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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四城市１ ５家医院门诊病例２型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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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城市人群２型糖尿病合并症与患者生存质量的关系。方法采用横断面调

查的方法，从４个大城市１５家医院门诊募集现患病例，采用问卷调查结合实验室检测的方法收集资
料。分别运用ｔ检验、方差分析和广义线性方程分析合并症与２型糖尿病患者生存质量的关系。
结果合并症患者生存质量各维度得分均低于无合并症患者（得分降低４．６８～１６．０６），合并症对患者
生存质量各维度影响不同，对生理职能（降低２２．４５％）和情感职能（降低１６．２８％）影响较大，对生理机
能（降低５．６１％）和精神健康（降低６．６５％）影响相对较小。合并症患者生存质量较无合并症患者总体
低１１．０２％。随着合并症数量增加，患者生存质量逐渐降低，患者每增加１种合并症，其生存质量各维
度得分平均降低２．８２～１０．３３分。结论有合并症患者生存质量总体低于无合并症患者；随着合并症
数景增加，患者生存质量逐渐下降，预防和减少患者合并症的发生对提高糖尿病患者的生存质量至关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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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１９８５

４８０万增加到１９９６年的３２００万，增长了７倍，据专

年全世界约有糖尿病患者３０００万，２００７年则增至

家估计目前我国有糖尿病现患病例５０００万，并有逐

２．４６亿，预计到２０３０年世界糖尿病患者总人数将达

年增加的趋势，其中９５％为２型糖尿病

到３．６６亿‘川。我国的糖尿病患者数则从１９８０年的

（配ＤＭ）∞巧１。Ｔ２ＤＭ的严重后果之一是发生全身
各种严重的急、慢性合并症，甚至有很大一部分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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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诊断出糖尿病时就已经伴随有一种或几种合并
症Ｌ６’７】。Ｔ２ＤＭ合并症是糖尿病控制中面临的重要
挑战，合并症的发生、发展和转归对患者的康复、预
后和生命质量具有重要意义。生存质量评价是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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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结局的重要指标，尤其适用于慢性病患者。根

病以后诊断出的糖尿病相关慢性合并症（包括糖尿

据Ｒｏｓｅ掣８１提出的糖尿病两个主要治疗目标即血

病眼部病变：视网膜病变、白内障和失明；糖尿病肾

糖控制达标和提高生存质量，本研究通过对医院

脏病变：微量蛋白尿、大量蛋白尿、肾功能衰竭、肾功

Ｔ２ＤＭ患者疾病现状和生存质量的描述，分析其合

能减退；心血管病变：心脏病、心绞痛、心肌梗死、慢

并症的发生和数量对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

性充血性心力衰竭、高血压及外周血管病变；脑血管
病变：中风和短暂性脑缺血；足部病变：足溃疡、截

对象与方法

肢；周围神经病变），在诊断糖尿病以前即诊断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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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
４家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省人民医
院、第一人民医院、南方医院）、北京市５家医院（解

慢性疾病以及与糖尿病不相关疾病不计算在内。
５．伦理学问题：本研究经复旦大学伦理学委员
会批准，从所有研究对象获得知情认可。
６．统计学分析：应用Ｅｐｉ

Ｄａｔａ

３．１软件双遍录

放军总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

入数据并校对。应用ＳＰＳＳ １１．０软件进行数据分

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海淀医院）和成都市３家医

析。用均数±标准差（牙±５）、中位数（Ｍ）、百分比

院（华西第一附属医院、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四川

分别描述正态（近似正态）、非正态数据和分类数据

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门诊就诊的Ｔ２ＤＭ患者。

分布情况。应用ｔ检验和方差分析进行均数比较，

病例纳入标准（需符合以下全部５项标准）：①

两两比较采用ＬＳＤ检验。运用广义线性方程进行

符合ｗＨＯ（１９９９年）制定的Ｔ２ＤＭ诊断标准；②接

Ｔ２ＤＭ患者生存质量多因素分析并计算调整得分。

受Ｔ２ＤＭ药物治疗至少１年；③能够并愿意完成调

缺失值处理采用列删法。由于目前国内尚没有通用

查问卷；④当地中国居民（在本市至少生活２年）；⑤

的常模以及生理健康评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年龄１８周岁及以上。

ｓｃａｌｅｓ，ＰＣＳ），精神健康评分（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２．资料收集方法：在上述１５家医院连续募集研

