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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流行病学·
ＤＴＳＱｓ量表在２型糖尿病患者中应用的
信度、效度和反应度初步评价
刘兆兰

付朝伟

【摘要】

陈维清

王伟炳

徐飚

目的初步评价糖尿病治疗满意度问卷当前版（ＤＴＳＱｓ）鼍表在中国２型糖尿病患者中

应用的信度、效度和反应度。方法以上海市３家医院和广州市４家医院ｆ】诊２型糖尿病病例为研
究对象，采用中文版ＤＴＳＱｓ问卷调查结合实验室检测的方法收集资料，应用信度分析、因子分析结合
结构方程模型、多元协方差分析分别评价ＤＴＳＱｓ的信度、效度和反应度。结果

满意度维度分半信

度系数为０．８０７，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ａ系数为０．７１７；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酿示，３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窄为
６７．６５６％；拟合度检验结果硅示，相对Ｔ２＝４．９５，ＤＫ＝０．１８；不同性别、不同血糖控制水平组患者
ＤＴＳＱｓ量表３个维度得分向量不同。研究数据支持ＤＴＳＯｓ量表的理论假设，中文版ＤＴＳＱｓ量表具
有较高的信度和结构效度。结论初步认为ＤＴＳＱｓ量表中文版叮以在中国２型糖尿病患者中应用。
【关键词】２型糖尿病；量表；信度；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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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糖尿病治疗满意度的有效工具，被翻译成法语、
德语等多种语言版本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应用ｎ一’７ Ｊ。

ＤＴＳＱｓ）由Ｃｌａｒｅ Ｂｒａｄｌｅｙ于１９９４年正式推出，既可

目前还没有研究报道该问卷在我国患者中的应用情

用于评价改变治疗方式后糖尿病患者治疗满意度变

况，本研究通过对ＤＴＳＱｓ量表在我国２型糖尿病

化情况，也广泛应用于评价各种类型糖尿病患者、不

（Ｔ２ＤＭ）患者中的应用，对其信度、效度和反应度进

同治疗方式患者的治疗满意度、评价糖尿病健康教

行评价，旨在为ＤＴＳＱｓ量表在国内患者中的合理应

育效果，进而被作为评价糖尿病治疗结果的一种工

用提供科学依据。

具，被ＷＨＯ和国际糖尿病协会（ＩＤＦ）认定为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３２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研
室（刘兆兰、付朝伟、王伟炳、徐飕）；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
教研室（陈维清）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为２００７年３—７月在上海市３家
医院（东方医院、第一人民医院、瑞金医院）和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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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家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省人民医

构，评价该结构是否与理论构想一致，再在另一个样

院、第一人民医院、南方医院）内分泌科门诊就诊的

本中用验证性因子分析（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ｏｒｙ

Ｔ２ＤＭ患者。病例纳入标准：①符合ｗＨＯ １９９９年

ＣＦＡ）检验模型与数据的拟合情况，这个程序称为交

制定的Ｔ２ＤＭ诊断标准；②接受Ｔ２ＤＭ药物治疗至

叉证实旧］。本研究以地区为依据将数据分为两个样

少１年；③能够完成调查问卷；④当地１８周岁及以

本，进行量表的交叉验证分析。以广州市患者人群数

上居民（在该市至少生活２年）。

据作为训练样本，采用ＥＦＡ提出结构假设，确定调查

２．糖尿病治疗满意度问卷：

表维度，并与理论结构比较；再以上海市患者人群数

（１）量表翻译：ＤＴＳＱｓ量表由本课题组２名资

据作为测试样本，用ＣＦＡ评价数据与量表结构的拟

深教师和５名研究生在参阅相关文献后单独翻译，

合效果。②区分效度：应用多元协方差分析对不同组

对问卷中理解和语言表达不同的条目经讨论后修

患者之间满意度问卷得分向量进行比较。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改，形成中文ＤＴＳＱｓ量表初稿，在咨询了内分泌学、

（２）信度评价：①维度内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ａ系数：

流行病学和心理学专业人员后，讨论定稿。患者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ａ＞０．７０，则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好，可靠

