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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上海市部分社区癌症患者生活质量
影响因素的研究
邹建军

郑莹钱建新顾小强

【摘要ｌ

王杰军

目的探讨社区癌症患者生活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索。方法

应用癌症患者功能量表

（ＦＡｃＴ—Ｇ）及癌症患者疾病和社会信息的一般状况登记表对上海市社区癌症患者进行抽样问卷调
查。调查方法包括自评和访谈，统计学方法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线性模型等分析。结果共收回
有效问卷７５８０份，对上海市社区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ＱｏＬ）各维度均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有家庭收
入、本人受教育程度、职业状况、知情状况、体育活动状况、医疗费来源和疼痛状况（Ｐ＜０ ０１）。而患
者年龄、婚姻状况、肿瘤类型、肿瘤分期等因素对上述癌症患者ＱＯＬ部分维度评分有非常显著影响。
ＫＰＳ评分与ＦＡＣＴ－Ｇ各维度评分具有显著相关性（Ｐ＜０ ０００）。结论

年龄大、肿瘤分期晚、伴有疼

痛、受教育水平低、收入低、离异或丧偶、不参加体育锻炼以及医疗费用来源为合作医疗者，ＱＯＬ相应
较差。
【美键词】癌症；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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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上海市有现患肿瘤患者约１０万，每年又有

（ｅｎｄ—ｐｏｉｎｔ）之一…。癌症患者的ＱＯＬ是一个主观

近４万的新发病例，据２０００年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

的、动态的、多维的概念，涉及到躯体、精神／｜０理、社

中心的数据统计，引起上海市民死亡的三大原因中，

会及总体感受等多个方面。随着生存期的延长，更

肿瘤占了２５％的比例，居第二位。随着肿瘤治疗的

多的患者会在家和社区中进行治疗后康复和被随

不断进步，癌症患者的生存期得到了显著延长。对

访。因此了解影响社区癌症患者ＱＯＬ的因素，可

其生活质量（ＱＯＬ）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以为搞好社区康复，促进癌症患者全面康复提供有

对ＱＯＬ的评价也已经成为肿瘤临床的研究终点

力的依据。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我们分别对住院治疗的

癌症患者和社区中随访的癌症患者进行了ＱＯＬ影
基金项目：中国临床肿瘤协会ｃｓｃｏ．诺华基金资助项目

响因素的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Ｙｆ２００４．０。１０）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７０上每，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肿痛科

通讯作者：王杰军，ＥｒＩｌａｌ【：ｗａｎ画ｌ两ｕｎ＠㈣ｕｒｇ

对象与方法

ｃ－ｎ

１研究对象：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从全市１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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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中抽出８个区，即郊县２个（淞江和金山）、城乡结