ｓｃａｌｅｓ，ＭＣＳ）计算方法，本文采用美国常模及其

究对象。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采用问卷调查的

ＰＣＳ、ＭＣＳ计算方法计算出ＰＣＳ、ＭＣｓ总分，常模

方式收集患者的一般人口学信息和疾病信息；并要

ＰＣＳ、ＭＣＳ总分均为５０ｕ

求患者自行填写ＳＦ一３６简明健康调查问卷，对文化程

结

度较低或视力有限不能自行阅读的对象，由调查员
朗读问题后请患者给出评分。同时采集患者５肛ｌ指

０。。

果

１．基本情况描述：

尖血，溶于１ ｍｌ溶血剂，一２０℃保存，统一送各城市

（１）共收集问卷１５３０份，其中因患者病程缺失

指定医院采用高压液相色谱法进行糖化血红蛋白

（４份）、病程不足１年（２份）而剔除６份，得到有效

（ＨｂＡｌｃ）检测。

问卷１５２４份（９９．６％）。研究对象中女性占５８．２％；

３．血糖控制目标标准：按照亚太区Ｔ２ＤＭ指导

平均年龄（６３．３３±１０．２０）岁（全距１８～８８岁）；病程

委员会（ＡＰＤＰＧ）治疗指南提出的控制目标标准，

中位数为７．２１年（Ｐ２５～Ｐ７５：３．１６～１２．４５年）。有

ＨｂＡｌｃ（％）＜６．５为控制理想，６．５～７．５为控制良

１３．６％的患者血糖（ＨｂＡｌｃ）控制理想，２７．０％控制

良好，５９．４％控制差。患者在４个城市中分布和基

好，＞７．５为控制差＂１。
４．合并症：本研究中，合并症指在患者诊断糖尿
表ｌ
变量

北京（ｎ＝３７５）

男４２．１３

女
５７．８７
６３．２２±９．９３
年龄（ｊ±ｓ）４
病程（Ｍ：Ｐ２５～Ｐ７５）８．６１（３．９３～１２．９９）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１１．０５
初中
２０．２２
高中，中专
２８．０３
专科及以上
４０．７０
注：４方差分析

本情况见表１。

四城市１５家医院门诊他ＤＭ患者基本情况
广州（ｎ＝３７６）

上海（＂＝３７３）

成都（Ｈ＝４００）

４０．１６

４５．３１

３９．７５

５９．８４

５４．６９

６０．２５

６２．９７±１０．９２

６３．１４±９．４５

６３．９５±１０．４５

０．７１０

０．５４６

６．４５（２．７６—１１．７８）

３１．１６４

０．０００

７９．５８８

０．０００

５．８９（２．７４～１１．７４）８．７５（４．６９～１２．７８）
２４．８０

１４．９５

２４．４８

２２．１３

３２．６ｌ

２５．２６

３０．４０

２７．４５

３０．６７

２２．６７

２５．ＯＯ

１９．５９

Ｙ２值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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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５２４例Ｔ２ＤＭ患者中的５２．０％伴有合并