ｍｉｎ能够完成本问卷填写，且能理解问卷条目

性较高。②分半信度：采用奇偶分半的方法，将量表

内容。中文ＤＴＳＱｓ量表条目和测量内容与原版

中满意度维度的条目分为两部分，根据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ＤＴＳＱｓ量表一致。

Ｂｒｏｗｎ公式Ｒ ７＝２Ｒ／（１＋Ｒ）计算分半信度值。③

３—５

（２）量表内容：ＤＴＳＱｓ为自填量表，共８个条

各条目与相应维度总分间一致性：计算各条目得分

目，包括治疗满意度（问题１和４～８共６个条目测

与相应维度总分以及各条目间的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系

量患者对当前治疗的满意程度、方便程度、灵活性，

数，Ｐ＜０．０５表示一致性较好。

对本人掌握糖尿病知识的满意程度，是否愿意推荐

（３）“天花板效应”（ｃｅｉｌ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和“地板效应”

ｅｆｆｅｃｔ）：啷ｓ的“天花板效应”指患者在满意

当前治疗方式给其他患者，对继续目前治疗的满意

（ｆｌｏｏｒ

度）、自我感觉高血糖（问题２）和自我感觉低血糖

度维度问题得分为最高（６）的比例较高，满意度维度

（问题３）三个维度。问题１和４～８得分从０（非常

总分得分≥３０的比例较高，使得患者该维度得分呈

不满意）到６（非常满意），共７个分值，６个条目得分

现偏态分布；ＤＴＳＱｓ的“地板效应”指患者在自我感觉

相加（最低得分０分，最高得分３６分）综合反映患者

高血糖、低血糖条目得分最低（Ｏ）的比例较高，使得患

的治疗满意度情况。问题２、３得分从０（从不）到６

者该条目得分呈现偏态分布。应用百分比描述问卷

（大多数时间），共７个分值，得分越高则患者自我感

不同维度得分的“天花板效应”和“地板效应”。

觉处于高血糖或低血糖的时间越多。

结

３．资料收集方法：在上述７家医院连续募集研

果

究对象。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采用问卷调查的

１．对象基本情况：本研究共收集问卷７５４份（上

方式收集患者的一般人口学信息；并要求患者自行

海、广州市各３７７份），其中因患者病程缺失（２份）、

填写糖尿病治疗满意度问卷，对文化程度较低或视

患者病程不足１年（３份）而剔除５份，得到有效问

力有限不能自行阅读的对象，由调查员朗读问题后

卷７４９份（上海、广州市分别为３７３和３７６份），问卷

请患者给出评分。所有调查均在研究对象知情认可

有效率为９９．３％。其中，男性患者３２０例（４２．７％），

后进行。

女性４２９例（５７．３％）。患者年龄２７～８８岁，平均

４．血糖控制目标标准：按照文献［８］提出的血糖

（６３．０５±１０．２１）岁。病程中位数为７．７０年（Ｐ２５～

控制目标标准，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Ａｌｃ）＜６．５％为控制

Ｐ７５：３．７０—１２．１９年）。两城市患者性别构成、平均

理想，６．５％～７．５％为控制良好，＞７．５％为控制差。

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上海市患者平均病程长于

５．统计学分析：应用Ｅｐｉ

Ｄａｔａ

３．１软件双遍录

入数据并校对，使用ＳＰＳＳ １１．０，Ｌｉｓｒｅｌ ８．７５ｔ件进行
统计分析。缺失值处理采用列删法。

广州市患者（Ｚ＝４．３４，Ｐ＝０．０００）。
２．信度评价：满意度维度６个问题的Ｃｒｏｎｂａｅｈ
ａ系数为０．７１７，剔除其中一个条目后，该系数变化

（１）效度评价：①结构效度：对结构效度科学的评

不大；分半信度系数为０．８０７；各条目得分与满意度

价程序是先在一个样本中用探索性因子分析

维度得分间以及各条目间相关系数检验Ｐ值均＜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ＦＡ）找出变量的因素结

０．０５（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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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满意度维度各条日与满意度总分以及各条目间的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系数（行＝７４３）

