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堡鎏笪堑堂蓥查！！！！生！！旦箜！！鲞箜！！塑鱼！也』墅ｉ！！里ｉ！！！塑！！！里！竺；塑！！ｙ！Ｉ．；！！盥！：！！

·

１０８１

·

·现场调查·

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生命质量
测定量表的编制
盂亚军

李宁秀

【摘要】

目的

宋焰超

陈建华

钱足庶

参

编制用于测定中国ＨＩｖ感染者生命质量的量表，评价其信度和效度。方法

考现有量表，并与相关专家、基层疾病预防控制人员、ＨＩＶ感染者进行访谈以形成初始量表，在４４３例
ＨＩＶ感染者中试用。根据条目应答率、因子分析、相关系数矩阵、内部一致性分析等进行条目精简，
形成最终量表。分析最终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结果

形成的中国ＨＩＶ感染者生命质量量表（ＱＯＬ—

ｃＰＬｗＨＡ）共４４个条目。各维度没有严重的天花板效应和地板效应（最高为２１．Ｏ％），内部一致性信
度系数均≥ｏ．７０，全量表的为０．９０。量表总分２周重测信度系数为ｏ．８０，有２个维度的重测信度系数
低于０．６，４个维度的在０．６～０．７之间。各条目的成维率均为１００％。量表总得分与ＳＦ一３６总得分的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系数为０．６９。结论所形成的ＱｏＬ—ＣＰＬＷＨＡ量表首次引入了敌意心理趋势维度。量
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结构效度及内容效度等，可应用于中国ＨＩＶ感染人群。

【关键词】艾滋病病毒；生命质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舾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ＩＤＳ ｉｎ

ＭＥ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ｏｎ

ａ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ｑｕａＩｉｔｙ ｏｆ Ｉｉｆｅ ｆｏ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ｉＶ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ＨＩＶ／

Ｙ矗一ｉＭ扎＋，Ｌｊ Ｎｉ咒ｇ—ｚｉ“，ＣＨＥＮ．，ｉ盘”一＾“口，ＳＯＮＧ

Ｙ台咒一ｃ＾ｏｏ，ＱｍＮ．ｉ觅一ｓ＾“．

“Ｄｅ声祝ｒ￡７咒Ｐ扎￡ｏ厂ＳｏｃｉｄＺ ＭＰｄｉｃｉ挖ｅ，ＳｃｈｏｏＺ ｏ厂Ｐ“６Ｚｉｃ Ｈ如ｆ￡＾，Ｓｉｆ＾“以咒Ｌｈｉｚ孵ｒｓｉ砂，（冼已咒ｇ矗“６１００４１，Ｃｈｉｎａ
Ｌ，』、托挖｛丁－ｚｉ甜，Ｅｍａｉｌ：ｌｌｎｉｎｇｘｉｕ＠１

ＣＤｒ九癸声Ｄｎｄｉ挖ｇ口“≠＾ｏｒ：

６３．ｃｏｍ；ＭＥＮＧ

１ｙ口一Ｊ“挖，Ｈ“日咒ｇ曲ｉ（力咒ｆＰｒ

向ｒ Ｄｉ聪祝ｓｅ Ｃｏ扎￡ｒｏ￡口托ｄ Ｐ，℃ｗ咒￡ｉｏ扎，Ｈ“ｎ札鼬矗ｉ ４３５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０ｂ．ｔｅｃｔｉｖｅ

１ｉｖ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ＨＩＶ／ＡＩＤ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Ｉ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ｉｖ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ＨＩＶ／ＡＩＤＳ．Ｓｏｍｅ ｉｔｅｍ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ＱＯＬ）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ｑｕｅｓｔｉ。ｎｎａｉｒｅ ｗａｓ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ａｌｉ ｄｉｔ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ｅｘｐｅｒｔｓ，ｆｒｏｎｔ－ｌｉｎｅ
ｔｏ

