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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质量(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ꎬＱＯＬ)是个多维的概念ꎬ
覆盖了人类经验的不同层面ꎬ代表着人们对自己生活

的评价ꎬ意味着一个积极的生活模式ꎮ 简单来说ꎬ生
命质量意味着幸福或经济的安全和稳定ꎬ甚至是一种

归属感[１] ꎮ 因此 ＷＨＯ 生命质量研究组把生命质量定

义为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中的个体对与他们生活目

标、期望、标准及所关心事情的有关生活状态的体验ꎬ
包括身体功能、心理状况、独立能力、社会关系、生活

环境、宗教信仰与精神寄托等[２] ꎮ
研究发现ꎬ疾病或环境的改变会影响儿童各方面

的发展ꎬ也会影响儿童生命质量的评价[３－４] ