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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评价绝经综合征评定量表的可行性、信度、效度和反应度。方法采用横断面调

查。以方便抽样方法抽取绝经综合征患者和更年期非绝经综合征人群，调查绝经综合征评定量表、
Ｋｕｐｐｅｒｍａｎ

Ｉｎｄｅｘ、ＷＨＯ生存质量量表简表、更年期生存质量量表。反应度研究采用自身前后对照，

纳入绝经综合征患者经中药治疗１２周，治疗前后采用绝经综合征评定量表进行评价。结果

在８家

医院共进行３３４３有效人次的流行病学调查。该量表的回收率为１００％，完成率为９９．７％，完成时间
平均为１０．３０ ｒａｉｎ。绝经综合征评定量表及躯体维度、心理维度、社会维度的克朗巴赫（Ｃｒｏｎｂａｅｈ’ｓ）ａ
系数分别为０．９３、０．８７、０．８９、０．７３；分半信度分别为０．９２、０．８９、０．８６、０．７３；重测信度分别为０．８８、
０．９１、０．８５、０．７７。绝经综合征评定量表编制根据绝经综合征疾病特点和内涵，经历了严格的步骤，量
表适宜绝经综合征患者理解和填写，代表性好，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公因子结
构与理论构想较吻合，结构效度良好。绝经综合征评定量表同ＫＩ、ＷＨＯＱＯＬ—ＢＲＥＦ、ＭＥＮＱＯＬ之间
存在良好关联，效标效度较理想。量表能够区分不同绝经综合征患者和更年期正常人群，具有较好的
区分效度。采用中药治疗１７４名绝经综合征患者，量表能反映出治疗前后的变化，具有反应度。结论
绝经综合征评定量表具有较好的可行性、信度、效度和反应度。可以应用于绝经综合征的临床疗效评价。
【关键词】绝经综合征；量表；信度；效度；反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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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３·
绝经综合征评定量表的研制是在中医理论的指

分析。主要包括：①信度：采用克朗巴赫ａ系数、分

导下，借助心理测量学量表研制的方法，经历了一系

半系数考核内部一致性信度和分半信度，重测相关

列严格的步骤，包括提出理论构想【１’２ Ｊ、建立条目

系数考核重测信度；②效度：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考

池、条目初步筛选、量表语言调适、确定量表答案形

察量表的结构效度，计算不同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

式、条目再筛选等旧１，最终形成了绝经综合征评定量

来分析量表的效标效度，ｔ检验考察绝经综合征患

表，量表是否能够推广应用，关键看量表是否具有较

者和更年期非绝经综合征人群的区分效度；③可行

好的信度、效度、反应度和可行性，故在进行全国性

性：从量表完成率、回收率、完成时间分析；④反应

常模调查之前需考评绝经综合征评定量表的特质。

度：自身前后ｔ检验。

现将本次对该量表的调查考评结果报告如下。

结

对象与方法

果

１．一般情况：２００５年９—１２月在广州、佛山、武

１．设计方案：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本研究为

汉、成都、温州、上海、南京、天津的８家医院进行量

绝经综合征特异性量表初步版本的研制，尚未进行

表横断面调查，共进行３３４３份有效问卷调查，重测

全国性的常模调查，所以本次调查参照相关的

调查１９２份。其中患者为２３２０份，更年期非绝经综

ＷＨＯ生存质量量表评测以及其他疾病特异性量表

合征人群为１０２３份。２００６年３—１１月在上述８家

研制方法Ｈ‘６１，应用方便抽样方法抽取研究对象。

医院采用中药治疗１．７４例绝经综合征患者。

２．研究对象和样本含量估计：绝经综合征患者

２．量表的可行性分析：绝经综合征评定量表回

和更年期的非绝经综合征妇女。根据国际量表设计

收率为１００％；缺失率为０．３０％，完成率为９９．７％；

原则、心理测量学的原理，按照１个变量对应２０个

完成量表的时间平均为１０．３０

样本计算样本量，考虑退出及无效问卷约为１０％。
共需样本量为３０８０例。绝经综合征患者与更年期
人群按照２：１比例分配，即绝经综合征患者２０５０例，

ｍｉｎ。

３．信度：绝经综合征评定量表信度考评结果见
表１。
裹ｌ

绝经综合征评定量表及各维度的信度考评

更年期非绝经综合征人群１０３０例。并在两类人群
中抽取１２０例，于７～１０ ｄ内进行绝经综合征评定量
表的再次测定，以考评量表的重测信度。
３．调查内容：在前期量表研究基础上形成的绝
经综合征评定量表【３１和目前常用的Ｋｕｐｐｅｒｍａｎ
Ｉｎｄｅｘ（ＫＩ）、ＷＨＯ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