ｉｔｓ

ＨＩＶ／ＡＩＤＳ．Ｔｈｉｓ

ｑｕｅｓｔｉ。ｎｎａｉｒｅ ｗａ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 ４４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ｌｉＶ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 ｒａｔｅ，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ｒｉＸ，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ｗｅｒｅ ａｓｓｅｓｓ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ｉｔｅｍｓ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４４ ｉｔｅｍ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１０ ｓｃａｌ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３ ｉｔｅｍ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ｒ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ｓｉｄ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ｎｔｉ—ｖｉｒｕｓ ｄｒｕｇ．Ｎｏ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ｃｅｉｌｉｎｇ／ｆｌｏ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ｅｘｉｓｔｅｄ．Ａｌｌ ｓｃａｌ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ｖ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ｒｅＩｉａ ｂｉＩｉｔｖ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ｒｅ≥０．７０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ｗｈｏｌ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Ｏ．８０，ａｎｄ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Ｍｕｌｔｉｔｒａｉｔ／ｍｕｌｔｉｉｔｅｍ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ＳＤｅａｒｍａ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ｓｃ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ｃａｌｉｎｇ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ａｓ

ｗｅＵ

ａ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ｉｔｓ

ｒａｔｅｓ

６

ｓｃａｌｅｓ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ｔｗｏ ｗｅｅｋ
ｂｅｌｏｗ ０．７０

ａ１１ １００％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ｓｏ

ｒｅｔ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ｆｏｒ ａｌｌ ｉｔｅｍｓ．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ＳＦ一３６ ｗａｓ ０．６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ＱＯＬ．ＣＰＬＷＨＡ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ｖ ｔｒｅｎｄ

ｗａｓ ０．９０．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Ｉｔ ｗａｓ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ｈｏｓｔｉｌｉｔｙ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ｌｉｖ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ＨＩＶ／ＡＩＤ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ＩＶ；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１ｉｆｅ

目前我国ＨＩＶ感染正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

染人数的增加及其生存时间的延长，ＨＩＶ感染者生

扩散‘１Ｉ。而高效抗病毒等一系列有效的治疗方法的

命质量的评价显得尤为重要。国外对ＨＩＶ感染者

应用，使得感染者的生存时间大为延长’。２１。随着感

生命质量的评价已有近２０年的历史，除了应用一些
普适性量表外，也产生了一系列ＨＩＶ感染者专用量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３０５７１５９４）；湖北省黄石
市科委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０５Ａ１２６）
作者单位：６１００４１成都，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

表。３。。本研究拟在ＨＩＶ感染者的亲自参与下，编制

适合于测定我国ＨＩＶ感染者生命质量的专用量表。

教研室（孟亚军、李宁秀）；湖北省黄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陈建华、
宋焰超、钱足庶）

资料与方法

第一作者现工作单位：４３５０００湖北省黄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通讯作者：李宁秀，Ｅｍａｉｌ：ｌｉｎｉｎｇｘｉｕ＠１６３．ｃｏｍ

１．问题库的产生：问题库的内容主要来自于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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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一是参考现有量表，由于国内目前尚无

果专家和ＨＩＶ感染者认为对于生命质量的测定比较

ＨＩＶ感染者专用量表，主要检索国外相关量表‘３。６。；

重要的话，可以适当予以保留。对最后保留下来的条

二是定性访谈的内容，访谈对象包括有防治经验的

目进行因子分析以划分维度，从而形成最终量表。

社会医学专家、流行病学专家、基层疾病预防控制人
结

员和ＨＩＶ感染者。

果

２ｉ条目池及初始量表的形成：根据问题库的内

１．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２００５年７月到２００６

容，选择合适的表述方式及反应尺度，形成条目池。

年１０月问，在当地疾病预防控制部门的协助下，共

为便于回答，所有条目均选用同一答案用词。对条

对符合条件的４４３例ＨＩＶ感染者进行了调查。感

目池中一些内容重复、不易理解或测定的条目进行

染者年龄１８～６７岁，平均年龄３５．９岁，男性占

修改或删除，形成具有６４个条目的初始问卷。其中

６５．９％。调查对象共来自１２个民族，其中汉族占

有３个条目用于反映药物的疗效及副作用（正在服

９１．１％（表１）。

用抗病毒药物的感染者填写），不纳入下一步的条目

表１

４４３例ＨＩｖ感染者的主要特征

精简过程，直接进入最终量表。
３．初始量表条目精简方法：在四川、湖北、贵州
及江西等地，共调查了４４３例ＨＩＶ感染者。调查对
象为非住院患者，年满１８周岁以上，且能清晰自我
表达。凡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由感染者自填，其他

的由工作人员进行访谈填写。问卷填写前要获得感
染者的知情同意，并给予一定的费用。其中的３３４

例感染者还同时填写了普适性生命质量量表ＳＦ一３６
（Ｓｈｏｒｔ ｆｏｒｍ一３６ ｉｔｅｍｓ）。

对上述调查所得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以精简量
表。精简的原则：
（１）首先对问卷回答情况进行分析，对于拒答率