３．研究方法：采用自评和访谈的方法，由专门受

合部１个（闵行区）、市区４个（静安区、虹口区、徐汇

过培训的社区医生预约上门的方式进行调查随访。

区、长宁区和杨浦区）。其中城市和农村人口的比例

调查程序为首先由患者本人签署知情同意书，随后

约为１：７，基本和上海市城乡人口比例相一致。每个

由调查员填写一般状况调查表、ＫＰｓ评分、ＮＲｓ疼

区再随机抽取５～６个街道或镇，调查所选街道或镇

痛分级，同时对患者详细说明ＦＡｃＴ—Ｇ自评量表填

的全部现患符合纳入标准的肿瘤患者。研究对象的

写的有关事项，要求患者独立完成，极个别不能书写

纳入标准：①有病理学或细胞学诊断依据（不受肿

的患者，由亲属协助完成。

瘤类型限制）；②年龄１８～８０岁；③自愿合作者；④

４．统计学方法：本研究所有数据采用Ｅｐｉｄ“ａ

签署知情同意书；⑤既往无精神病史；⑥预计生存３

３．０建立的数据库录入表格数据，数据录入采用双人

个月以上。所有进人研究的患者均按要求签署知情

双份录入。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线性模型等分析

同意，以保证所填写的内容完成和真实。共发出问

资料。①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以

卷８５００份。回收８０００份，其中有效问卷７５８０份，合

ＦＡｃＴ—Ｇ各维度评分作自变量，各因素如年龄、婚姻

格率为９４．７％。

状况、家庭收入、本人受教育程度、职业状况、知情状

２．研究内容：

况、体育活动状况、医疗费来源、肿瘤类型、肿瘤分

（１）一般状况调查：①社会特征资料调查：包括

期、疼痛状况分别作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性别、年龄（＜２０岁、２０～岁、４０～岁、＞６０岁）、婚姻

因变量方差具有齐次性时，选用１ｅａｓ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分为未婚、已婚、离异、丧偶四项）、职业（包括干部、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ＬＳＤ）法进行均数多重比较，因变量方差

工人、农民、学生、自由职业、商业人员、离退休人员、

不具有齐次性时，选用Ｔａｍｈａｎｅ’ｓ １２法。②线性回

无业以及其他等）、受教育程度（包括大学本科或以

归分析：以ＦＡｃＴ．Ｇ各维度评分作自变量，ＫＰｓ体

上、大专、高中、初中、小学、文盲等）、吸烟饮酒史及

能评分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计算相关系

是否继续工作、是否参加体育锻炼（分为从不、每周

数，以了解二者的一致性。

１次、每周２～３次、每周４～５次和每周６～７次）、医

结

疗费用来源（包括自费、公费、医保以及合作医疗）

果

等；②疾病特征调查：包括诊断、分期、既往治疗、患

１．一般资料：进行资料统计分析的患者共７５８０

者是否知情（包括完全知情、部分知情以及不知情）、

例，年龄１８～９０岁（６１．９５岁±１３．８２岁），其中男性

是否有疼痛、疼痛治疗及疗效的评价、副反应等。

３４００例（４４ ９％）、女性４１８０例（５５．１％）；居前四位

（２）体能评分：采用卡氏功能评分（ＫＰｓ），按０～

的肿瘤为乳腺癌、结肠癌、胃癌、肺癌，分别占
１６．５％、１５．１％、１１．１％、７ Ｏ％，本组患者９４．５％为

１００评分，评分标准见参考文献［２］。
（３）疼痛调查：采用数字疼痛分级法（ＮＲｓ），根

早期癌症患者（Ｉ、Ⅱ期），无疼痛的患者占８２．６％，

据疼痛程度分为：无（０分）、轻度（１～３分）、中度

约７０％的患者对自己的病情完全了解。表１为本

（４～６）、重度（７～１０）。

组患者人口学和疾病特征。
２．ＱｏＬ影响因素分析：对可能影响社区癌症患

（４）ＱＯＬ调查：采用ＦＡｃＴ—Ｇ（ＣＨ）（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者ＱｏＬ的因素，如年龄、婚姻状况、家庭收入、本人