３．结构效度：

于女性患者；在男性和女性患者组，ＨｂＡｌｃ≤７．５％

（１）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出结构假设：结构假设在

的患者满意度得分均高于ＨｂＡｌｃ＞７．５％的患者，感

广州市样本中进行。首先检验探索性因子分析适合

觉的高血糖和低血糖得分均低于ＨｂＡｌｃ＞７．５％的

度，样本含量为变量个数的４０倍，抽样适度测定值

患者；其中以男性、ＨｂＡｌｃ≤７．５％患者组满意度得

ＫＭＯ为０．７１３，巴特利特球型检验有统计学意义

分最高，感觉的高血糖和低血糖得分最低。方差分

（Ｙ２＝９０１．０４５，Ｐ＝０．０００），反镜像相关矩阵对角线

析结果见表４。

上的数值为０．６２１～０．８６９，以上表明样本含量足够

表２

验证性因子分析所得因子负荷参数估计值（咒＝３６７）

且变量间具有较高相关程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主成分法因子分析按特征值＞１提取出３个初
始因子，入值分别为３．０５８、１．２８８和１．０６６，累计方差
贡献率为６７．６５６％，其中第１因子为３８．２２９％。满
意度维度问题均在第１因子上有较大负荷，因子载
荷为０．５２０～０．８３３；高血糖条目在第２因子上有最
大负荷，因子载荷为０．５２６；低血糖条目在第３因子
上有最大负荷，因子载荷为０．７２６。从共同度来看，３
个公因子能够解释每个变量的比例为０．４５１～

表３

不同性别、不同血糖控制水平组患者满意度
问卷二个维度得分描述（，ｚ＝７３３）

０．８６５。强制保留２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５４．３２９％，共同度在低血糖发生条目为０．０８９，其余
条目为０．２７２～０．８２３，２个公因子解释每个变量的
比例均低于３因子模型。
（２）对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出的结构进行验证：拟
合度检验在上海市样本中进行。应用结构方程模型
理论，据变量与公因子的所属关系，建立结构方程模
型，主要是测量模型¨引。本研究采用最大似然法进
行参数估计，公因子采用固定方差法，计算所得因子
负荷的参数估计值见表２。其中第７条目因子负荷
系数为０．３２，略小于０．４０。拟合指标：相对ｘ２（ｘ２／
ｕ）＝４．９５，基于离中参数ＮＣＰ的ＤＫ＝（Ｙ２一ｕ）／
（Ｎ一１）＝０．１８，近似误差均方根ＲＭＳＥＡ＝０．１０，拟
合优度指数ＧＦＩ＝０．９５，相对拟合指数ＣＦＩ＝０．８８。
４．区分效度：多元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性
别（Ｆ＝３．９６５，Ｐ＝０．００８）、不同血糖控制水平（Ｆ＝

５．“天花板效应”和“地板效应”：满意度得分≥

１４．９２４，Ｐ＝０．０００）组患者治疗满意度问卷３个维

３０分的占１６．３％，自我感觉高血糖条目得分为０的

度得分向量不同。由表３可见，男性患者的满意度

占１５．３％，自我感觉低血糖条目得分为０的占

得分高于女性患者，感觉的高血糖和低血糖得分低

５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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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讨

多元协方差分析（ｉｔ／＝７３３）

论

０．４０，提示该条目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由于该量表
经过翻译，可能语言文字表达尚有患者不易理解的