４．效度：

（ＷＨＯＱＯＬ。ＢＲＥＦ）、更年期生存质量量表

（１）内容效度：绝经综合征评定量表的编制根据

（ＭＥＮＱｏＬ）。

绝经综合征疾病特点和内涵，经文献检索、资料总

４．调查形式和质量控制：制定调查指导手册，制

结、访谈、专家评议、讨论后提取各条目，并反复进行

定严格的操作规范，严格培训调查员，以一名调查员

试测、审查、修改、文字润色等过程形成，认为该量表

对一名被调查者的形式展开，现场答题，现场核查，

适宜绝经综合征患者理解和填写，代表性好，具有良

当场回收量表。调查时按照ＫＩ、绝经综合征评定量

好的内容效度。

表、ＷＨＯＱＯＬ－ＢＲＥＦ或ＭＥＮＱＯＬ的严格顺序
进行。

（２）结构效度：采用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法抽
取因素，并进行最大方差旋转，因素选取的标准采用

５．临床反应度考评方法：采用自身前后对照试

特征根＞１。ＫＭＯ检验检测值为０．９５，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球

验，选取绝经综合征患者，诊断、纳入标准同量表调

形检验Ｐ＝０．００，表明各个变量间的相关程度无太

查Ｈ ｏ，同时根据临床试验要求设置严格的排除标准。

大差异，数据尚适合做因子分析。因子分析共选出

研究对象按照肾阴虚、肾阳虚的不同证型分别给予

８个公因子，累积贡献率为５７．３１％（表２）。

坤泰胶囊（更年宁心胶囊）和龙凤宝胶囊，共治疗１２
周，治疗前后采用绝经综合征评定量表评价。
６．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１．０软件进行统计

如表２所示，第一个公因子以心理维度和社会
维度的条目为主，心理维度的条目主要为悲、思、恐、
孤独的条目；第二公因子由躯体维度“心”的条目组

·８８４·

成；第三公因子由躯体维度疾病特有症状条目组成；

劳”在第六公因子的载荷系数为０．３３，公因子的载荷

第四公因子以心理维度认知功能的条目为主；第五

系数为０．３８，据专业考虑可以归人第六公因子，属于

公因子以躯体维度中肝、脾、肾的条目组成，但这些

脾的条目。总体而言，所有条目的因子分析与理论

条目都属于躯体的客观症状；第六公因子由“怕冷”、

构想较为符合。

“四肢不温”组成，二者虽然分别属于躯体维度的

（３）效标效度：本研究选用绝经综合征专用量表

“肺”与“脾”，但都属于中医阳虚的症状；第七公因子

ＫＩ、ＭＥＮＱＯＬ及普适性量表ＷＨＯＱＯＬ—ＢＲＥＦ作

以躯体维度中肾的条目为主，主要是有关性的条目；

为标准来衡量绝经综合征评定量表的效标效度，结

第八公因子以心理维度“怒”的条目组成；“容易疲

果见表３。

襄２

项目ＫＩ

绝经综合征评定量表最大方差旋转后公因子提取结果

１矿百高冀畿篙蕊丽面丽丽藤ＭＥ百ＮＱＯＬ面丽

注：所有相关系数的统计检验，均为Ｐ＜Ｏ．０５

·８８５－

（４）区分效度：考察量表是否能够区分不同状态
的人群。采用绝经综合征评定量表评价绝经综合征

适宜绝经综合征患者理解和填写，代表性好，具有良
好的内容效度。

患者和更年期非绝经综合征人群，进行ｔ检验，结果

效标效度是指新的测评方式与金标准之间相符

显示量表总分、各个维度及各个条目上差异均有统

合的程度，但目前绝经综合征的评定没有绝对的金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示量表能区分不同状态的

标准，所以一般使用国际上有名且已被普遍应用的

人群。

同类量表作为标准来评价。本研究以ＫＩ、

５．反应度：将绝经综合征量表总分、三个维度总
分中药治疗前后进行比较，结果如表４。
表４

绝经综合征评定量表各维度反应度评价结果（曩±５）

ＭＥＮＱＯＬ、ＷＨＯＱＯＬ—ＢＲＥＦ量表从不同角度考察
绝经综合征评定量表的效标效度。ＫＩ为目前最普
遍应用且较公认的疾病专用量表，ＭＥＮＱＯＬ作为
绝经期妇女生存质量的专用量表从生存质量角度衡
量疾病，ＷＨＯＱＯＬ．ＢＲＥＦ作为普适性量表可进一
步增加结论的全面性和可推广性。研究结果表明，
绝经综合征评定量表与ＫＩ的相关系数尚可，且躯
体维度与ＫＩ相关系数最高，考虑ＫＩ以躯体的症状