ｐｅ印ｌｅ）自评量表”ｏ，该量表专用于测评肿瘤患者一

受教育程度、职业状况、知情状况、体育活动状况、医

般功能的ＱｏＬ，由国外引进的，已在国内进行了信

疗费来源、肿瘤类型、肿瘤分期、疼痛状况等１１个因

度、效度（内容效度、结构效度、校标效度）及标准化

素进行分析。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ｎｃｅｒ

ｔｈｅｒａｐｙ—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

的检钡０，证明可以用于中国肿瘤患者的ＱＯＬ测

（１）人口学特征对癌症患者ＱｏＬ影响分析：

评“ｏ，其内容和所属条目较全面的反应了ｗＨＯ的

ＦＡｃＴ—Ｇ问卷调查中，维度Ｓ０ｃ／Ｆａｍ与Ｄｏｃ两项在

ＱＯＬ的含义。该量表共包括五个部分：身体状况

各年龄组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值分别为０

（Ｐｈｙ）、社交及家庭状况（Ｓ。ｃ／Ｆａｍ）、与医生关系

０

（Ｄｏｃ）、情绪（Ｅｍｏ）、功能状况（Ｆｕｎｃ），共２８项。每

计学意义（表２）。由图ｌＡ可观察到上述差异及变

一项另有单独计分，ＱｏＬ的好坏与各部分评分及总

化趋势，即除外Ｓｏｃ／Ｆａｍ和Ｄ。ｃ项，随着年龄的增

分有关，该表由患者自己填写。

大，维度Ｐｈｙ、Ｅｍｏ、Ｆｕｎｃ平均得分均呈现下降趋势。

２０２、

５７２，而Ｐｈｙ、Ｅｍｏ、Ｆｕｎｃ项在各年龄组问差异有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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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ｌ

况、知情状况、体育活动状况、医疗费来源等对ＱｏＬ

２００ｌ一２００４年上海市部分社区癌症患者
人口学特征和疾病特征

特

征

倒数（％：

特

人口学
＜２０

各维度评分均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表２）。图１提示
征

农民

年龄（岁，Ｈ＝７２５２）
３３（０

５）

５２（０ ７）

常参加体育活动（图１Ｇ）、医疗费用有保障（图ｌＨ）、

１３４（１ ８）

完全知情（图１Ｆ）等患者均有较好的ＱＯＬｏ多重比

自由职业

２７２９ｆ３７ ６．

离退休

＞６０

４１６２（５７ ４：

无业

３４００（４４．９、
４１８０（５５１’

２９７０（３９．６）

较的结果提示：家庭平均收人１５００元是个明显的界
限，低于该收入的患者ＱｏＬ各维度评分与高于该

其他

３５４（４ ７）
３９１（５ ３）

自费

４８４（６ ４）

医疗费来源（ｎ＝聊）

知情状况（＂＝７３３”

公费

收入各组患者的评分比较均明显降低，且差异有统
２２０（２

９）

知情

５０６４（６９ ｌ

医傈

４６５７（６１ ６）

部分知情

１６８５（２３ ０

合作医疗

２１９６（２９ １）

不知情

５８２（７ ９）

婚姻状况（ｎ＝７４５０）
未婚
已婚

痰扁

６２踟（８４

３。

计学意义（Ｐ＜Ｏ ０００）。随着患者受教育程度的降
低，Ｑ。Ｌ各维度评分降低，其中小学和文盲（占
４２．３％）组各维度评分均显著低于其他各组（Ｐ＜
０．０００）。知情状况对Ｑ。Ｌ影响在多重比较中主要表

诊断（＂＝７４９４）
１８８（２ ５）

家庭收入高（图１Ｄ）、本人受教育程度高（图１Ｅ）、经

１１５（１ ５）

４０～

女

１８０４（２４ ０）

职工

３２８（４ ５）

男

倒数（％）

学生

２０—

性别（ｈ＝７５８０）

·７６３

缔癌

５３２（７．１）

肝癌

１７３（２ ３）

现为，完全知情组各维度评分均高于其他两组（Ｐ＜
Ｏ．０００），另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值分别为

