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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老龄化期望的研究进展
范晶晶，陈 蕴，颜 萍*
新疆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
【摘要】老龄化期望是预测老年人健康的重要指标，随着老龄化趋势的加重，引导老年人正确应对老化
过程，提高老龄化期望，实现健康老龄化有重要意义。本文对老龄化期望的定义、测评工具以及影响老龄化
期望的因素进行综述，以期为今后社区卫生服务工作者提升老年人老龄化期望水平提出干预策略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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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expectations regarding aging of the elderly
Jingjing Fan, Yun Chen, Ping Yan*
Nursing college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 Urumqi, China
【Abstract】Expectations regarding aging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to predict the health of the elderly. With
the aggravation of aging trend,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guide the elderly to deal with the aging process correctly,
improve aging expectation and realize healthy aging. In this paper, the definition of aging expectation, evaluation
tools and factors affecting expectations regarding aging were reviewed, in order to provid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for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workers to improve the expectations regarding aging level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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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Regarding Aging”这一概念，后续发表的文章中亦

26402 万人，占总人口的 18.70%，人口老龄化程度

有用 aging expectation 进行表述，指个体对于未来衰

[1]

进一步加深 。面对严峻的老龄化形势，国家提出将

老过程而提前构想的一种标准或希望[4]。而后有关

实现健康老龄化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2]，促进老年人

老龄化期望的研究逐渐发展，ERA 的概念更为丰富

口健康，提高生存质量。预测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不

与精确。Kim 认为 ERA 反映了老年人期望获得和维

仅有客观指标，还可以通过主观指标，其中一个重

持老龄化的高水平身心功能，表明对自我和他人“健

要的主观指标是老龄化期望（Expectations Regarding

康老龄化的期望”[5]，健康老龄化是一种积极的老

Aging，ERA）又称老化期望。ERA 过低或过高都会

龄化状态，是积极的 ERA 产生的结果[6]。目前在我

影响老年人对于健康促进活动的参与，适度积极的

国广泛应用的概念是指老年人对实现和维持躯体及

老化期望能够促进健康行为，改善健康状况，有利

精神功能的期望水平，是老年人对健康老龄化的期

[3]

望程度及健康信念在老龄化问题上的具体表现[7-9]。

于实现健康老龄化 。本研究基于国内外老年人老龄
化期望相关文献，从定义、测评工具、影响老龄化

2 老龄化期望的测评工具

期望的因素 3 个维度进行荟萃分析，为今后老年人

老 龄 化 期 望 量表 由 Sarkisian 等 编 制 ， 分为
ERA-38 和 ERA-12 2 个版本。Sarkisian 等于 2002

老龄化期望干预实验的开发提供参考依据。
1 老龄化期望的定义

年开发了 ERA-38，该量表共 38 个条目，10 个维度：

Sarkisian 等 最 早 明 确 提 出 了 “ Expectations

综合健康、认知功能、精神健康、功能独立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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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疼痛、尿失禁、睡眠、疲乏、外貌。量表条

Aili I[19] 等发现积极的老龄化期望与更多的体力活

目采用 Likert 4 级评分法计分，其中条目 1、9、11

动和更好的体能呈正相关，ERA 在老年人采取积极

和 34 采用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明老化期望水平越

的身体锻炼方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可能影响

[4]

高。总量表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4 。2005 年

健康结果。

Sarkisian 等在 ERA-38 的基础上开发了简易 ERA 测

3.3 心理健康

量工具 ERA-12。包括躯体健康期望(physical health，

抑郁会使老年人情绪低下、失眠焦虑等，从而

PH)、精神健康期望(mental health，MH)、认知功能

使其生活质量严重下降[20]。老年人 ERA 水平受到抑

期望(cognitive function，CF)3 个分量表，共 12 个条

郁、孤独感等负性情绪的影响[3]。赵彤也发现，抑

目，各条目均采用采用 Likert 4 级评分法计分，得分

郁可导致老年人对生活失去兴趣，用消极态度对待

[10]