高的条目，如果认为该条目不易获得准确信息的话，
予以删除。如果有≥７０％的调查对象在某一条目上

选择最低或最高得分的话，此条目也去掉。
（２）对剩下的条目进行因子分析，在任一公共因
子上的因子负荷低于０．５的条目予以删除。
（３）根据上述因子分析所形成的公共因子，划分
相应的维度。条目在哪个公共因子的负荷较高，就
划人该维度。对各维度进行内部一致性分析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ｄ），ａ值低于０．６的维度可以删除。然

２．量表的形成：

后在每个多于２个条目的维度里进行删除条目后的

（１）精简过程：首先计算各条目的应答率。反映

ａ计算，如果删除某条目后，该维度的ａ

性欲和性生活的３个条目拒答率都超过了１０％，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值变大，则可以考虑删掉该条目。
（４）在上述步骤之后，对所剩的条目进行相关矩

访谈中也发现调查对象多回避此类问题，因此将这
３个条目删除。

阵分析，如果２个条目间的相关系数超过０．８，可以

对剩下的条目进行因子分析（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删除其中一个条目。同时根据步骤（３）的维度划分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ｖａｒｉｍａｘ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按特征根大于

结果，进行条目一维度问的相关分析，如果某一条目

１的标准，形成了１２个因子，由此将本问卷分成１２

与其他维度的相关系数大于与本维度的相关系数的

个维度。有１２个条目在任意一个维度上的负荷都

话，也可以删除该条目。

小于０．５０，删除这１２个条目。

４．最终量表的形成：经上述步骤精简的条目，如

对各个维度进行内部一致性（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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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３‘

析，维度１１的ａ值仅为０．４６，删除此维度的２个条

重测信度。计算各维度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以分析内部

目。维度７及维度８中各有一个条目删掉后ａ值增

一致性信度（表３）。按照全量表计算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加较多，因此删除这２个条目。维度４中有一个反

ａ为０．９０，重测信度系数为０．８０。

映社会是否应该承担感染责任的条目，删掉后ａ值

表３

各维度转化分情况及ＩＣＣ、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

有所增加，但根据专家的意见，认为此条目比较重

要，因止哚留。
对所有条目进行相关（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分

析，在反映疼痛的维度５中，有２个条目之间的相关
系数大于０．８０，通过专家对其重要性比较，删掉其中
‘

１个条目。
（２）最终量表的内容：纳入精简过程的６１个条
目，经过上述分析，共剩４１个条目。对这４１个条目
进行因子分析以划分维度，根据特征根大于１的原
则，共形成９个公因子，解释了总变异的６４．７８％。
另外一个反映对自己生活满意度的条目在各个维度

上的负荷都小于０．４０，将其单独列为一个维度，因此
共有１０个维度。分别为精神状况、对健康和责任的

担忧、家庭社会支持、敌意心理趋势、活力、食欲和疼

反映药物疗效及副作用的三个条目单独分析，
得分情况如表４。感染者在觉得药物有效方面得分
较高，这和我们对感染者进行访谈的结果类似。同
时也可以看出，在反映副作用及药物对正常生活的

