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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可预防疾病·

北京市老年人家庭结构对其免费接种流感
疫苗的影响
方任飞

吕敏

吴疆

【摘要】 目的
的影响。方法

庞星火

邓瑛

谢铮

分析北京市免费流感疫苗政策下家庭结构对 60 岁以上老年人流感疫苗接种率

采用横断面调查，通过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于 2013 年 7—8 月在北京市抽取 1 717 名

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1 637 份。调查其社会人口学特征和流感疫苗接种情况。采用χ2

检验比较不同特征老年人疫苗接种率差异。采用多因素二分类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影响老
年人疫苗接种的因素。结果

2013 年北京市老年人免费流感疫苗接种率为 38.8%（634/1 637）。不同

家庭结构老年人疫苗接种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1.57，P=0.009），其中独居老年人的接种率较

高，为 47.5%（58/122），和子女及配偶同住的老年人接种率较低，为 34.6%（175/506），仅和配偶居住、仅

和子女居住以及其他家庭结构老年人的接种率分别为 41.5%（322/778）、34.7%（69/201）和 33.3%

（10/30）。调整了性别、收入和文化程度后，与独居老年人相比，仅和配偶居住、仅和子女居住、和配偶
及子女居住老年人接种疫苗的 OR（95%CI）值分别为 0.90（0.60~1.33）、0.59（0.37~0.96）、0.63（0.42~

0.96）。结论

北京市老年人免费流感疫苗接种率较低；独居老年人的免费流感疫苗接种率高于非独

居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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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in free influenza vaccination rate among
different family structures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Beijing under the free vaccination policy. Methods
A cross sectional study was conducted by a multi-stage cluster sampling from July to August in 2013. A total
of 1 717 individuals were selected to answer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of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receiving free influenza vaccination and 1 637 of which were valid. The
chi-square test for dichotomous variables was calculat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ccine status
and family characteristics. Predictor variables were selected as variables for non-condition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determine potential independent predictors of vaccine uptake. Results The free
influenza vaccination rate in elderly population was 38.8%（634/1 637）in 2013. The rate in the old people
who lived alone was the highest which was 47.5%（58/122）. The rate in the old people who lived with
children and spouse was 34.6%（175/506）.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overage rate among
different family structures（χ2=11.57，P=0.009）. The rate in the old people who lived with spouse only, lived
with children only and other types were 41.5%（322/778），34.7%（69/201）, and 33.3%（10/30）,
respectively. In a multi-factor model,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vaccination rate among different
family structures after other confounding factors were controlled. The odds ratios (95% CI) of the people
living with spouse only, people living with children only and people living with spouse and children were
0.90（0.60- 1.33），0.59（0.37- 0.96），and 0.63（0.42- 0.96）,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vaccination
rate in the old people living alone was low. The health education should be conducted not only in the elderly
people but also in their family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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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是一种世界范围传播的主要传染病之

一。每年造成 300 万~500 万人严重感染，约 50 万
人死亡 [1]。目前 WHO 推荐的主要的预防措施是接
种流感疫苗[2]。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下降和严重的
[3]

合 并 症 ，因 此 成 为 流 感 疫 苗 接 种 的 重 点 人 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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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录入，逻辑纠错和核查后导入 SPSS 19.0 软件进
行统计学分析。人口学特征采用描述性统计分

析。采用χ2 检验比较不同特征老年人疫苗接种率
差异。调整年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因素，以家庭
结构为自变量，老年人是否接种流感疫苗为因变量

2007 年，北京市推行老年人免费流感疫苗，旨在提
高流感疫苗接种率[4]。国内外发现的影响流感疫苗

（接种=1，未接种=0），采用多因素二分类非条件

接种行为因素有很多，包括认知、医生推荐、经济条
件等[5-7]。近年来研究发现，家庭结构在影响老年人

素。模型的生成采用前进法，逐步回归模型分析中

[8]

健康行为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我国的老年化进
程远快于社会经济发展，社会养老的缺位更增加了
家庭结构在老年人健康行为中的重要性。有研究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影响老年人疫苗接种的因

选入变量的显著性水平为 P<0.05，剔除变量为 P>
0.10。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9]

