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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养老方式对老人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 方法：以北京 101 名养老机构老人与 1350 名社区老人为

被试，以老年焦虑问卷（GAI）和老年抑郁问卷简版（GDS-15）为工具对其焦虑和抑郁水平进行测量。 结果：①机构老

人与社区老人在抑郁水平上不存在明显差异，焦虑水平显著低于社区老人。 ②对性别、年龄、婚姻情况、文化程度以

及户籍种类匹配的 42 对被试(平均 79.11 岁)进行比较后发现机构老人的焦虑水平依然显著低于社区老人，抑郁水平

无差异。 结论：在控制了背景变量的影响后，机构老人的心理健康情况并不差于社区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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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of resident places i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fter controlling the
demographic variables. Methods: Totally 101 nursing home residents and 1350 community-dwelling old adults participat-
ed in the survey. Information about demographic background and health-related conditions was collected. Anxiety and de-
pression were measured with GAI and GDS respectively. Results: For the whole sample,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he level of depress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community-dwelling participants reportedhigher level of anxiety
than nursing home counterparts. Furthermore, consistent results were found again for the 42 pairs of participants when
each pair was strictly matched with age, gender, educational experience, marital situation, household register type and the
number of diseases. Conclusion: Comparing with community, nursing home might be more, at least not less, beneficial for
older people’s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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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我国超过 60 岁的老年人为 1.78 亿，约

占总人口的 13.26%[1]。 老龄人口的激增也带来了养

老方式的革命。目前，我国生活不能自理需要照料的

老年人数量为 1500 万人，预计 2020 年将达到 2500
万人，他们均需要进入专业机构养老，由此可以看到

在我国未来的发展过程中， 居家养老不再是唯一的

养老方式[2]。
但是，目前我国老年人仍然以居家养老为主，对

于进入养老机构度过晚年仍然存在心理上的抵触，
人们普遍认为养老机构不能满足老年人 的 心理需

求[3]，从而导致他们心理健康水平更低、积极情绪更

少等情况。 国外一些研究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看法，
发现机构老人在抑郁症、抑郁状态、焦虑症的发生率

上都比社区老年群体高[4-6]。 国内针对养老院老年人

的研究结果显示，抑郁症患病率为 28.1%，焦虑症为

27%， 均远远高 于 以 社 区 老 年人为研 究 对 象 的结

果[7，8]。 但是一项以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直接进行对

比的研究中，发现家庭养老的老人心 理 健 康状况与

机构养老人差异不显著[9]。
已有研究显示很多因素都会对老年人心理健康

水平产生影响，如年龄 [10-12]、性别[13]、受教育程度[9，12，13]、
经济水 平 [12，13]、身 体 健 康 水 平 [14]以 及 社 会 支 持 程 度
[15，16]等方面。 而机构养老人群和社区养老人群在这

些影响因素上存在差异。 如有研究显示机构老人的

年龄普遍较高 [17]，各种疾病的患病率也高于社区老

人[5，14]，因此研究者评估养老方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

状况的影响作用时难免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干扰。 在

本研究中，对不同养老方式的老年人在年龄、性别、
户籍种类、文化程度和婚姻情况做了匹配之后，再进

行心理健康水平的比较， 从而突出考察养老方式对

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1451 名居住在北京的老年人。 其中 1350 名为

社区居家养老的老年人， 另 101 名为北京两家养老

机构的老年人。去除不完整数据 127 份，共获得有效

数据 1324 份。 有效被试中，社区老人共 1231 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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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老人共 93 人。两种养老方式下老年人样本在其它

人口学变量上的分布情况如表 1 所示， 社区老年人

的年龄显著低于机构老年人， 平均患病数目显著高

于机构老年人， 社区老年人中已婚且和伴侣同住的

人所占比例更大， 而机构老年人中丧偶人数所占比

例更大。

表 1 不同养老方式被试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分布情况

注：**P<0.01，***P<0.001

1.2 工具

调查问卷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收集被试性别、
年龄、受教育程度、户籍种类、婚姻状况等人口学变

量，以及对是否患有心脏病、高血糖、脑血管疾病等

23 种疾病的筛查。 第二部分为老年焦虑问卷(GAI)[18]

的中文版，共包含 20 道题，总分越高，代表焦虑水平

越高。本研究中，GAI 中文版在中国社区老年人群中

间隔一周的重测信度为 0.607， 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939，与贝克焦虑量表（BAI）分数的相关为 0.58。在