影响方面，感染者得分较低。

痛、经济状况的担忧、医生支持度、疏远感、生活满意

表４

度。加上评价药物疗效和副作用方面的３个条目，

条

药物疗效及副作用维度各条目得分情况

堡坌

目

Ｍ

童±５

最终量表共有４４个条目。

各条目得分范围分别为１～５分，得分较高表示
相对好的生命质量。各维度得分为维度内条目得分
之和，然后可转化为０～１００分的尺度，以便于分析。

服用药物使自己很难过正常的生活
觉得药物有效

４２．９３±３１．７６

３７

５０

７３．３６±２４．１１

７５

００

服药的实际情况比想象的要难受些

５２．３５±２６．５８

５０．００

（３）量表的结构效度：对量表进行因子分析，特

３．量表的心理测量学特点：

征根大于１的９个维度共解释了总变异的６４．７４％。

（１）答案项的分布：本次调查过程中，所有条目

进行多特质／多条目相关分析，由成维率（ｓｃａｌｉｎｇ
ｒａｔｅ）来评价量表的结构，同时反映条目的聚

的答案项均有选到。所形成的１０个维度得分值及

ｓｕｃｃｅｓｓ

天花板、地板效应如表２。

合效度（与本维度的相关）和区分效度（与其他维度

黻—兰‰地粥觚警瑟产
表２

各维度原始得分情况及天花板、地板效应

ｚ！Ｓ

』Ⅵ

＼，ｕ，

、，ｕ／

的相关）（表５）。成维率的计算以精神状况维度为
例：本维度共有７个条目，比较每一个条目与本维度
及与其他９个维度的相关系数，如果与本维度的相

关系数比与其他维度相关系数超出２倍的标准误的
话，就算成维成功，共比较的次数为７×９＝６３次。
（４）量表的内容效度及效标效度：本量表内容来

自于国外ＨＩｖ感染者专用量表，以及对相关专家及
感染者的访谈内容，专家评议认定具有较好的内容
效度，可以反映ＨＩｖ感染者的生命质量。ｓＦ一３６量
表在中国普通人群及一些疾病人群中都曾得到应
（２）各维度的转化分及重测信度、内部一致性信

用，在国外也曾应用于ＨＩＶ感染人群。７。１…。以

度：将维度原始得分经转化为百分位制得分，公式

ＳＦ一３６作为效标的话，两量表所计算的总分（各维度

为：（实际原始分一可能最低得分）×１００／可能的得

按相同的权重）的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系数为０．６９。在两

分极差。在调查过程中抽取了４０名调查对象在２

量表中反映相近内容的维度，如疼痛、疲劳等，其

个星期后进行重测，用组内相关系数（ＩＣＣ）来表示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系数都在０．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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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容多为心理方面的内容有关，心理功能较

多特质／多条目相关分析及成维率

躯体功能更易变化，而且ＨＩＶ感染者对生

命质量的变化较为敏感。
～

本量表参考了现存的ＨＩＶ感染者专

精神状况
对健康和责任的担

６７～

８４

０ ０Ｏ ｌ

６４～

７

Ｏ ０ｌ １

家庭社会支持

８１～

９

Ｏ ０Ｏ ２

敌意心理趋势

５９～

８ ３●Ｏ

感染者进行了访谈，根据专家评议，量表具

活力

６８～

７６

～
０ ００ ６
０ Ｏ０ ２ ～
～

有较好的内容效度。量表经因子分析形成

７０～

７９

０

８０～

８５

Ｏ ０２ １

医生支持度
疏远感
生活满意度

９４～

９５

８９～

９０

Ｏ Ｏ１ ９ ～
Ｏ ＯＯ ２ ～
Ｏ ０７ ３

用量表，同时对相关专家、基层防治人员及

～

食欲和疼痛
经济状况的担忧

００

ＯＯ ２

～

～

～

的前９个维度共解释了总变异的６４．７４％，
加上一个反映对自己生活满意度的单条目
∞记拍”拍¨＂鸺懈， ∞他拍”硒郇＂幅螺０

∞∞∞∞∞

维度，共形成１０个维度。各维度内条目的
成维率均为１００％，较好的反映了所研究

讨

论

的结构。本量表与ＳＦ一３６的总得分（各维度按相同的

现代生命质量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到８０

权重）的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系数为０．６９。在两量表中反

年代以后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发展。我国生命质量研

映相近内容的维度，如疼痛、疲劳等，其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

究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才起步，尚缺乏适合中国人群文

关系数都在０．６以上。

化特点及国情的量表。１１Ｉ。本研究在量表条目设置

本次研究所形成的量表ＱＯＬ—ＣＰＬｗＨＡ具有

过程中，除了参考相关量表、文献以及专家的意见

较强的特异性，可以准确掌握我国ＨＩＶ感染者生命

外，还注重表达在与ＨＩｖ感染者访谈过程中所获得

质量中特别的内容，能单独应用于感染者，也可与其

的信息，比如对今后生活和治疗费用的担忧，对未能

他普适量表联合使用，如ＳＦ一３６，从而有利于将感染

尽到家庭责任的愧疚（如老年人的赡养和子女的抚

者的生命质量与普通人群对比。我国目前有数十万

养）等。肌体疼痛、睡眠和食欲对生命质量影响较大

ＨＩＶ感染者，分布在全国各地，具有不同的经济文

的内容，在条目中都有反映。我们还在条目池中加

化社会背景，ＱＯＬ—ＣＰＬｗＨＡ量表将在推广中进一

入了国外同行比较重视的反映性欲和性生活的条

步验证，并可进一步调整、修改，使其更加完善。

目。对于正在服用抗病毒药物的感染者，单独设计
了３个条目来反映药物的疗效及副作用。
敌意心理趋势，是用来反映感染者可能产生的对
外界敌视心理的趋势或先兆，这也是目前全社会比较