离异

９８（１ ３）

乳腺癌

１２５０（１６ ５）

丧偶

９８４（１１ ９

结肠癌
胃癌

１１４６（１５ １）
８４１（１１ １）

食道癌

２１６（２ ８）

（Ｅｒｍ）、０．０５９（Ｆｕｎｃ）。参加体育活动频度与∞Ｌ各
维度评分的关系表现为每周参加体育活动次数越多，

受教育程度
（ｎ＝７５４３）

０．５９０（Ｐｂｙ）、０．３５９（Ｓ０ｃ／ｎｍ）、０．０９４（Ｅｂｃ）、０．２７８

本科以上学历

４７５（６ ３）

卵巢癌

１５５（２ ０）

大专

４３９（５ ９）

胰腺癌

４２（０ ６）

高中

１２８３（１７ ０
２１４８（２８ ３

淋巴瘤

１３９（１ ８）

初中

骨肉瘤

４１（０ ５）

小学

１９７５（２６ ２、

鼻咽癌

文盲

１２２５（１６．３，

前列腺癌

１２７（１．７）

此两组之问在其他各维度评分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其他癌症

２５６３（３３ ９）

义，Ｐ值为０．１０４（Ｐｈｙ）、０．８３０（Ｄ０ｃ）、Ｏ．１３６（ＥⅡ１０）、

家庭均收入

２７１（３

６）

肿瘤分期（ｎ＝７辨）

（元，ｎ＝７５４７）

评分越高，多重比较提示，从不参加组（４７ ０％）和１

次／周（９．７％）组除了在ＳｄＦａｍ项存在明显差异外，

＞５０００

１３ｌ（１ ７）

Ｉ

５９９０（７９ １）

Ｏ．８１２（Ｆｕｎｃ），而与其他各组各维度评分比较差异均

＞３０００

４８３（６ ４）

Ⅱ

１１７８（１５ ５）

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１）。医疗费用的支出中，多重

＞１５００

２５４７（３３ ７

Ⅲ

２１３（２．８）

＞５００

２７２５（３６

Ⅳ

２００（２ ６）

１

＜５００

９００（１１．９

盂啦Ａ

７６３（１０ ２

比较提示，医保（占６１．４％）和公费（占２．９％）组在各
维度评分均无差异，同样，自费（占６．４％）和合作医疗

体能评分（ｎ＝７４１８）
１００

１１７“１５ ５）

９０

２５２５（３３ ４）

８０

２６４０（３４ ８）

３５６４（４７ ２。

７０

６４４（８．５）

１

７３７（９ ８）

６０

２３１（３．０）

与医保患者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０），自

２～３

９５６（１２．７

＜６０

２０７（２．８）

费患者与医保患者各维度评分比较Ｐ值分别为

４～５

６９２（９

＞５

１６０３（２１

参加体育括动
（捉『周，”＝７５５２）
从不

２）

疼痛（ｎ＝７５７９）

１

职业状况（ｎ＝７５０２）

无痛

６２６２（８２ ６）

轻度

８８６（¨７）

干部

５４３（７ ２）

中度

３１８（４ ２）

工人

１１３９“５ ２．

重度

“３（１．５）

（占２９％）组在各维度评分问也无差异，合作医疗和自
费患者在各维度评分均低于医保患者，其中合作医疗

Ｏ．３１６（Ｐｈｙ）、０．０００（ｓ刊ＲｌＩｌｌ）、０ ０ｌｌ（Ｄｘ）、Ｏ．００ｌ
（Ｅｒ∞）、０．００１（Ｆｕｎｃ）。

（２）疾病特征对癌症患者ＱＯＬ影响分析：所有
调查的病例中，胰腺癌ＱＯＬ各维度评分均最低，而

婚姻状况对ＱＯＬ各维度评分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乳腺癌和卵巢癌评分相对最好（图１Ｊ）。采用方差