讨

论

１．可行性分析：一般认为量表的接受率和完成
率在８５％以上，完成时间在２０ ｍｉｎ内较易接受¨’８１。
本研究在量表调查采取了一名调查员对一名被调查
者的方式进行现场调查，调查结果其量表的接受率
为１００％，完成率为９９．７％，完成量表平均时间为
１０．３０

ｍｉｎｏ－从这三个方面看，量表的可行性较好。

２．信度：信度是对测量一致性程度的估计，主要
考评量表测量结果的可靠性、精确性、稳定性和一致
性。虽然高信度并不意味着高效度，但效度高一定

为主，心理症状较少，无社会维度的症状，故心理、社
会维度与ＫＩ的相关系数相对躯体维度低。
ＭＥＮＱＯＬ与绝经综合征评定量表的相关性尚可，
考虑二者虽同为绝经综合征的疾病专用量表，但绝
经综合征评定量表着重考察症状发生轻重程度，
ＭＥＮＱＯＬ着重考察症状对患者的影响程度，故相
关性不如ＫＩ高。与ＷＨＯＱＯＬ—ＢＲＥＦ的相关系数
相对较低，可能为普适性量表与疾病专用量表毕竟
存在差异之故。所有的相关系数在统计学上均有意
义，表明绝经综合征评定量表具有较好的效标效度。
同时，绝经综合征评定量表可以区分已知不同特性

是以信度高为前提的旧’…，由此可见信度在量表评

的人群，如健康人群和患病人群，表明绝经综合征评

价中的重要性，一般认为信度在０．７以上信度就较

定量表有较好的区分效度。综上所述，可以认为绝

好【８］。本研究量表克朗巴赫ａ系数、分半信度、重测

经综合征评定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

信度都在０．７０以上，说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

４．反应度：反应度考察量表反应治疗前后变化

致性、同质性和稳定性。在重测信度的研究中，重测

的能力。作为临床疗效评价的评定量表应该具有高

间隔时间取决于研究对象的结果是否在这个间隔内

度的敏感性，即好的反应度。本研究结果表明，治疗

有变化，如果间隔时间太长，则研究对象的健康状况

前后在量表总分及各个维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就会变化；如果间隔时间太短，则测量结果就会受到

说明量表能够灵敏反映临床治疗效应的变化，具有

调查对象记忆的影响。２～１４ ｄ是最佳推荐重测时

良好的反应度。

间阳］。本研究调查对象为绝经综合征患者或更年期

本研究作为量表初步版本的研究，尚存在不足

的正常人群，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因此选择

之处。受患者特性和实际操作的限制，在抽样方法

７～１０ ｄ。

上采用方便抽样时，尽管样本代表性有一定限制，可

３．效度：效度反映一个测定工具是否有效地测

能会产生一定的偏倚，但结果仍可为该量表今后的

定到它打算测定的内容，或测定工具的测定结果与

常模调查提供有用的考评数据。该量表作为国内首

预想结果的符合程度。本研究中，量表编制根据绝

次严格按照心理测量学方法研制的绝经综合征中医

经综合征疾病特点和内涵，经专家进行文献检索、资

药疗效评价量表，其研制在中医理论指导下，根据绝

料总结、访谈、评议、讨论后提取各条目，并反复进行

经综合征的概念，并遵循量表研制的科学方法进行。

试测、审查、修改、文字润色等过程形成，认为该量表

经过全国多家医院大样本的横断面调查考评，该量

表具有较好的可行性、信度、效度，在临床研究中也
发现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反应度。说明绝经综合征评

［３］杨洪艳，王小云，聂广宁．Ｄｅｌｐｈｉ法在绝经综合征评定量表指标
筛选中的应用．南方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０７，２７（４）：５６２．５６４．
［４］Ｍｏｌｚａｈｎ ＡＥ，Ｐａ９６ Ｇ．Ｆｉｅｌｄ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ＨＯＱｏＬ－１００ ｉｎ Ｃａｎａｄａ．

量化角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绝经综合征患者的临床

ｃＪＮＲ。２００６，３８（３）：１０６．１２３．
［５］Ｃａｒｌｓｏｎ Ｂ，Ｒｉｅｇｅｌ Ｂ，Ｍｏｓｅｒ ＤＫ．Ｓｅｌｆ－ｃａｒｅ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Ｈｅａｒｔ Ｌｕｎｇ，２００１。３０（５）：３５１．３５９．

