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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流行病学·
４１１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生活质量状况调查
王深皓

罗金燕

董蕾

【摘要】

吴谦

龚均

邹百仓

目的探讨肠易激综合征（ＩＢｓ）患者的生活质量状况。方法

在西安市２所综合医院

选取连续的４１１例ＩＢＳ患者，其ＳＦ一３６量表中８个维度的得分以及生理功能总分和心理功能总分与
４３０名健康对照者的得分相比较。结果ＩＢＳ患者在ＳＦ一３６量表所有８项维度的得分比健康对照者显
著降低（Ｐ＜Ｏ．００１），得分最低的维度是总体健康和情感职能，分别为３３．５±１６．９、４０．８±２５．１。ＩＢＳ
患者生理功能总分和心理功能总分也显著降低（Ｐ＜０．００１）。结论ＩＢＳ患者生活质量明显受损。分
析结果有助于更好了解ＩＢＳ对患者功能和健康的影响。

【关键词】肠易激综合征；生活质量；ｓＦ一３６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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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易激综合征（ＩＢＳ）是一种常见的功能性胃肠

尽管ＩＢＳ不危及生命，但是ＩＢＳ患者的ＨＲＱＯＬ受

病，临床表现为腹痛和排便习惯改变，目前在全球发

到极大影响。西方国家有多项研究证实ＩＢＳ患者比

病率非常高，是消化科门诊中很常见的疾患¨。］。对

正常人和一些慢性病患者的ＨＲＱＯＬ明显降

社会和医疗保健是很大负担。以往的临床研究就认

低限６｜。目前国内的研究较少。

识到在评价慢性病影响时，患者对自身健康状态的

对象与方法

认知非常重要，这种认知逐渐发展为对生活质量
（ＨＲＱＯＬ）的认识。这有助于医疗政策执行者认清

本研究将西安市２所综合医院ＩＢＳ患者的

慢性病的影响，并合理分配医疗资源¨ｏ。简短３６项

ＨＲＱＯＬ与健康对照者相比较，来评价ＩＢＳ患者的

健康问卷（３６一Ｉｔｅｍ

ＨＲＱＯＬ。

Ｓｈｏｒｔ—Ｆｏｒｍ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ｕｒｖｅｙ，ＳＦ一３６

量表）可以比较不同慢性病患者之间的ＨＲＱｏＬ。

１．入组对象：ＩＢＳ患者为西安交通大学第二医
院和陕西省人民医院消化科门诊就诊的１８岁以上

基金项目：卫生部临床学科重点资助项目（２００４—５６）；陕西省卫
生厅青年基金资助项目（０２ｃ０３）
作者单位：７１０００４西安交通大学第二医院消化科（王深皓、董

患者。诊断和分型标准采用罗马Ⅲ标准ｎ］。所有的
患者均已行血常规、便常规、肝功、空腹血糖、肠镜等

蕾、罗金燕、龚均、邹百仓）；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流行

检查以除外器质性疾病。２００６年７月至２００７年４

病学教研室（吴谦）

月对连续的４６５例患者进行问卷，其中除外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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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低不能理解量表及不配合的患者，最终入组

４３．１±２０．２；其他４项得分为生理功能７９．１±１６．１、

４１１例（８８．４％）接受调查。同时详细问诊以了解是

身体疼痛４９．５±２０．３、生理职能４７．９±２８．２、社会功

否合并其他的功能性胃肠病，如功能性消化不良

能５９．７±２７．０，ＰＳＳ和ＭＳＳ也明显降低（Ｐ＜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ｙｓｐｅｐｓｉａ，ＦＤ）。ＩＢＳ患者中有５０例合

０．００１）。见图１。

并ＦＤ。健康对照者选自同时期内在门诊体检的１８
岁以上连续人员，所有的健康者均已行多项检查以
除外器质性疾病，并要求没有慢性疾病史和胃肠道

症状（如腹痛、腹泻、便秘等）。共有４７３例符合要

∞

鲫

求，其中４３０例接受问卷（９０．９％）。ＩＢＳ患者组与

健康对照组的人口学和病史特征见表１。两组之间
人口学特征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