机构老人群体中得到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865。第

三部分为老年抑郁问卷（GDS）简版，共 15 个题目，
要求被试根据题目回答在最近一周内的情况。 本研

究中， 该量表在社区老年样本中得到的内部一致性

信度为 0.691，在机构老年样本中为 0.750。

2 结 果

2.1 总体样本心理健康状况比较

对不同养老方式的两组老年人在焦虑水平和抑

郁水平上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表明不同养老

方式下的老 年人 在 抑 郁 水 平 上 不 存 在 显 著 差 异（t
(1322)=-0.267，P>0.05），而社区老人在焦虑水平上显著

高于机构老人（t(1322)=3.960，P<0.001）。 见表 2。

表 2 不同养老方式下老年人抑郁水平与焦虑水平（M±SD）

表 3 匹配样本对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分布

注：* 被试对数指一名机构老人及与其在人口学变量上匹配

的社区老人。

表 4 匹配样本中不同养老方式下老

年人抑郁水平与焦虑水平（M±SD）

2.2 匹配样本心理健康状况比较

对研究对象的背景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后， 发现

不同养老方式的老年人在年龄、 患病数目和婚姻情

况上具有显著差异， 为了排除这些背景因素在分析

养老方式作用中的干扰， 本研究中对两组研究对象

进行了筛选，挑选出了 42 对被试，每一对被试的性

别、年龄、户籍种类、婚姻状况、文化程度都是相同

的。 这些被试对在各人口学变量上的分布见表 3，每

组被试的平均年龄均为 79.11 岁。 并且配对样本 t
检验的结果显示两组背景变量匹配的被试在患病数

目（M 机 构=2.14；M 社 区=2.07；t (41)=0.144，P>0.05）和 月

收入 （M 机 构=2585.16；M 社 区=2586.94；t (30)=0.005，P>
0.05）上也不存在显著差异，可以认为这 42 对被试

在患病数目和经济情况上也是相匹配的。
对 42 对匹配被试的焦虑量表分数和抑郁量表

分数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当性别、年龄、
婚姻情况、教育水平和户籍种类都相同时，不同养老

方式下的老年人在抑郁水平上不存在显著差异（t(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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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40，P>0.05），但是在焦虑水平上依旧存在显著

差异（t(41)=-2.095，P<0.05），即社区老 人焦虑水平 高

于机构老人。 见表 4。

3 讨 论

本研究中与社区老年人相比， 机构老年人具有

高龄和高丧偶比例这两个影响老年 人心理健康 的

风险因素 [16，19，20]，以及高健康水平（表现为低患病数

目）这个保护因素 [12，21]，这些因素可能会掩盖了养老

方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作用，所以在本

研究中对不同养老方式下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

姻情况、户籍种类、患病数目和平均月收入都相同的

42 对被试进行心理健康水平方面的比较，对澄清养

老方式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结果显示背景变量相

同情况下，接受机构养老的个体具有更低的焦虑水

平。 同时，匹配样本背景变量上的分布情况类似于

原有机构老年人样本———平均年龄较高、丧偶比例

较大，从具有此特点的匹配样本的比较中得到的结

果也显示出，如果具有较高的年龄、婚姻情况为丧偶

的老年人到机构养老可能会更有利于其心理健康。
这与以往研究中显示出的机构养老者具有更差

的身心健康状况的结论相反，并且也冲击着我们对

于机构老人的刻板印象。 机构老人在进入养老院之

前是需要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的，有一些疾病患者

是不能进入养老院生活的，这可能造成了患病率更

低的情况。 另外，调查中绝大多数的机构老人(77.2%)
都亲自参与了养老方式的选择，因此进入养老院生

活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完全被迫的一件事情，进而

可能不会衍生出非常大的负性情绪。 同时，生活在

养老院的老年人不需要从事家务劳动，也无需担忧

自己没人照顾，需要时有护工照顾起居，有医生定期

检查身体。 因此，相对来说，他们比社区老人有更少

引发焦虑的事情。

本研究考虑和控制的背景因素是有限的， 除年

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态、户籍种类、身体健康

水平和经济水平会对老年人的心理 健康水平有 影

响，社会交往 [16]、社会支持水平 [14-16]等因素也会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 因而本文的

结论在应用和推广的过程中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期待未来有更加深入、更加全面的研究检验此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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