Ｄｏｃ与Ｅｎｌｏ两项在不同婚姻状况间差异无统计学

分析的方法比较不同肿瘤类型ＱｏＬ各维度评分，

意义，Ｐ值分别为Ｏ

４９７，婚姻状况对Ｐｈｎ

在维度Ｄ。ｃ评分上不同肿瘤类型之间差异无统计学

Ｆｕｎｃ、Ｓ０ｃ／Ｆａｍ项的评分有非常显著影响（表２），其

意义（Ｐ＝０．５１０），而在其他四项维度评分上差异有

０５７、Ｏ

中已婚的上述三项评分最高（图１Ｂ）。进一步进行

统计学意义（Ｐ＜０．ＯＯｏ）。肿瘤分期在维度Ｓ０ｃ／

多重比较，结果表明Ｓｏｃ／Ｆａｍ项评分已婚组明显高

Ｆａｍ评分上元差异（Ｐ＝Ｏ．２３１），而在其他四项维度

于其他三项（Ｐ＜Ｏ．００１），Ｐｈｖ项仅已婚组和丧偶组

评分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随着分期的降低，评分也

差异明显，Ｆｕｎｃ项离异组评分均显著低于其他三组

相应下降（图１Ｋ）。多重比较示Ｉ期（占７９％）、Ⅱ

患者，其余三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人口学特征

期（占１５．５％）患者在维度Ｐｈｙ、Ｄｏｃ、Ｅｍｏ、Ｆｕｎｃ四

中其他因素，如家庭收入、本人受教育程度、职业状

项评分间无差异，两者与Ⅳ期患者比较，除维度Ｄｏｃ

主坐煎壹煎堂壁查垫堕至！！旦墨！ｉ堂簦！！塾￡！堕』圣匹生坐ｉ盟！生业笪垫堕！！型－堑，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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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９８９、０ １２０）外，与

后，往往会有一个较好的ＱＯＬ。当然这可能也与受

另三项维度评分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教育程度高的患者，一般都会有一个较高的经济收

０００）。疼痛对ＱＯＬ影响表现为，随着患者疼痛

入，也大都有一定的医疗保障有关，从而决定了他们

程度的增加，ＱＯＬ各维度的评分相应降低（图ｌＬ）。

在综合评判中有一个较好的ＱＯＬ。而那些受教育

方差分析表明，疼痛对ＱｏＬ各维度评分的影响，除

程度低、收人低、没有医保或仅有很少比例的医疗报

了Ｓｏｃ／Ｆａｍ项Ｐ＝０．０１８，余各项Ｐ＜０，００１（表２）。

销费用的患者，则大多ＱｏＬ较差。在调查中，发现

多重比较示不同程度疼痛在维度Ｐｈｙ、Ｅｍｏ、Ｆｕｎｃ评

那些在治疗后依然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体育锻炼的

分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００），而在Ｄｏｃ评

患者，往往有比较好的ＱＯＬ。一方面，体育锻炼促

分上，仅无痛与轻度痛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进了机体的恢复，使患者有一个良好的身体状况和