未调整前，合并症使患者生理机能降低１０．１２％，调

症，其中有１、２和３种及以上合并症的患者分别为

整后该值仅为５．６１％，提示患者生理机能受各调整

４２７例（２８．０％）、２２２例（１４．６％）和１４３例（９．４％）。

因素影响较大（表３）。

２．Ｔ２ＤＭ患者生存质量分析：对象生存质量各

（２）不同数量合并症患者的生存质量分析：将患

维度得分及其在各城市的分布见表２。其中，ＰＣＳ、

者按无合并症、１种合并症、２种合并症、３种及以上

ＭＣＳ总分均小于５０，表明Ｔ２ＤＭ患者生存质量得

合并症分成４组。各组合并症患者生存质量各维度

分低于正常人群。方差分析结果表明：４个城市患

得分见图１和图２。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４组

者生存质量除生理机能和情感职能维度得分没有差

．患者生存质量各维度得分均不同（Ｐ值均＜０．０５），且

别外，其余各维度得分不同（Ｐ值均＜０．０５）。其中

随着合并症数量增加，得分存在逐渐下降趋势（Ｙ２趋

北京Ｔ２ＤＭ患者生理职能、总体健康、精力、精神健

势检验，Ｐ值均＜０．００１）；合并症分组每增加１个等

康、ＰＣＳ和ＭＣＳ得分均最高，上海患者社会功能得

级，生理机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总体健康、精力、

分最高，而成都患者躯体疼痛得分最高。

社会功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８个维度得分分别平

（１）合并症发生与否与患者生存质量分析：有合

均降低５．２３、１１．７４、５．１７、５．９１、３．６３、３．７２、７．０６和

并症患者的生存质量各维度得分均低于无合并症患

２．５５分；其中以生理职能得分降低最多，精神健康得

者（ｔ检验，Ｐ＜０．０１）；其中以生理职能和情感职能

分降低最少。ＰＣＳ、ＭＣＳ得分平均降低２．９４和１．２４

维度得分降低最多，分别为１９．７５分（２６．３％）和

分。调整城市、年龄、性别、病程、文化程度、治疗方式

１２．２７分（１５．８８％），精神健康维度得分降低最少，为

和ＨｂＡｌｃ后，每增加１个（等级）合并症，生理机能、生

４．４３分（６．０５％），其他维度得分降低在５．６４～９．０４

理职能、躯体疼痛、总体健康、精力、社会功能、情感职

分之间；总的来说，合并症对患者的ＰＣＳ影响较大，

能、精神健康８个维度得分分别平均降低３．４５、

ＰＣＳ、ＭＣＳ得分降低分别为４．６６分（９．６４％）和２．２１

１０．３３、４．３０、５．５８、３．５４、３．９５、７．４９和２．８２分，ＰＣＳ和

分（４．３９％），见表３。

ＭＣＳ得分分别平均降低２．２５和１．６６分。

运用广义线性方程模型，调整城市、年龄、性别、

讨

病程、文化程度、治疗方式和ＨｂＡｌｃ后，合并症患者

论

生存质量得分均低于无合并症患者（Ｐ＜０．０１）；其

随着生存质量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生存质

中仍以生理职能和情感职能维度得分降低最多，分

量已经成为评价疾病结局的重要指标之一ｕ１’１３Ｊ。糖

别为１６．０６分和１２．４３分，生理职能维度得分降低

尿病作为一种慢性疾病，其治疗和管理目标不仅仅

４．６８分，其他维度得分降低４．８６～７．８９分；ＰＣＳ、

是促使患者血糖控制达标，更重要的是提高患者的

ＭＣＳ得分分别降低２．９９分和２．９３分。与无合并症

生存质量。对Ｔ２ＤＭ患者生存质量及其影响因素

患者相比，合并症使患者的生理职能降低２２．４５％，

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不同疾病阶段糖尿病现患病例

生理机能降低５．６１％，其他维度降低程度在

的生存质量现状，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改善糖尿病

６．９１％～１６．２８％间，８个维度得分平均降低

患者躯体和精神相应维度的健康状态，达到三级预

１１．０２％。ＰＣＳ和ＭＣＳ分别降低６．３２％和５．８０％。

防的良好效果。

袭２

四城市１５家医院门诊Ｔ２ＤＭ患者生存质量得分情况

注：４个城市患者生存质量得分比较，躯体疼痛、精神健康和ＭＣＳ：Ｐ＜０．０５；生理职能、总体健康、精力、社会功能和ＰＣＳ：Ｐ＜Ｏ．０１；４个
城市患者两两比较，“‘：有相同字母表明两组结果不同，６：该组与其他各组均不同

·１０３２·

衰３

Ｔ＇２ＤＭ合并症患者相对无合并症患者生存质量
各维度得分降低及降低百分比（％）

无合并症查鱼茎堡昼堂堡坌无合并症查全茎壅璺耋堡笙

皴患霾雾始豁黔黼器黔

精神健康维度得分高于该常模，其余各维度得分均
低于该常模。本研究人群精力和精神健康得分相比
文献［１６］常模略高，一方面可能与部分糖尿病患者
接受心理健康方面的健康教育有关，另一方面，可能
与患者在对糖尿病的长期管理过程中积累了经验，
培养了平和的心态有关。美国对ＳＦ．３６简表建立了
完善的常模和成熟的ＰＣＳ、ＭＣＳ得分计算方法，常
模ＰＣＳ和ＭＣＳ均为５０。本次研究对象的ＰＣＳ和
ＭＣＳ均低于５０，同时患者大多数维度得分均低于
国内外常模，提示Ｔ２ＤＭ患者的生存质量低于一般
人群。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中Ｔ２ＤＭ患者生存质
量各维度得分均高于国内两项在北京和成都市进行

注：４合并症患者生存质量各维度得分与无合并症患者得分之

的Ｔ２ＤＭ患者生存质量的调查结果ｎ７’１ ８Ｉ。究其原

差；６合并症患者生存质量各维度得分与无合并症患者相比，降低的

因，一方面可能是近年来国内糖尿病管理随着时间

百分比（％）；‘调整城市、年龄（连续）、性别、病程（连续）、文化程度、
治疗方式和ＨｂＡｌｅ得分

的推移正在快速发展，患者的生存质量也随着管理
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本研究

—◆一牛理机能—矗一躯体疼痛—廿一生理职能

对象选自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２、３级医院，对糖尿
病的管理较规范，患者对糖尿病的了解也较全面，因