４１１例ＩＢＳ患者与对照组的人口学和病史特征

∞

∞

ｏ制巴遥隶赵好球谍删∞ｃ－ｄＳ 加
Ｏ

注：ＳＦ一３６量表各维度最高分是１００；。Ｐ＜０．００１，与对照组比较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２．调查方法及量表：本研究选择ＳＦ＿３６量表是因

为能反映健康的多个方面，且可信性高；该量表已被

ＰＦ：生理功能；ＲＰ：生理职能；ＢＰ：躯体疼痛；ＧＨ：总体健康；ＥｗＢ
心理健康；ＲＥ：情感职能；ＥＦ：活力；ｓＦ：社会功能

图１ⅢＳ患者组（，ｚ＝４１１）与对照组（咒＝４３０）的ＨＲＱ。Ｌ比较

翻译成４０多种文字（包括汉语），在多个国家均已证

本研究采用最新的罗马Ⅲ标准分型，分为便秘

实适用于不同文化环境。该量表问题较少，调查容

型ＩＢＳ（ＩＢＳ—Ｃ）、腹泻型ＩＢＳ（ＩＢＳ．Ｄ）、混合型ＩＢＳ

易进行”１，成为一种主要的生活质量问卷。

ＳＦ一３６量表是自填式量表，包涵８个维度来评

（ＩＢＳ—Ｍ）和未分型ＩＢＳ（ＩＢＳ，Ｕ）。４１１例ＩＢＳ患者构
成比为ＩＢＳ—Ｃ

２５．３％、ＩＢＳ—Ｄ

５０．１％、

ＩＢＳ．Ｍ

价个人躯体、精神和社会功能状态的受影响程度，包

１１．２％、ＩＢＳ—Ｕ １３．４％，以ＩＢＳ．Ｄ最多见。在ＩＢＳ—Ｕ

括生理功能、生理职能、身体疼痛、总体健康、活力、

中男性多于女性，女性仅占２１．８％，ＩＢＳ—Ｍ中男女各

社会功能、情感职能、心理健康。ＳＦ一３６量表的每个

占５０．０％，ＩＢＳ—Ｃ和ＩＢＳ—Ｄ中女性多见，分别占６６．３％

维度分值为０～１００。分值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好。

和５５．８％。

生理功能、生理职能、身体疼痛主要测量生理方面，
而社会功能、情感职能、心理健康主要测量心理方

讨

论

面，总体健康、活力与两者均有关。８个维度可以总

ＩＢＳ是消化道功能性疾患，随着社会发展，工作

结成生理功能总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ｓｃｏｒｅ，ＰＳＳ）和

生活节奏加快，该病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发达国家中

心理功能总分（ｍｅｎｔａｌ

其患病率为５％～２４％［１’２］。国内潘国宗等∽１报道北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ｓｃｏｒｅ，ＭＳＳ）’４１。