０

Ｏ

功能状况，另一方面，当患者身体状况和功能状况逐

００１），其余各组之间则无。
３．体能评分与ＱＯＬ评分相关性：ＫＰｓ评分的

高低与ＦＡｃＴ—Ｇ各维度评分均存在较好的相关性

步得到改善后，他们往往容易保持一个良好的情绪，
并对战胜疾病充满信心，也因此提高了ＱｏＬ。

（图儿），线性回归分析ＫＰＳ评分与ＦＡＣＴ—Ｇ各维度

不同肿瘤及不同分期的患者其ＱＯＬ也有差

评分的相关性，结果显示ＫＰｓ评分与Ｐｈｙ、Ｓ０ｃ／

别”１。调查表明，胰腺癌患者的ＱＯＬ最差，而乳腺

Ｆａｍ、Ｄ∽、Ｅｍｏ、Ｆｕｎｃ各项之间均存在线性相关，相

癌和卵巢癌的患者ＱＯＬ则相对较好，这可能与胰

关系数（ｒ）分别为０．４８７（Ｐ＝０．０００）、Ｏ．１０３（Ｐ＝

腺癌本身恶性程度高，预后差，早期不易发现，就诊

Ｏ．０００）、０．１０６（Ｐ＝Ｏ．０００）、Ｏ ３７７（Ｐ＝Ｏ ０００）、

时大多已是晚期有关”１。而乳腺癌往往是自检或体

０．３９２（Ｐ＝Ｏ．０００）。说明两者具有较好的相关性。

检发现，大多发现时还是早期，且预后较好，生存期

讨

论

我们调查发现：随着患者年龄的增大，在Ｐｈｙ、

Ｅｍｏ及Ｆｕｎｃ上的平均得分均呈现下降趋势，说明

较长，因此，这些患者在经过完善的治疗后，很多还
可以继续工作，疾病本身对她们ＱＯＬ的影响不大。
而不论哪一类型的肿瘤，越是早期发现的患者，越容

易有获得根治的机会，也就越容易有较高的ＱＯＬ。

年龄可影响患者的ＱＯＬ。婚姻状况也是癌症患者

很多研究都表明，疼痛是影响癌症患者ＱＯＬ的

ＱｏＬ的重要影响因素，调查发现，丧偶者的ＱＯＬ是

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疼痛的存在，常使癌症患者丧

最差的，其次是离异的患者，因为患病后得到家人尤

失希望，认为病情在恶化，并产生焦虑、抑郁等不良情

其是配偶的关心和照顾会给患者带来其他人所无法

绪，进一步加重痛苦”ｏ。在此次调查中，虽然疼痛的

给予的影响，而失去伴侣的患者往往会更容易产生

发生率并不高，仅为１７ ４％，但在进行ＱＯＬ分析时，

不幸、悲观、绝望等不良情绪，从而严重的影响了

却发现伴有癌痛的患者相比那些没有疼痛的患者而

ＱＯＬ。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患者ＱＯＬ存在差异，受

言，Ｑ［）Ｌ有显著差异，尤其表现在Ｐｈｙ、Ｅｒ∞和Ｆｕｎｃ

教育水平高的患者，经过治疗重新回到家庭和社会

上，国内聂望等”ｏ报道的结果与此相似。

７６５

生堡煎堑盎堂窒查！！堕至！！旦苤堑鲞堕！！塑￡！也』曼匝！！坐趔！鱼塑！笪！！堕，！鱼！：堑！！垫．Ｉ！

ｋ—、

—Ｋ

Ａ

萝蒜≤；二

＼

酋
ｇ

耋
世

嚣
８

≤
无痛

轻度

巾度

重度

ｆ％｛＆

▲社交及家庭状况；口身体状况；●情绪；■功能状况
围１

社区癌症患者社会和疾病因素对其生活质量自评表中身体状况、社交及家庭状况、情绪、功能状况等维度评分的影响

ＫＰｓ评分是最早用于评价肿瘤患者ＱＯＬ的指

重比较结果显示，完全知情组各维度评分均高于其

标之一，它在一定程度上比较直观的反映了患者总

他两组，即完全知情者的ＱＯＬ好于不知情和部分

体的体能状况。通过此次调查，进一步验证了它与

知情者。而另一组住院患者ＱＯＬ的调查研究结果

ＦＡＣＴ．Ｇ量表中的不同方面均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中，完全知情者占３４．５％，知情状况对ＦＡＩ：Ｔ—Ｇ量表