参

人的生命质量。我们经过研究讨论，在条目池中设计

文

献

Ｃ｝１ｉｍ Ｊｏｉｎｔ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ＨＩｖ／ＡＩＩ）Ｓ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０ｒｇ；ｎ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５ ｕｐｄａ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ｖ／ＡＩＩ）Ｓ ＥｐｉｄｅｎⅡｃ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ｎｓｅ ｉｎ Ｃ｝１ｉｍ ２００６．
［２］ＰａｌｅⅡａ ＦＪ，Ｄｄａｎｅｙ ＫＭ，Ｍ。。ｍｌａｎ Ａｃ，ｅｔ ａ１．Ｄｅｃｌｉｒｄｎｇ 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 ａｌ】ｄ
｛ｌ【

Ｍｉｎｉｓｔｒｖ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ａｒＩｍｅ

０ｎ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Ｎ Ｅ职ｌ

关注的一个问题。如果感染者对外界存在强烈的敌
意，将不利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开展，同时也将影响本

考

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ｄｖａｌｌｃｅｄ ｈｕｍａｎ ｉｒｎｒｎ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ｒｌｃｙ

Ｍｅｄ，１９９８，３３８：８５３｜８６０．
Ｂａｄｉａ Ｘ，Ｐｏｄｚａｍｃｚｅｒ Ｄ，Ｇａｒｃｉａ Ｍ，ｅｔ ａ１．

ｖｉｒｕ８

ｉ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ｍｅａｓｕ ｒ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ｏ
ｉｎ

ＨＩＶ—ｉｎｆｅｃｔｃｄ Ｄ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ＩＤＳ，１９９９，１３：１７２７—１７３５

１４］Ｌｅｐｌｅｇｅ Ａ，Ｒｕｄｅ Ｎ，Ｅｃｏｓｓｅ Ｅ，ｅｔ ａｌ

了一部分条目来反映感染者可能存在的敌意心理趋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

Ｍｅａｓｕ“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１ｉｆｅ ｆｒｏｍ
ｏｆ ＨＩＶ—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ｔｈｅ ＨＩＶ—ＱＬ３１ Ｑｕａｌ

Ｌｉｆｅ Ｒｅｓ，１９９７．６：５８５—５９４．

势，以期发现需要进行心理干预的重点人群。
最后形成的ＱＯＬ—ＣＰＬｗＨＡ共有４４个条目，
其中４１个条目涵盖了１０个维度，包括精神状况、对

５｝Ｈｏｌｍｅｓ ｗｃ，ｓｈｃａ ｌＡ．Ａ ｎｅｗ ＨＩｖ／ＡＩＤＳ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ＨＡＴ—Ｑｏ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ａｒｅ．１９９８，３６：１３８ １５４．

［６］

健康和责任的担忧、家庭社会支持、敌意心理趋势、
活力、食欲和疼痛、经济状况的担忧、医生支持度、疏
远感、生活满意度。另外３个条目仅用于接受抗病
毒治疗者，用来评价药物疗效和副作用。

０ｕｔｃｏｍｅ Ｓｔｕｄｖ（ＡＴＨＯＳ）

为０．８０。有２个维度的重测信度系数低于０．６，４个
维度的在０．６～０．７之间，可能与本量表所测定的内

Ｑｕａｌ Ｌｉｆｅ Ｒｅｓ，１９９７，６：４９４—５０６．

Ｌｉｆｅ Ｒｅｓ．２００５，１４：１４１—１５０．
１０

量表总分（各维度按相同的权重）２周重测信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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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何朝阳，和丽梅，李梅华．应用ｓＲ３６量表测定中国云南和泰国南
部肺结核患者效果分析．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５，２６：１８７—１８９．
［８］刘朝杰，李宁秀，任晓晖，等３６条目简明量表在中国人群巾
的适用性研究华西医大学报，２００１，３２：３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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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均大于
０．７０，全量表的为０．９０，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全

Ｌｕｂｅｃｋ ＤＰ，Ｆｒｉｅｓ Ｊ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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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武阳丰，谢高强，李莹，等．围人生活质量普适量表的编制与评
价．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５，２６：７５１ ７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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