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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流行病学·
恶性淋巴瘤患者生存质量影响因素研究
吕美霞

段琼红

【摘要】

施侣元

顾源

张惠娟

冉鹏

目的测量和评价恶性淋巴瘤患者的生存质量，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中文并

经心理测量学考评的ＥＯＲＴｃ ＱＬＱ－Ｃ３０量表，对１１０例恶性淋巴瘤患者进行生存质量测量和评价，采
用ＳＰｓｓ １２．０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对所有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对所有可能的影响患者生存

质量的因素，根据资料的性质采用方差分析或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检验，Ｓｐｅａｍａｎ相关进行单因素分析；分
别以５个功能维度得分、功能领域总得分和总量表得分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结果Ｐ≤２．Ｏ的影响
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筛选出影响恶性淋巴瘤患者生存质量的主要因素。结果影
响生存质量总分因素为复发（偏回归系数ｐ＝５．９９７，Ｐ＝０．０２０）和戒烟（ｐ＝一６．５２６，Ｐ＝Ｏ．００６），影响
功能领域总分的因素为文化程度（ｐ＝一２．１４４，Ｐ＝０．０５７）和复发（＿Ｇ＝５．８５７，Ｐ＝０．００３）；影响躯体功
能的因素为康复锻炼（Ｂ＝一０．７７１，Ｐ＝Ｏ．０９７）和戒烟（ｐ＝一４．１０６，Ｐ＝０．００５），影响角色功能的因素
为戒烟（Ｂ＝一４．６４４，Ｐ＝Ｏ．００８）和年龄（ｐ＝０．９８９，Ｐ＝０．０２９）；影响认知功能的因素为年龄（ｐ＝
２．２３０，Ｐ＝Ｏ．０２３）和复发（Ｂ＝１４．０３５，Ｐ＝０．００１）；影响情绪功能的因素为人均居住面积
（８＝一３．０５４，Ｐ＝０．０９０１）和复发（８＝８．５００，Ｐ＝０．０３１），影响社会功能的因素为医疗形式
（Ｂ＝一６．５７７，尸＝０．０１８）。结论正确认识恶性淋巴瘤，坚定生活信念，纠正不良的生活习惯和加强
康复锻炼，以及拥有和睦的家庭环境、必要的社会福利保证等方面可促进其各项功能的康复，防止恶
性淋巴瘤的复发，从而全面提高生存质量。
【关键词】恶性淋巴瘤；生存质量；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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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淋巴瘤根据细胞学特点可以分为霍奇金淋

析，对所有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对所有可能的影响

巴瘤（Ｈｏｄｇｋｉｎ’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ＨＤ）和非霍奇金淋巴瘤

患者生存质量的因素根据正态性检验的结果分别对

（Ｎｏｎ—Ｈｏｄｇｋｉｎ’ｓ Ｌｙｍｐｈｏｍａ，ＮＨＬ），其中ＨＤ的５

正态性分布资料进行方差分析，偏态资料进行

年平均生存率大概为７０％Ｈ ｏ，ＮＨＬ为５６％左右幢。。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检验及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进行单因素分

随着医学模式的发展，生存质量已成为评价个体健

析；分别以５个功能得分、功能领域总得分和总量表

康内容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对于疗效评价，延缓疾病

得分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结果Ｐ≤２．０的影响因

的进展和复发，科学指导患者进行心理和生活的调

素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筛选因素。

整，降低死亡率，提高其生存质量，都有重要的意义。

结

然而国内外少有对恶性淋巴瘤患者生存质量的状况

果

及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我们采用中文（欧洲癌症

１．人口学特征：病例最小１０岁，最大７１岁，年

研究组织研制，本课题组翻译）并经心理测量学考评

龄中位数为４５岁；男７１例，女３９例，性别比为

的国际通用肿瘤患者生存质量量表ＱＬＱ—Ｃ３０ｂ ｏ，对

１．８２：１。文化程度小学为２０．０％，中学为５４．５％，大

武汉地区恶性淋巴瘤患者进行调查，对他们的生存

专及以上为２５．５％。职业分布工人为２４．５％，农民

质量进行测量和综合评价，并筛选出影响恶性淋巴

为２２．８％，知识分子为３０．０％，服务行业为２．７％，其

瘤患者生存质量的主要因素。

他为２０．０％。
２．恶性淋巴瘤生存质量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

对象与方法
析：经Ｋ０１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检验生存质量总分和功
１．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方法按照住院号