越高提示 PH、MH、CF 水平越高

衰老，老龄化期望降低[8]。Li 通过对 550 名老年人

。在我国，程

建超等引进 ERA-38，对其进行汉化和信效度检验，

进行问卷调查和面对面访谈发现，74.7%的参与者认

形成了中文版老龄化期望量表。量表包含 4 个维度

为“老年人抑郁是正常的”，统计分析显示抑郁是

（身体健康、精神健康、认知功能和功能独立性）、

影响中国老年人 ERA 的因素[14]。CATHERINE A. S

21 个条目，信效度较好，可作为老年人老化期望的

等通过焦点访谈老年人对老龄化的期望，编码转录

测评工具

[11]

[12-13]

分别进行了

后，发现老年人最常描述焦虑。孤独感也是老龄化

ERA-12 的信效度检验，证实了 ERA-12 是一个可靠

期望的重要影响因素[21]。赖先婷结果显示[15]，老年

。土耳其和新加坡学者

和有效的工具，可以用来衡量老龄化期望。Li 等[14]

人的孤独感越强，其老化期望水平越低，李彩福等

在我国首次应用 ERA-12，研究结果显示在我国老年

[3]

群体中也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与上述学者的研究结

Mona Moien 等[23]将老年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在

果一致。ERA-12 已成为目前 ERA 使用最广泛的测

心理健康领域，有更积极老龄化期望的老年女性，

量工具。

会更容易感知到社会支持以及有更低水平的孤独

、Pikhartova[22] 等的研究结果也证实这一观点。

3 影响老龄化期望的因素

感。Mary C 等[24]纵向对比了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之

3.1 社会人口学因素

前和疫情期间的老龄化期望水平，横向调查了老年

Sarkisian 等的研究显示，老年男性的老化期望

人与年轻人对新冠疫情的态度、孤独感以及老龄化

水平高于女性，赖先婷

[15]

等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

期望的差异性。结果显示老年人对老龄化期望保持

一点，这可能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有

相当稳定，老龄化期望高的人心情更愉快，较高的

关，认为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的获得性显著

孤独感得分与较低的 ERA 得分显著相关。
3.4 社会支持

低于男性。文化程度高的老年人老龄化期望水平相
[16]

等也得到了相同的研究结果。

家庭是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一项匈牙利的横

文化程度高的老年人，会更加关注自身健康，健康

断面研究用于调查老龄化期望，绝大多数人希望得

素养的水平也相对较高，维持躯体与生理健康的期

到家庭的帮助与支持[25]。Kweon 等人[26]研究发现家

望水平就越高。

庭功能越好的老年人其老化期望水平越高。良好的

对较高，Hawkley

3.2 生理健康
Kim

[5]

家庭氛围可使老年人获得归属感与安全感，提高老
年人的身心健康，激发积极的老龄化期望。尤其是

的研究表明，老化期望不仅可以直接影

配偶，可以各方面相互支持，减少负面情绪的产生。

响老年人健康状况，还可通过健康促进行为的中介
[17]

作用对健康状况产生间接影响。Soojeong Yang

而缺少老伴陪伴和家庭关怀的老年人容易感到孤

等

独，易丧失维护自身健康的信心，降低老龄化期望。

发现促进健康的生活方式与老龄化期望呈正相关，

国内一项研究表明，社会支持能正向预测老化

经常锻炼的老年人老化期望水平高于不锻炼的老年
[18]

人。Andrews 等

对城镇居家老年人的研究显示，

态度[27]。老年人通过获得物质及情感支持，能够增

老年人老龄化期望与 2 年内高强度体育活动的参与

加社会交往和情感交流，提高老化期望及生活满意

程度有关，参加体育锻炼对缓解老龄化有积极作用。

度。社会支持较好的老年人，通过给他人提供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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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精神等方面的支持，实现自我满足，提高对老龄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EB/OL].