特点，适用于绝经综合征中医药疗效评价，并可以补

［６３ Ｄａｖｉｓ Ａｍｙ ＨＴ，Ｆｉｇｕｅｒｅｄｏ ＡＪ，Ｆａｈｙ ＢＦ，ｅｔ ａ１．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定量表是可行的，具有可靠、有效、灵敏的特质，从定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充用于现代医学相关绝经综合征的疗效评价。但作
为疗效评价量表，今后尚需广泛应用、深入研究其大
范围的信度、效度和反应度，使其成为一个具有良好
评测能力的疗效评价工具。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ｓｔ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ｓｃａｌｅ ｆｏ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Ｈｅａｒｔ

Ｌｕｎｇ。２００７，３６：

２０５．２１６．

【７］林崇德，蔡永红．同事评价教师绩效的结构验证性因素分析．心
理发展与教育，２００４，１：３８—４２．
［８】方积乾．生存质量测定方法及应用．北京：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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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德医苑·
９５６例暴露患者抗狂犬病血清联合运用
抗过敏药的临床观察
黄山旭胡强
Ⅲ度犬咬伤患者预防狂犬病除立即处理伤口，还应注射

高于疫苗组（７例，１％）（ｆ＝７７．１３，Ｐ＜０．００１）。正规服用

狂犬病疫苗和抗血清，但后者系异源性蛋白副反应较大，使

氯雷他定组发生过敏反应１０例（５％），明显低于非正规组

用中易发生变态反应和血清病，发生率为１５％～４５％…。为

（３９例，３２％）（ｆ＝４４．２９，Ｐ＜０．００１）。

此笔者对应用抗狂犬病血清同时服用抗过敏药预防过敏反
应的效果进行观察。

暴露后伤１２Ｉ及时规范处理和接种狂犬病疫苗和注射抗

狂犬病血清（或免疫球蛋白）是非常重要的【２１。单纯注射狂

１．材料与方法：疫苗为赛诺菲一巴斯德公司生产的人用

犬病纯化疫苗对轻度咬伤者可能有效，而对重度咬伤者，在

狂犬病纯化疫苗（Ｖｅｒｏ细胞，维尔博），抗狂犬病血清由中国

咬伤后必须采用狂犬病疫苗和抗血清治疗。抗狂犬病血清

生物技术集团武汉生物制药研究所生产，抗过敏药为氯雷他

主要组成成分是经胃酶消化后的马狂犬病病毒免疫抗狂犬

定（开瑞坦，上海先灵葆雅制药有限公司）。病例来源于徐汇

病血清球蛋白，因此使用后易发生过敏反应。本研究中单纯

区中心医院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至６月３０日就诊的９５６例暴露

接种狂犬病疫苗引起的过敏反应有７例（１％），接种疫苗＋

病例，其中犬伤（８１％）、猫伤（１８％）、其他动物伤（１％）。所

抗狂犬病血清引起过敏反应４９例（１５％），表明抗狂犬病血

有病例均进行正规暴露后免疫治疗和伤口处理。Ⅱ度暴露

清是导致过敏反应的主要原因。抗狂犬病血清过敏反应属

仅接种狂犬病疫苗，接种程序：０、３、７、１４、２８ ｄ；Ⅲ度暴露病例

Ⅲ型超敏反应，对于Ⅲ型超敏反应抗组织胺类药物一般能够

注射狂犬病疫苗和抗狂犬病血清，抗狂犬病血清按每公斤体

起到预防作用。由于抗狂犬病血清过敏反应延缓型可在注

重４０ ＩＵ分２ ｄ注射。注射结束后观察３０ ｒａｉｎ。氯雷他定

射后７～１４ ｄ发病，因此抗组织胺类药物服用应该超过２周，

ｍｇ／ｄ，注射血清前开始服用，连续服用３周者为正规服用

本研究中，服用氯雷他定达到３周者发生过敏反应的比例明

１０

组，反之为非正规服用组。
２．结果与分析：９５６例患者中有５６例（５．９％）出现过敏

显降低，因此服用抗过敏药物能有效预防抗狂犬病血清引起
的过敏反应。

反应，无过敏性休克。局部过敏反应主要有注射部位皮丘增
大（９１％）、红肿瘙痒（８４％）和水泡溃破（４３％）；全身过敏反
应主要有荨麻疹（２３％）、发热（１１％）和全身不适（９％）。疫
苗＋抗狂犬病血清组发生过敏反应４９倒（１５％），明显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３１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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