能领域得分服从正态分布，各功能维度得分服从偏

进行单纯随机抽样选择１９９８年１月至２００３年９月

态分布。综合各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年龄、

期间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附属同济医院、

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医疗形式、康复锻炼、疾

湖北省肿瘤医院住院的恶性淋巴瘤患者１１０例（不

病复发、吸烟状态、人均居住面积分别与恶性淋巴瘤

包括已死亡的病例）。所有病例均经细胞学或病理

患者生存质量各功能维度和总得分有关（表１～３）。

学诊断。

３．恶性淋巴瘤患者生存质量影响因素的多元

２．研究方法：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

逐步回归分析：多元逐步回归结果表明影响生存质

问卷包括两个内容：①肿瘤患者生存质量核心量表

量总分因素为复发和戒烟；影响功能领域总分的因

ＱＬＱ—Ｃ３０量表呤］。该量表包括３０项，分为５个方

素为文化程度、复发；影响躯体功能的因素为康复锻

面：功能领域（包括生理机能ＰＦ、角色机能ＲＦ、认知

炼和戒烟；影响角色功能的因素为戒烟和年龄；影响

机能ＣＦ、情感机能ＥＦ、社会机能ＳＦ）、症状领域（疲

认知功能的因素为年龄、复发；影响情绪功能的因素

劳Ｆ、疼痛Ｐ、恶心呕吐ＮＶ）、总体情况、经济情况，

为人均居住面积、复发；影响社会功能的因素为医疗

及其他症状领域（包括睡眠、食欲、腹泻、便秘等）。

形式（表４）。

其中除躯体功能的答案为是或否外，其余问题均分

讨

论

为５个等级，然后将所得的评分换算成百分制，得分
越高说明生存质量越差。②包括患者一般情况及其

生存质量是顺应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

生理、社会等各方面的影响因素共２３项：性别、年

会医学模式转变而产生的一类新的健康指标。随着

龄、民族、学历、婚姻、职业、家庭经济状况、医疗保健

循证医学的发展，生存质量的测量将在临床、疾病负

形式、生活居住环境、锻炼身体情况、疾病史以及生

担、医疗保险等领域得到广泛的运用。生存质量的

活习惯等。由经过专门训练的调查者，采用面访的

完整性涉及多方面的因素，即使个体的疾病及其损

方式。在面访过程中，尽量让患者自己填写，实在填

害程度完全一致，由于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文化

写有困难者，可嘱其家属慎重填写，或采用询问的方

修养素质不同，可能对生存质量测量的结果产生一

式由调查者代为填写。

定的影响。因此探索影响恶性淋巴瘤患者总的生存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

Ｄａｔａ

２．１ａ软件建立数

据库，问卷中少数未填的数据用均值填入，以保持数
据的完整。采用ＳＰＳＳ １２．０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

质量及各个功能维度的因素有利于制定综合的康复
计划和措施，全面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１．生理因素与生存质量：总体而言，恶性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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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１１０例恶性淋巴瘤患者ＱｏＬ总分和功能领域总分各因素方差分析

表２

恶性淋巴瘤患者各功能维度Ｋｒｕｓｋａｌ一ｗａｌｌｉｓ检验结果
角色功能

躯体功能

．一

一一

·５３７·

Ｙ２值

尸值

性别

１．３５１

０．２４５

Ｏ．４８０

文化程度
婚姻

２．００９

０．３６６

１．０９９

Ｏ．５７７

职、ｌｋ
家庭人均惆收入

６．２３２
７．７０４

医疗形式
年龄

认知功能

情绪功能

社会功能

Ｐ值

ｘ２值

Ｐ值

ｘ２值

Ｐ值

ｘ２值

Ｐ值

０．４８８

５．１８０

０．０２３

１．８３２

０．１７６

Ｏ．４０８

０．５２３

３．３３４

０．１８９

０．７５８

０．６８５

１．１１５

０．５７３

２．９９６

Ｏ．２２４

２．４７２

０．２９１

４．６２９

０．０９９

３．１２３

０．２１０

Ｏ．７１９

０．６９８

Ｏ．１８２

４．４８７

０．３４４

４．１１４

０．３９ｌ

０．７８８

０．９４０

２．９７９

０．５６１

０．１０３

２．３３３

０．６７５

１．５１３

０．８２４

２．５８７

０．６２９

３．８４７

Ｏ．４２７

１．６５１

０．１９９

１．３３０

０．２４９

２．２５６

０．１３３

３．２９２

Ｏ．０７０

５．６８４

０．０１７

４．３７７

０．６２６

５．８３９

Ｏ．４４１

９．１８０

Ｏ．１６４

８．８３０

０．１８３

２．０３９

０．９１６

人均居住面积０．０９１
康复锻炼
３．３３５
复发
１．２０２

Ｏ．７６３

Ｏ．０６７

Ｏ．７９５

Ｏ．０５８

Ｏ．８１０

２．０４８

Ｏ．１５２

１．４３２

０．２３ｌ

０．３４３

１．０９８

０．７７７

２．８２６

Ｏ．４１９

２．５８６

０．４６０

３．１１６

０．３７４

Ｏ．２７３

０．５０８

０．４７６

１３．２１４

０．０００

４．４５６

０．０３５

０．９５７

０．３２８

吸烟

８．８６０

０．０１２

５．７３９

０．０５７

Ｏ．２３３

０．８９０

０．９５０

０．６２２

４．８６２

Ｏ．０８８

饮酒

０．０８９

０．７６５

０．０４４

０．８３４

０．４０２

Ｏ．５２６

０．１８７

Ｏ．６６５

０．０叭

０．９７４

Ｙ２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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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恶性淋巴瘤患者各因素Ｓｐｅａｍａｎ相关分析结果（ｒ）

＊Ｐ＜Ｏ．０５：＃Ｐ＜０．０１

表４

恶性淋巴瘤患者生存质量影响因素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维度

入选因素

０

如

ｆ值

的治疗较初发患者困难，但积极治疗可望再次获得
缓解的机会。Ａｎｄｅｒｓｅｎ等‘４１的研究进一步表明，社

Ｐ值

Ｆ值Ｐ值

会支持、情绪控制、坚强抗病的信心可缓解患者的忧
郁，提示对复发患者宜早期开展心理学干预防止生
存质量的下降。因此，改善医疗保健水平，提高治疗
效果并制定出相应的临床评价指标体系，探索影响
复发的因素应是今后Ｉ临床治疗和康复工作的主要任
务。本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年龄的增加患者的角色、
认知功能也受到影响。
２．社会因素与生存质量：社会因素是影响肿瘤
患者生存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化程度与经济
条件和社会地位有关，是社会因素的综合反映。本
研究结果表明文化程度高的患者总体功能好。另
外，随着公费医疗比例的降低，患者的社会功能随之
下降。恶性淋巴瘤的化疗疗程长，费用高，公费医疗
能大大缓解患者的经济压力，患者能够接受全面的
治疗，而且可以缓冲家庭方面压力。在我国目前的
国情下，医疗保健及医疗形式可以说是影响患者生
存质量的重要的外部因素。提示应健全医疗保健制
度，进一步推进医疗保险的发展，保证患者及时就

瘤复发是导致患者总体生存质量下降的主要影响因

医，促进身心康复。

素。本研究表明复发对患者的认知功能、情绪功能、

人均居住面积小可影响患者情绪功能，从而使

功能领域总分、生存质量总分都有影响。癌症复发

患者缺乏良好的康复环境，易形成不良情绪的恶性

者往往会出现抑郁和失能等心理上反应和发病引起

循环。Ｌｉｍ，ｚｅｂｒａｃｋ¨ｏ研究表明，有效的保健服务、

的疼痛、食欲不振、消瘦，以及所需支付的高额治疗

社会支持的满意度和社会关系的信赖影响癌症存活

费用等，甚至会影响其与家人及同事的情感交流、社

者的生存质量，加强癌症存活者社会关系网络将很

会交往等。Ａｎｄｅｒｓｅｎ等¨。针对癌症患者复发开展的

大程度上地改善其生存质量。

前瞻性心理学研究表明，癌症复发者Ｋａｒｎｏｆｓｋｙ

３．医学因素与生存质量：容易疲劳是淋巴瘤患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ＳｗＯＧ（ＫＰＳ）得分显著下降，患者处于