表明，不同家庭结构的家庭支持可以促进健康 ，也
有 可 能 对 健 康 行 为 形 成 负 面 影 响 [10]。 本 研 究 于

2013 年在北京市开展横断面流行病学调查，探究
在免费政策下，不同家庭结构对老年人流感疫苗接
种行为的影响，以进一步提高北京市老年人免费流
感疫苗接种率。
对象与方法
1. 对象：于 2013 年 7 月，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
抽样的方法进行调查。第 1 阶段：按照北京市区域

规划分类（功能核心区、城市拓展区、发展新区和生
态涵养开发区），采用随机数字法随机抽取 8 个区
县，并按照同样的方法在每个区、县抽取 1 个街

道/乡镇；第 2 阶段：采用概率比例规模抽样（PPS）
法，从抽取的每个街道/乡镇中抽取 8 个社区；第 3
阶段：从每个社区居委会获取 60 岁以上老年人名
单，并按照系统抽样的方法抽取城市社区 25 名、农
村社区 30 名老年人进行入户调查。纳入标准：调
查时年满 60 岁、北京市户籍、神志清晰、自愿并能
准确回答问题。本次调查共纳入调查对象 1 717
名，回收有效问卷 1 637 份，有效率 95.34%。本研
究通过了北京大学医学部生物伦理委员会审查（批
件号：IRB00001052-13080）。所有调查对象均签署
了知情同意书。
2. 调查方法：由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课题组
自行设计问卷。问卷通过预调查和专家评审。问
卷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入户一对一面访调
查。问卷内容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
成员构成、收入等社会经济特征，近期是否接种流
感疫苗，对流感及疫苗的基本认知和态度等。
3. 统计学分析：采用 EpiData 3.1 软件进行数据

1. 基 本 情 况 ：1 637 名 调 查 对 象 的 年 龄 为

（69.98±7.08）岁，最大 97 岁，最小 60 岁。男性为

705 名（41.6%），63.1%为初中及以下水平，16.7%为

大专以上文化水平，仅和配偶居住的家庭类型占
47.5%。不同年龄和性别调查对象的接种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表 1 北京市不同特征 60 岁以上老年人免费流感疫苗
接种情况比较（n=1 637）
人数
（%）

接种
人数

1 199(73.2)

453

37.8

1.78

0.182

705(43.1)

292

41.5

3.76

0.053

<1 000

336(20.5)

187

55.8

2 000~3 000

407 (24.9)

138

33.9

特征

接种
χ2 值
率(%)

P值

年龄（岁）
60~75
>75

性别
男
女

家庭人均月收入（元）
1 000~1999
>3 000

文化水平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及同等学历
大专以上
家庭结构类型
独居
仅和配偶居住
仅和子女居住
和配偶及子女居住
其他

438(26.8)

932(56.9)

588(35.9)
306(18.7)

181

342

198
111

41.3

36.8

33.8
36.4

537(32.8)

250

46.7

331(20.2)

111

33.7

496(30.3)
273(16.7)
122(7.5)

157
116

69

34.7

506(30.9)

175

30(1.8)

10

29.72 <0.001

42.5
47.5

322

201(12.3)

31.7

58

778(47.5)

51.74 <0.001

41.5

11.57

0.009

34.6
33.3

2. 不同家庭结构流感疫苗接种情况：1 637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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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的疫苗接种率为 38.8%（634 例）。不同家

庭结构老年人接种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独居
老年人的接种率较高，为 47.5%，和配偶及子女居
住的老年人接种率较低，为 34.6%。此外，不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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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老年人的健康行为和家庭内部支持相
关 。部分老年人家属对流感疫苗的认知缺陷会
影响老年人本身的接种行为。因此即使老年人得
到了充分的健康教育，仍然难以继续提高接种率。
[13]

庭人均月收入和不同文化水平老年人接种率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这部分非独居老年人不是家中主要经济来源，由于

率影响的多因素分析结果：控制年龄、收入、受教育
程度等社会经济地位特征因素后，家庭结构对接种

配偶共同居住的老年人接种率最低，同时人均月收
入也最低。表明家属通过自身的主观认知，直接或

3. 老年人家庭结构因素对免费流感疫苗接种

率的影响不同。从表 2 可以看出，控制了其他可能

身体和经济原因，他们更多的是被照顾对象。因此
其经济地位较差，在家庭中话语权较弱[14]。和子女

者间接影响甚至干预老年人的健康行为。

混杂变量后，家庭结构的影响依然存在。与独居老
年人相比，仅和子女居住老年人及和子女配偶共同

其次，人口数较多的家庭可能由于家务繁重或
者家庭内部有其他需要关注的对象[15]，从而忽视了

居住老年人疫苗接种率均降低；年龄、首日和受教
育程度均不是老年人接种疫苗的影响因素。

对老年人健康的关注。比如有儿童的家庭会更关
注儿童的健康，甚至因此增加了老年人的负担。而

讨

对于独居老年人则没有这部分压力，他们更主动的
关注自身的健康。排除了家庭内部不正确的健康

论

既往研究认为，认知水平和经济因素是影响老
年人流感疫苗接种的主要原因[11]。本研究发现，家

相关认知的干扰，他们对于外部信息（主要来源于
社区和医务工作者）更为依赖和接受，甚至会主动

庭结构对于老年人疫苗接种行为存在明显影响，这

寻求外部信息。因此，以社区、医院和媒体宣传为
主要渠道的免费流感疫苗接种能够被这部分老年
人广泛接受[16]。

居的老年人接种率高于非独居老年人，而与配偶子

最后，免费流感疫苗政策属于利贫政策。老年

女同住的老年人接种率较低。提示非独居的家庭
结构对接种行为的影响是消极的。可能原因有以
下几点。

人收入来源有限，属于价格敏感人群。而独居老人
的收入水平无法与非独居老人整个家庭的收入相
比，因此免费流感疫苗政策对他们的影响更大。而

与 Ejlskov 等[12]研究结果类似。本研究结果显示，独

表2

影响北京市 60 岁以上老年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n=1 637）

变量

β值

s xˉ 值

Wald χ2 值

P值

-0.11

0.21

0.26

0.608

-0.46

0.22

4.59

0.032

家庭结构
独居
仅和配偶居住
仅和子女居住
和配偶及子女居住
性别

-0.52

0.24

4.58

0.032

男
女
家庭人均月收入（元）
<1 000

-0.26

0.11

5.50

0.019

1 000~1 999

-0.88

0.15

35.51

<0.001

>3 000

-0.94

0.20

23.16

<0.001

2 000~3 000
受教育程度

-0.99

0.17

34.29

<0.001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及同等学历
大专以上

-0.47

0.14

11.43

<0.001

0.14

0.18

0.57

0.450

-0.28

注：
调整了性别、收入和文化程度后家庭结构因素

0.16

3.00

0.083

OR（95%CI）值

1.00

0.90(0.60~1.33)
0.59(0.37~0.96)
0.63(0.42~0.96)
1.00

0.77(0.62~0.96)
1.00

0.41(0.31~0.55)
0.37(0.27~0.52)
0.39(0.27~0.57)
1.00

0.62(0.47~0.82)
0.75(0.55~1.04)
1.15(0.8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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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配偶子女共同居住的老年人除了价格外，还要考
虑到疫苗安全性、有效性以及参考其他家庭成员意
见等多种因素干扰，使得接种率低于独居老年人。
[17]

此外，已有调查显示，独居老人的健康水平较低 ，
因此他们对与自身健康水平和维护的关注要强于
其他家庭结构老年人，对于疫苗的主观需求也更为

[6]
[7]

[8]

强烈。
疫苗接种尤其是免费疫苗接种，更多受认知因
素影响。从以上结果可知，仅仅对于目标人群做疫

[9]

苗相关健康教育是不够的。老年人接种行为受到

[10]

家庭成员的影响。在社区健康教育中，应把目标人
群的家属同样作为教育对象纳入社区健康教育，打
消家属的顾虑，使家属认知成为接种促进因素，促
进接种行为并强化对于医嘱的依从性。这种家庭
干预已经普遍运用在了高血压，糖尿病等需要通过
认知改变影响健康行为的疾病中，并取得了比较好
的疗效[18-19]。在今后的实践中，扩大宣传目标人群
的范围，可以从增加自身接种意愿和减少家庭外部
负面干预两方面促进接种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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