量表信度和效度评价要求样本含量至少是变量

部分，导致该条目与其他５个条目测量有偏差，因此

的１０－－２０倍，本研究同时考虑到其他多元统计方

在量表以后的应用中，对于该条目的语言表达还需

法，通常情况下要求样本含量是变量数的５～１０倍，

要再推敲。对模型拟合效果采用绝对拟合指数和相

甚至１０－－２０倍，本研究７４９个被调查者符合样本含

对拟合指数进行评价。绝对拟合指数：相对ｘ２＜５，

量的要求…】。本研究对象取自２个城市７家医院，

ＤＫ＝０．１８，一般来说，ＤＫ越小，模型拟合越好；

能够代表城市的Ｔ２ＭＤ患者。

ＲＭＳＥＡ＝０．１０，Ｓｔｅｉｇｅｒ¨４ ｏ认为ＲＭＳＥＡ＜０．１是好的

根据理论构想，ＤＴＳＱｓ量表主要反映患者３个

拟合，以上绝对拟合指数均表明模型与样本数据拟

维度的信息：治疗满意度、自我感觉高血糖和自我感

合良好。相对拟合指数：ＧＦｌ＞０．９０；ＣＦＩ略小于

觉低血糖。治疗满意度维度６个条目的分半信度系

０．９０，但由于该指标没有惩罚复杂模型，一般估计偏

数＞０。８０、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ａ系数＞０．７０、各条目间相关系

低。由于绝对拟合指标多用于模型拟合评价，相对

数以及各条目与满意度总分相关系数检验Ｐ＜

拟合指标在模型比较中更常用，因此，本研究在参考

０．０５，以上结果均表明该维度６个条目间一致性较

相对拟合指标的基础上，根据绝对拟合指标可以认

好。国外有研究结果显示，ＤＴＳＱｓ满意度维度

为该量表的理论模型与样本数据拟合良好，验证了

ａ系数＞０．８０，本研究与理论构想和国外

ＥＦＡ提取的结构有效。ＥＦＡ与ＣＦＡ的结果均验证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研究结果一致¨ｊ Ｊ，提示ＤＴＳＱｓ量表的信度较高。

了该量表的结构与理论构想一致，提示该量表具有

结构效度的评价应该从两个方面进行。首先是

很好的结构效度。本研究中应用结构方程理论对该

提出结构假设，对量表的结构构想进行评价；但由于

量表的结构效度进行验证，弥补了单纯应用探索性

ＥＦＡ仅反映了数据的信息，无法证实结构的合理

因子分析验证结构效度的不足。

性，因此还需要在ＥＦＡ结果基础上应用结构方程模

好的量表应有较高的反应性，即能够区分出不

型对结构假设进行验证。本研究中，ＥＦＡ提取出３

同组的区别。多元协方差分析表明，男性和女性患

个公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６５％，３个公因子可以

者，血糖控制理想／良好患者与血糖控制差患者治疗

解释所有条目４５．１％～８６．５％的信息，均大于

满意度总体情况不同；性别、血糖控制与治疗满意度

３０％；因子１在糖尿病治疗满意度维度每个条目上

和自我感觉高血糖条目得分有关，与自我感觉低血

的载荷均大于０．４０，因子２在自我感觉高血糖条目、

糖条目得分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病程与低血糖的

因子３在自我感觉低血糖条目上的载荷也均大于

发生有关。其他研究也发现ＨｂＡｌｃ、性别与治疗满

０．４０，可以认为因子提取结果比较理想。本研究提

意度相关ｕ ５Ｉ，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因此，可以认为

出的因子结构及每个因子条目组成及理论构想与国

该量表具有一定的区分度。需要说明的是，病程和

外研究一致¨·１引。虽然国外有研究提取两个公因

自我感觉低血糖条目得分相关与国内糖尿病患者的

子”’１ ３ｌ，可以反映ＤＴＳＱｓ量表的大部分信息，但本

阶梯式治疗模式有关，即患者首先采取饮食、运动治

研究发现，从共同度来看信息丢失比较严重，尤其是

疗，如果控制不佳则转为口服药，单药初始剂量控制

第３个条目，共同度仅为０．０８９，即几乎不能反映出

不达标，在逐步加至最大剂量后血糖控制仍然不良，

低血糖条目的信息。因此，根据ＥＦＡ结果，采用

开始采用联合口服药，在此基础上如果仍不达标才

ＣＦＡ对三因子模型与样本数据拟合度进行评价。

考虑加用胰岛素，在这种传统治疗模式下，患者启用

模型参数中，第７条目因子负荷为０．３２，略小于

胰岛素治疗比较晚，因而应用胰岛素治疗的患者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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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相对较长，又由于胰岛素的应用与低血糖的发生
密切相关，因而导致病程与低血糖的发生相关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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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９（２）：２０７—２１８．
［４】Ｐｅｔｔｅｒｇｍ Ｔ，Ｌｅｅ Ｐ。Ｈｏｌｌｉｓ Ｓ。ｅｔ ａ１．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６。。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本研究也同其他研究一样发现ＤＴＳＱｓ量表具
有明显的“天花板效应”和“地板效应州１２Ｊ７’１ ８Ｉ，尤其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Ｃａｌ＂ｅ，１９９８，２１

ｏｌｄ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ｉｎ

（６）：９３０．９３５．
【５］Ｗｅａｔａｗａｙ ＭＳ，Ｓｅａｇｅｒ ＪＲ．Ｔｈｅ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是低血糖条目。Ｂｒａｄｌｅｙｕ州指出，如果仅用于评价患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ａ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者的治疗满意度，“天花板效应”并不影响量表的信