３．统计学分析：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包。ＩＢＳ患者

京市发病率为０．８２％（罗马工标准），尉秀清等旧１报

ＳＦ一３６各个维度的得分、生理功能总分和心理功能总

道广州市为５．６％（罗马Ⅱ标准）。以上结果表明在

分与健康对照组比较采用￡检验。ＩＢＳ患者与健康

国内外ＩＢＳ都是十分常见。临床流行病学提示消化

对照组之间年龄的比较采用ｆ检验，性别构成比的

专科门诊中３４．３％的患者是ＩＢＳ。这表明ＩＢＳ对社

比较用Ｙ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会和医疗保健的负担也很大伸－。

结

果

尽管ＩＢＳ不危及生命，但是对患者的躯体症状、
精神和社会功能有极大影响。Ｓｉｌｋｕ引调查１５９７例

西安市４１１例ＩＢＳ患者ＳＦ一３６量表８个维度得

ＩＢＳ患者，发现在已婚患者中有１９％其配偶认为患

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０１）。其中总体健康

者存在家庭关系障碍，有４５％性生活受影响。ＩＢＳ

和情感职能得分最低，分别为３３．５±１６．９、４０．８±

患者中１２％因该病而放弃工作。在职工作人员中

２５．１；心理健康和活力也很低，分别为４２．２±１９．３、

４７％认为工作受影响，６１％因该病而缺勤，５３％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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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因多次排便而遭遇尴尬，另有３２％认为ＩＢｓ影

响的严重程度，促进ＩＢＳ的研究，改善ＩＢＳ患者的生

响其升迁。故该研究认为ＩＢＳ症状对社会关系和工

活质量。

作影响巨大。

国外研究表明，ＩＢＳ的ｓＦ一３６量表计分与美国普
通人群和欧洲健康对照人群相比显著降低－ｓ’１１１。
ｗｅｌｌｓ等。１ ２。报道１２６例ＩＢＳ患者与高血压、急性心
肌梗死、糖尿病和抑郁症相比，其ＨＲＱＯＬ明显差。
Ｇｒａｌｎｅｋ等¨ｊ研究发现ＩＢｓ与美国一般人群相比

ＨＲＱＯＬ显著变差，与胃食管反流患者相比，ＩＢＳ患
者在除生理功能外的所有ＳＦ一３６量表各项计分显著
降低，ＩＢＳ与糖尿病和终末期肾病患者相比在有些
ＳＦ一３６量表项目中显著变差。该研究认为ＩＢＳ患者
的ＨＲＱｏＬ明显受损。
目前国内关于ＩＢＳ患者ＨＲＱｏＬ的资料很少。
姒健敏等ｕ引调查杭州市ＩＢＳ患者认为，与当地普通
人相比ＳＦ．３６量表各维度明显降低。本研究的结果

与上述类似，认为西安市综合医院ＩＢＳ患者
ＨＲＱＯＬ比健康人明显变差。ＩＢＳ患者有长期腹
痛、腹泻或便秘、排便习惯改变等症状，对日常生活
有显著影响ｕ ０Ｉ。大量研究表明ＩＢＳ患者中不良心

理倾向（如焦虑、抑郁、疑病等）发生率显著增加。１

４＝，

并认为在症状发展和求医问诊行为中有重要作用。
国外目前有人提出心理治疗，如行为疗法、认知疗法
等，尤其是精神药物。认为加用精神药物能明显缓

解症状。国内付朝伟等”ｏ采用Ｈａｍｉｌｔｏｎ焦虑量表
和Ｈａｍｉｌｔｏｎ抑郁量表对３０３例ＩＢＳ进行心理和情

绪状态评定，发现ＩＢＳ患者普遍存在焦虑抑郁等心
理情绪障碍。本研究中ＩＢＳ患者与健康人相比，主
要测量心理方面的社会功能、情感职能、心理健康等
３项维度的得分和ＭｓＳ均显著降低，提示ＩＢＳ患者

心理健康明显变差。但仍不清楚ＩＢＳ患者求诊是否
主要因为心理异常。
２００６年制定的罗马Ⅲ标准对其中ＩＢＳ的诊断
标准有所修改，主要按粪便性状分４型。本研究报
道了新标准下ＩＢＳ各型的构成比，表明以ＩＢＳ—Ｄ最

多见，ＩＢｓ—Ｍ和ＩＢＳ—Ｕ较少见。总体而言女性多见，
但在未分型ＩＢＳ中男性多见。多项研究表明ＩＢＳ多
合并其他功能性胃肠病，本研究结果类似，部分患者
合并功能性消化不良。
本研究有助于理解ＩＢＳ症状对患者生活质量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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