化的期望。徐美君发现老年人实际上不仅需要获得

http://www.gov.cn/zhengce/2016-10/25/content_5124174.

[28]

支持，也愿意向他人提供支持

htm

，发挥社会价值。
[3]

互惠性的社会关系对身心健康有积极促进作用，老

[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8,38(06):1500-1501.

年人从而可积极地体验老化，维持较高的老龄化期
[4]

望水平。国外的一项研究将老龄化期望与社会领域

Sarkisian CA, Hays R, Berry SH, et al. Expectations
regarding aging among older adults and physicians who

联系起来，结果显示老年人保持或加强他们的社会
[29]

网络联系和支持，可产生更加积极的老化期望

李彩福,刘海宁,李现文.老年人老龄化期望的影响因素

care for older adults[J]. Medical Care, 2001, 39(9): 1025-

。

3.5 自我效能

1036．
[5]

自我效能感高的人认为自己能力强，接受更具

Kim SH. Older people's expectations regarding ageing,

挑战性的目标，更倾向于出色地完成任务，这种感

health-promoting behaviour and health status[J]. J Adv

知能力在改善心理健康和功能以及坚持锻炼方面发

Nurs,2009,65(1)： 84-91.

挥着重要作用。菲律宾的学者 Johnny Julvesano Yao
[30]

Jr

[6]

研究发现老龄化期望和自我效能可以预测健康

何耀,杨姗姗.健康老龄化与老年流行病学研究进展[J].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8,39(03):253-257.

[7]

生活方式的参与程度，且自我效能感在各变量间有
显著的中介作用。有积极的老龄化期望的人可以对

赵青,张海莲,嵇艳,刘海宁,陈珮,李现文.老龄化期望的概
念分析[J].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19(10):1313-1316.

[8]

健康的自我效能感和促进健康的生活方式产生有利
的影响，这种对健康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反过来又会

赵彤,李佳祺,邢凤梅.老年人感知年龄歧视、抑郁及老化
期望的相关性[J].护理研究,2021,35(11):2062-2064.

[9]

影响人们对促进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参与，赖先婷的

李现文,刘海宁.老化期望对功能性健康状况的影响:休

研究也证实这一观点。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水平越高，

闲活动的中介作用及城乡因素的调节作用[J].中国卫生

妥善处理遇到问题的能力越强，在应对老化过程中

统计,2014,31(05):793-795.

不断积累经验、提高社会适应性，提高老龄化期望，

[10] Sarkisian CA, Steers WN, Hays RD, et al. Development of
the 12-item expectations regarding aging survey[J].

增强应对老龄化的信心。
4 小结

Gerontologist, 2005, 45(2):240-248.

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面临着巨大压力和严峻挑

[11] 程建超,曹硕,唐惠艳,汪凤兰,张小丽,邢凤梅.老年人老化

战，健康老龄化是推进老年健康服务供给侧结构性

期望量表的汉化及信效度检验[J].护理学杂志, 2020,

改革的主要参考框架，如何帮助老年人成功度过老

35(20):83-86.

化过程是社会焦点问题，积极的老龄化期望是健康

[12] Beser A,Kucukguclu O,Bahar Z,et al. Study of validity

老龄化的重要因素之一。社区卫生

and reliability of the scale regarding the expectations

服务人员应该重点关注文化程度低且独居的老

about aging[J].Healthmed,2012,6(9):3107-3113

年女性，鼓励老年人参与各种活动，指导体育锻炼，

[13] Joshi VD,Malhotra R, Lim JF, et al.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满足其情感需求，提高老年人自我效能，引导老年

of the expec-tations regarding aging(ERA-12) instrument

人正确面对变老过程，达到健康老龄化水平，实现

among middle-aged Singa-poreans[J]. Ann Acad Med

真正的老有所用、老有所为。

Singapore, 2010;39(5):394-8.
[14] Li X, Lyu Q, Li C,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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