的主要问题，然而患者生活习惯的改变会影响到其生

悲伤忧郁状态，随时间推移其生存质量的生理机能、

存质量的改变，本研究表明经常进行康复锻炼的恶性

角色机能一直不能改善，而无复发的癌症对照组的

淋巴瘤患者其躯体机能要好于不进行体育锻炼者。

生存质量却明显好转。另有资料表明¨１，复发患者

Ｏｌｄ∞，０１１等＂３对慢性疲劳的ＨＤ患者进行体育锻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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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结果表明，增氧健身锻炼后皿患者的疲劳、生

ＪＫ，Ｇｏｕｒ哪ＫＳ，Ｊｏｎ髓ＬＷ，ｅｔ ａ１．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Ｖ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ｏｎ＿Ｈｏｄｇｋｍ’ｓ

健身锻炼有助于改善皿患者的慢性疲劳症状。加
的生活质量要高于不进行锻炼者幢１。

ｔｏ

及时缓解疾病对身心的损害。戒烟能改善患者躯体

ｏｆｌｅｕｋ咖ｉａ

０ｌｄｅｒｖｏｌｌ

７

ｎｏｔ

ｍｅｅｔｉｒ】ｇ

ａｎｄ １ｙｍｐｈｏｍａ．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ｃａｒｅ Ｃａｌｌｃｅｒ，２００６，

ＬＭ，Ｋａａｓａ Ｓ，Ｋｎｏｂｅｌ Ｈ，ｅｔ ａ１．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ｆａｔｉｇｕｅ ｉｎ
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ａ ｐｉｌｏｔ

ｆａｔｉｇｕｅｄ Ｈｏｄｇｋｉｎ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ｈｒｏｎｉｃ

量随］。香烟中所含的大量有害物质可损伤人体呼

ｓｔｕｄｙ．Ｅｕｒ Ｊ 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０３，３９：５７．６３．
８

吸、循环等多系统功能，吸烟可能是淋巴瘤发病的原

Ｓｃｈｎｏｌｌ ＲＡ，Ｚｈａｎｇ
ｓｍｏｋｉｒｌｇ
ｂｙ ｔｈｅ

因口’１引，患者如果继续吸烟可能会引起疾病的恶化。

８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Ｂ，Ｒｕｅ

Ｍ，ｅｔ ａＩ．Ｂｒｉｅｆ 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Ｉｌ—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ｆｏｒ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ｏｎｃｏｌｏｇｙ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ａ

ｑｕｉｔ—

ｔｒｉａｌ ｃ００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Ｅａｓｔｅｍ 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Ｏｎ∞ｌｏｇｙ Ｇｒｏｕｐ．Ｊ Ｃｌｉｎ Ｏｎｃｏｌ，２００３，

２１：３５５—３６５．

另一方面，戒烟患者对疾病报以乐观的态度有利于

９王忠海，张风云，宋志品，等．吸烟对人体淋巴细胞ｓｃＥ的影响．
中国公共卫生，１９９９，１５：１０７１．１０７２．

疾病的康复。

Ｅ，Ｒ砌ａｚｚｏｔｄ Ｖ，Ｃｒ“ｇｎａＪｌｉ Ｐ，ｅｔ ａ１．Ｓｍｏ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ｅｍａｔｏｌｍｐｈｏｐｏｉｅｔｉｃ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ｃ斌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ａｕｓｅｓ Ｃｏｎｔｒ０１，２００ｌ，

１０

献

Ｓｔａｇｎａｒ０

１２：３２５—３３４．

Ｗｅｔｔｅｒｇｒｅｎ Ｌ，Ｂｊｏｒｋｈ０１ｍ Ｍ，Ａｘｄｏｒｐｈ Ｕ，ｅｔ

ｂｎｇ—ｔｅｍ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ｂｆｅ

１４：１８５—１９２．

会提高复发的危险，减弱治疗的效果和降低生存质

ｉｎ

ｉｆｌ

ｍｅｅ石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ｎｃｅｒ，２００５，１０４：１５４０、１５４７．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

机能、角色机能和总体的生存质量，癌症患者吸烟将

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ｌａｔｅ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１ｉｆｅ