长期以来，国内外对是否该将病情完全告知癌

中的Ｅｒｎｏ和Ｆｕｎｃ评分有显著影响，尤其是对情绪

症患者存在很多的争议”Ｊ。本次调查的７５８０例癌

的影响最强，随着知情程度的增加，对情绪的影响也

症患者中，对自己的病情完全了解的占６９．８％，多

相应增加”…。由此可知，住院患者和社区患者的知

主望煎鱼瘟堂壁查！！！！至！！旦筻堑鲞墓！！塑曼堕！』生！！！坐型！鱼！塑！！！！！！！，堡！！！！塑！！！

７６６

２９

情状况对ＱＯＬ的影响是不同的，这可能与本组患
２

６０

６８

者多为早期且经过临床治疗，距离首次诊断的时间

ｓｕｒｖｌｖａｌ，ｔｈｅ ｍＩｅ ｏｆ

较长，因此虽然知情，但对情绪以及ＱＯＬ的影响已

１９９８＇８３：１７３
３

不太明显了。提示我们应该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
４

通过调查我们了解了上海市社区癌症患者的一
些特殊性，也了解了ＱＯＬ的一些影响因素，对于那
些年纪较大、一般情况差（ＫＰｓ评分低）、收人低、文
化水平较低的患者，社区医生在进行随访时应该进
鼓励患者进行积极地治疗，对患肿瘤，又经历了婚姻
面的支持与照顾。同时社区医生进行随访时还要鼓
励患者多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体育活动，这样对改
善患者的ＱＯＬ十分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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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初步研究肿瘤，２００４，２４：４９０—４９４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 ０２—２４）

（本文编辑：张林东）

Ｓｅｍｉｎａｒ５ ｉＴｌ（）Ⅱｃｏｋｇｙ，２００２，

·疾病控制·
江苏省海安县１６ ９３２例住院患者梅毒感染情况调查
吉飞跃钱开成崔益祥林筱蓉
近年来梅毒报道资料大多为主动检测资料，对被动检测

院病例中，０～、５～、１５～、４５～、６０～岁组的患病率分别为

资料报道较少，加之原有筛查方法多为非特异性，易产生假

０．４２％、Ｏ％、０ ７４％、１．５４％、３ ２２％；阳性患者平均年龄为

阳性和假阴性，因此对被动人群进行灵敏度、特异性较高的

６０．９岁±１９ ０岁，男性为６５．２岁±１５．８岁，女性为５６ ５岁±

筛查有助于对梅毒流行状况作进一步的了解。

２０哕；阳性患者各年龄组所占比率分别为２．２％、０％、

１对象与方法：血清标本来自海安县医院２００３年１０月

１６．３％、２１．１％、６０．４％；其中新生儿６例．年龄最大为９３岁。

２７日至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６日期间１６ ９３２例无梅毒诊断史的住

３讨论：调查结果表明，在住院患者中存在无症状梅毒

院患者，平均年龄为４４ １岁±２４ ３岁，血清按规定采集、运

阳性者，对住院患者进行梅毒筛查确有必要；梅毒阳性患者

送、保存和检测。双抗原夹心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试

中６０～岁组所占比例偏高，患病率也偏高，与有些文献的报

剂为珠海丽珠试剂厂产品；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聚试验

道有较大差异“。。分析原因为：①本组为被动资料．参考资

（ＴＰＰＡ）试剂为日本富士瑞必欧株式会社产品，两者均可检

料多为主动资料，年龄一般为性活跃年龄；②门诊已筛除大

测抗特异性梅毒螺旋体抗体ＩｇＧ和ＩｇＭ。ＥＬＩＳＡ测定仪器

量阳性患者，所检测的住院患者中无显性感染者；③由于梅

采用意大利ＡＬＩｓＥＩ—Ｑｓ酶免分析仪，ＴＰＰＡ为手工完成。所

毒感染者存在血清抵抗，加之特异性的检测方法使得少数有

有标本先用ＥＬＩｓＡ方法初筛，阳性者用ＴＰＰＡ方法确证。

既往感染史的患者得以暴露。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一流行

２结果：采用ＥＬＩｓＡ方法检出梅毒螺旋体阳性３２１例，

现象作进一步研究，以明确该地区梅毒的流行病学史。

后经ＴＰＰＡ确证为２７０例，约占住院患者的１ ５９％；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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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１３８例、女性１３２例；为排除生物性假阳性（ＢＦＰ），经调壹
无一例病例诊断为自身免疫性疾病；其中外科、内科、妇产
科、五官科、肿瘤血液科、感染科和儿科患者所占比例为
２８．９％、３３ ０％、１４．１％、１１

８％、６

７％、３．３％、２ ２％；在住

１刘惠北京市１９９４

１９９８年梅毒流行病学分析中华流行病学杂

志，２０００，２１：８５＿８７．
（收稿口期：２００５．０５．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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