96.4％ 

3. 轻微老年痴呆是可以治疗的。 774 85.1％ 

4. 老年痴呆最常见的原因是因为脑血管意
外（中风）引起的。

359 39.5％ 

5. 抑郁症是老年人常见的心理问题。 718 78.9％ 

6. 经常动脑筋可以预防老年痴呆。 841 92.4％ 

7. 老年人出现心烦、坐立不安可能是抑郁
症的表现。

697 76.6％ 

8. 过分关注自己身体健康，无故怀疑自己
生病，也可能是老年人心理问题的表现。

775 85.2％ 

9. 老年人抑郁症可能会出现各种身体上的
不舒服。

745 81.9％ 

10. 老年人抑郁症主要是身体的疾病引的。 382 42.0％ 

合计 7001 76.9％

2.3　调查问卷不同类别知识的正确应答率

老年期常见精神疾病的症状和预防知识调查问

卷主要涉及老年痴呆症、抑郁症和心理卫生保健三

方面的知识，心理卫生保健知识的正确应答率最高

90.8％，而老年痴呆症和抑郁症相关知识的正确应

答率较低，分别为 77.1％和 69.8％，见表 3。经统

计分析，总体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299.751，

P<0.001）。

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老年人对

于不同类别精神卫生知识的正确应答率均无显著性

差异（P>0.05），见表 4。

3　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婚姻状况的

老年人群，正确应答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杨

宁［4］、刘竞［5］的研究结果吻合。而不同年龄组老年

人群正确应答率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不同于刘竞

等的研究结果［5］，可能由于调查对象的入组年龄以

及分组不同而造成的差异：刘竞等人的研究对象为

55 岁以上老年人，而本次调查的研究对象为 60 岁以

上老年人。本研究亦提示不同居住形式、生活满意

程度的老年人群，正确应答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上海市嘉定区老年人群精神卫生知识总体正

确应答率为 76.9％，超过《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

2002~2010 年》工作目标中到 2010 年达到 50％［6］

的要求。说明近年来我区通过多种形式加大对精神

卫生的宣传力度，提高老年人群对精神卫生知识的

知晓状况。关于老年痴呆、抑郁症和心理问题的预

防，以及老年痴呆症和心理问题的症状表现等条目

知晓状况良好，均 >80％，与杨宁等的研究结果相

吻合［4］。然而个别条目正确应答率偏低，如老年痴

呆最常见原因是脑血管意外（中风）引起的，正确率

为 39.5％，老年人抑郁症主要是身体的疾病引起的，

正确率为 42.0％，与梁小平的调查［7］数据比较接近。

不同类别精神卫生知识正确应答率结果显示，

抑郁症和老年痴呆相关知识的正确应答率较低，分

别为 69.8％和 77.1％，远远低于心理卫生保健知识

正确应答率 90.8％。而张利英等人的研究也指出：老

年痴呆症和抑郁症通常起病隐匿、早期症状不典型，

导致家庭、社会和医务人员对该病的识别率低［8-9］。

再者，抑郁症和老年痴呆症知识的专业性强，宣教

工作多由精神卫生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承担，再加

表3　不同类别知识（老年痴呆症知识、抑郁症知识和心理卫生保健知识）的正确应答率

精神卫生知识 涉及题目 正确应答数 错误应答数 正确应答率 χ2 P

老年痴呆症知识 1.3.4.6 2807 833 77.1％
299.751 <0.001

抑郁症知识 5.7.9.10 2542 1098 69.8％

心理卫生保健知识 2.8 1652 168 90.8％

表4　不同受教育程度老年人对于不同类别知识的正确应答率

知识
不同教育程度的正确应答率

χ2 P
无正规教育 小学 中学 大专及以上

老年痴呆症知识 75.2％ 75.9％ 78.2％ 81.2％ 4.973 >0.05

抑郁症知识 70.0％ 69.9％ 69.2％ 75.0％ 2.554 >0.05

心理卫生保健知识 89.6％ 89.2％ 91.9％ 96.6％ 7.258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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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我国精神卫生服务资源相对不足，导致老年人群

接受诸如抑郁症、老年痴呆症等精神卫生专业知识

的途径和机会有限，普及力度相对薄弱。国际老年

痴呆协会数据显示目前约有 3600 万人患有老年痴呆

症，预计到 2050 年将增至 1.15 亿人［10］。章莹等人的

调查显示我国老年抑郁症发生率在 13~27％［11］，是

仅次于老年痴呆症的常见老年精神障碍，具有高发

病率、高致残性的特点。因此加强对抑郁症和老年

痴呆症的预防更为迫切。

目前，大多数国外学者认为预防老年痴呆症最

有效的方式是通过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鼓励建立良

好的生活方式［12］。国内学者研究表明开展社区健康

教育，可以提高老年人对抑郁症的认知，有助于减

少抑郁症的发生［13］。作为精神卫生的专业机构，今

后要继续通过多种方式（如讲座、户外宣传、发放

资料）加强对老年人群抑郁症和老年痴呆等知识的

宣传教育，尤其是关于病因或者致病因素等方面的

宣教，攻克既往精神卫生宣教工作的薄弱环节。在

宣教内容方面：根据实际情况开展针对老年痴呆症和

抑郁症的问卷调查，以详尽了解老年人群在疾病症

状、危险因素、防治措施等方面的知晓状况，不仅

宣传既病防变的知识，更要传授未病强身的策略。

在宣教人群方面：做到“两手抓”，将普遍人群和重

点人群的宣教相结合，重点人群应该包括应用专业

的心理测量工具筛查出的常见精神疾病的高危人群、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并针对不同的心理健康状

况做好梯度管理和宣教。在宣教形式方面：突破常规

的宣教手段，延展心理卫生服务，如在社区开设专

业的心理咨询站点、心理诊所、心理健康咨询热线

等，由专业人员对老年人的心理问题进行疏导和诊

治。在宣教资源方面：扩充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专业

团队，将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心理咨询师、心理治

疗师、社工、社区志愿者等纳入精神卫生宣教队伍，

提升心理卫生宣教的力度。

本次调查存在不足之处：（1）在对被调查对象

进行老年痴呆和认知功能的筛查时，未能采用专业

的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查量表，只是询问患者本人

以及家属是否患有老年痴呆及认知功能障碍。（2）调

查问卷未能涉及老年人群接受精神卫生知识的来源

和途径。将在以后的调查中逐渐完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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