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

５董群生，王健民，闵碧荷，等．非霍奇金恶性淋巴瘤患者长期生
命的相关因素分析．实用癌症杂志，２００２，１７：５０７．５０９．
６ Ｌｉｍ ＪＷ，Ｚｅｂｒａｃｋ Ｂ．Ｓ０ｃｉａｌ ｎｅｔ、ｖ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ｆｏｒ ｌｏｎｇ—ｔｅｎｎ

另外，良好的疾病行为和自我保健意识有助于

１

ｌ卿｝ｘｍ】ａ

ｐｕ龇ｃ ｈｅａｌｔｈ。【ｅｒｃｉｓ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惜．ＰＳｙｃｈ０１０９）ｒ，２００５，１４：９７９—９９１．
３吕美霞，顾源，施侣元，等．恶性淋巴瘤患者生存质量量表评价．
中国临床康复，２００４，８：２１４，２１５．
４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ＢＬ，Ｓｈ印ｉｒｏ ＣＬ，Ｆａｒｒａｒ ＷＢ，ｅｔ ａ１．Ｐｓｙｃｈ０１０９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拿大研究表明按照锻炼指南进行锻炼的Ｎ｝Ⅱ，存活者

文

５３９·

１ｙｍｐｈｏｍａ．Ｑｕａｌ Ｌｉｆｅ Ｒｅｓ，２００４，１３：１３６９—１３７９．
２

理机能和最大氧容量与对照组比较有明显提高，增氧

参考

·

ａ１．Ｄｅｔｅｍｉｎａｎｔｓ

ｓｕⅣｉｖｏｒｓ ｏｆ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０８一０８）

ｏｆ

（本文编辑：张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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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武汉地区婴幼儿星状病毒性腹泻的流行病学调查
唐少文

刘满清

王斌

叶临湘

康世秀

杨继红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在武汉儿童医院腹泻门诊

中０～６月龄组的检出率最高（１７．０％），且占全部检出数的

采用系统抽样的方法选择就诊的５岁以下的腹泻患儿，采集

５５．１％；按性别分组分析显示，男女患儿检出率分别为７．６％

腹泻样本共７９３份，并收集了包括年龄、性别等相关资料；采

和１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Ｙ２＝１．８６６，Ｐ＝０．１７２）。星状

用星状病毒试剂盒（ＩＤＥＭＡ７”越ｔｒＯｖｉｒｕｓ，ＤＡＫｏ公司产品，

病毒性腹泻患儿以水样便为主（８５．５％），每天腹泻次数为

美国）进行星状病毒检测；此前该批样品经聚丙烯酰胺凝胶

３～８次；患儿呕吐发生率也较高，有４５例（６５．２％）发生不同

电泳（ＰＡＧＥ）检测过轮状病毒。检测结果及相关资料采用

程度的呕吐；体温≥３８℃共４３例（６２．３％）。研究显示，武汉

ＥＰｌ２００２录入和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地区婴幼儿腹泻患者星状病毒感染的检出率为８．７％，与文

结果与分析：７９３例患儿中男孩４９７例（６２．７％），女孩

献报道的２．５％～９％相一致¨Ｊ。从检出时间来看，星状病毒

２９６例，平均年龄（１１．６±９．２）月龄，其中７～１２月龄患儿３３４

感染有明显的季节性，一般在湿热地区流行季节为冬季，在

例（７０．４％）。经检测，共检出星状病毒抗原阳性６９份，检出

热带地区则为雨季，武汉地区主要集中在１１月份至次年的２

率８．７％。而同批样品以前经ＰＡＧＥ检测，Ａ组轮状病毒检

月份，这和先前轮状病毒检出的分布时间相似。从年龄分布

出率高达３２．４％…。混合感染了星状病毒和Ａ组轮状病毒

来看，星状病毒感染一般发生在１岁以内的婴幼儿，随着年

样品有２８份（３．５％）。星状病毒的检出主要集中在９月至

龄的增大，星状病毒的检出率也越来越低，这与国内外的研

次年的４月，其中以１１月至２月检出率最高，检出率在

究结果基本一致。从临床特征来看，患儿多表现为水样腹

１０．６％～２０．５％之间，检出数占总检出数的７８．２％（５４／６９），

泻、呕吐和发热等，其特征和轮状病毒感染类似心Ｊ。

而５—８月份没有检出星状病毒，说明武汉地区星状病毒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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