Ｃａｒｅ。２００４，２７（２）：６１８．

度和效度，而是患者实际情况的反映，若用于评价改
变治疗方式前后患者的治疗满意度或健康教育效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６］Ｒｉａｚｉ Ａ，Ｂｒａｄｌｅｙ Ｃ，Ｂａｒｅｎｄｓａ Ｓ，ｅｔ ａ１．Ｄｅｖｅｌｏｌｃｌｍｅｒ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ｌｌ．
ｂｅｉｎｇ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ｈｏｒｔ—ｆｏｒｍ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ｔｈｅ

Ｗ—ＢＱｌ２．Ｈｅａｌｔｈ

Ｑｕａｌ Ｌｉｆ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２００６．４：４０．

果，则需要应用ＤＴＳＱ修正版（ＤＴＳＱｅ），后者可以

［７］Ｊｏｈｅｎｓａｏｎ ＵＢ。Ａｄａｎｍｓｏｎ ＵＣ。Ｌｉｎｓ ＰＥ，ｅｔ ａ１．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ｂｌｏｏｄ

反映出满意度在前次测量基础上的变化情况。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ＤＴＳＱｃ条目内容和结构与ＤＴＳＱｓ一致，但在得分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ＤＤＭ

设置上不同，ＤＴＳＱｃ条目得分最低一３，最高＋３；每

Ｓｗｅｄｉｓｈ

一条目得分描述略有改变，以条目１为例，得分一３，
描述为现在更不满意，得分＋３描述为现在更满意；
满意度维度得分最低一１８，最高１８，国外已有文章
对该问卷修正版进行评价，但目前在国内尚未有该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ＨｂＡＩｃ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

ｉｎｓｕｍａ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Ｌｉｓｐｒｏ

ｌｎｆｕｓａｔ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ｌｉｓｐｒｏ

ｕｓｉｎｇ

ｌｅｓｓ

ｉｎ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ＣＳＩＩ．Ｔｈｅ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Ｓｔｕｄｙ．Ｄｉａｂｅ Ｍｅｔａｂ，２０００，２６

（３）：１９２．１９６．

［８］Ｔ１１ｅ Ａｓｉａｎ．Ｐａｃｉｆｉｃ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Ｇｒｏｕｐ．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３ｔｈ ｅｄ．２００２．

［９］胡中锋。莫雷．论因素分析方法的整合．心理科学，２００２，２５
（４）：４４７．４７５．

［１０］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结构方程模型及其应用．北京：教育

问卷中文修正版评价的相关文章发表¨引。
根据本研究结果，ＤＴＳＱｓ量表可以应用于评价
Ｔ２ＤＭ患者的治疗满意度和治疗结果。考虑到目前
我国糖尿病患者分布在全国各地，患者具有不同的

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１］陈峰．医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０：
８２．

［１２］Ｂｒａｄｌｅｙ Ｃ，Ｐｌｏｗｒｉｇｈｔ Ｒ，Ｓｔｅｗａｒｔ Ｊ，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经济文化社会背景，ＤＴＳＱｓ量表还需要在推广中进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一步验证、调整和修改。由于“天花板效应”和“地板

ｉｎｓｕｌｉｎ

效应”，对比较改变治疗方式前后患者治疗满意度变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化的研究则需要考虑糖尿病治疗满意度问卷修正
版。

性之一，量表创始人Ｃｌａｒｅ Ｂｒａｄｌｅｙ及其团队没有直
接参与本量表的翻译和评价。但本研究的翻译过程
咨询了内分泌学和流行病学专家，从语言角度这些
问题不涉及复杂或模棱两可的翻译。今后需要斟酌
的是从语言表达上如何使患者正确理解测试的题
目，尤其是问卷第７个问题。

ｔｒｉａｌ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ＤＴＳＱｃ）一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ｓｈｏｗ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ＤＴＳＱ．Ｈｅａｌｔｈ

Ｑｕａｌ

ｉｎ
ｔｏ

Ｌｉｆ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２００７，ｌＯ（５）：５７—６９．
［１３］Ｗｒｅｄｌｉｎｇ Ｒ，Ｓｔａｌｈａｍｍａｒ Ｊ，Ａｄａｍｓｏｎ Ｕ，ｅｌ：ａ１．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本研究的量表翻译未进行回翻评价，这是局限

ｃｈａｎｇ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ｇｌａｒｇ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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