求
贬
｛赵
砉｝｝
靶

此患者能够较为正确地对待疾病，表现为生存质量
相对较高。

：Ｈ＜

本次研究发现，糖尿病合并症从各个维度降低

窭
技
骤

了患者的生存质量，总体来看，合并症使患者的生存
质量（８个维度）平均降低１１．０２％。在调整城市、年
合并症数量

图１

不同数量组Ｔ２ＤＭ合并症患者躯体相关维度得分

龄、性别、病程、文化程度、治疗方式和血糖水平等因
素后，合并症患者的生理职能维度降低程度最为严
重（２２．４５％）。生理职能反映身体健康对患者日常

—。ｃ卜一社会功能—，■一情感职能—＊一精神健康

生活和工作带来的影响，合并症患者的治疗和管理

负担和压力较大，同时一些合并症如足溃疡、冠心病

焱
贬
倒
爨

等均严重限制了患者的工作和日常生活。Ｒｉｂｕ
等ｎ鲥对Ｔ２ＤＭ合并足溃疡患者的研究也发现合并

々缸

必
罂
震
蜒

症对该患者的生理职能较大。另一个影响较大的维
度是总体健康，与无合并症患者相比，有合并症的
Ｔ２ＤＭ患者这一维度得分降低１５．７１％，与另外一项

图２

合并症数量

在８个国家开展的同类研究结果相似心引。总体健

不同数量组Ｔ２ＤＭ合并症患者精神相关维度得分

康反映了患者对自身健康状况和预后的评价，这一
发现提示本次研究中合并症患者对自身健康状况并

本研究发现城市医院随访的糖尿病患者生存质

不乐观。同时，合并症对患者情感职能维度影响也

量普遍较低，与香港人群常模相比，除精力维度得分

较大，与无合并症患者相比，有合并症的Ｔ２ＤＭ患

高于香港常模外ｎ引，其余维度得分均低于该人群常

者这一维度得分降低了１６．２８％，情感职能主要测量

模。国内目前还没有ＳＦ．３６简明调查问卷的通同常

由于情感问题所造成的职能限制，提示合并症会通

模，与四川省一项研究相比，本次研究人群的各维度

过改变患者的心理和情绪，而减少患者的工作活动

得分均低于该项研究得出的四川省城市常模¨纠；与

时间会降低患者做事情的完整性和质量，因此是

文献［１６］建立的常模相比，本次研究对象的精力和

配ＤＭ患者管理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本研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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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合并症对患者生理机能和精神健康影响相对较
小；生理机能主要反映患者日常生活（穿衣、洗澡）受
限制程度；精神健康测量患者４类精神健康项目，包
括激励、压抑、行为或情感失控、心理主观感受等。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Ｔｙｐｅ ２

因素后，每增加１个（等级）合并症，患者生存质量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ｅｔｒｉｃ．２００１．

低患者生存质量，与本研究结果相似幢１’２引。

生存质量的各个维度，尤其是生理职能、总体健康和
情感职能，对精神健康的影响相对较小。随着合并
症数量增加，患者生存质量逐渐降低。因此，对合并
症患者要开展针对性健康干预，强调生理职能和总
体健康的改善，要尽量预防新的合并症发生，防止患

１．２ｎｄ ｅｄ．Ｌｉｎｃｏｌｎ．ＲＩ：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Ｍｅｄ，１９９７。４５（７）：１０５１—１０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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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６）：９４８—９５８．
［１３］Ｓａｉｔｏ Ｉ。Ｉｎａｍｉ Ｆ。Ｉｋｅｂｅ Ｔ，ｅｔ ａ１．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ｉｎ

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Ｏｌｌ

ｈｅａｌ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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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生存质量恶化。

ｏｆ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

ｅｆｆｅｃｔｓ．Ｓｏｅ ＳＣＩ

ｌｉｆ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由此可见，糖尿病合并症影响城市糖尿病患者

ｕｆ，ｅ１３

［１１］Ｏｒｍｅｌ Ｊ，ＬｉｎｄｅｎｂｅｒｇＳ。ＳｔｅｖｅｒｉｎｋＮ，ｅｔ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２５和１．６６。国内外研究也发现合并症个数显著降

ｅｄ．２００２．

【１０］Ｗａｒｅ ＪＥ，Ｋｏｓｉｎｓｋｉ Ｍ．ＳＦ－３６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Ｓｃａｌｅｓ＝ａ ｍａｎｕａｌ ｆｏｒ

分降低最大，达１０．３３；ＰＣＳ和ＭＣＳ分别平均降低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Ｇｒｏｕｐ．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３ｔｈ

ａｎｄ

数量增加呈现下降趋势。调整了年龄、性别、病程等

维度得分平均降低２．８２～１０．３３，其中以生理机能得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ｃｏｎｔｒ０１．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Ｃａ＂，

２００２。２５（１）：３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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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ｔａｒｇｅｔｓ

此外，糖尿病患者生存质量各维度随着合并症

ｉ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１９９９，２１：４６０．

［１５］李宁秀，刘朝杰。李俊，等．四川省城乡居民ＳＦ－３６评价参考值．
华西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０１，３２（１）：４３．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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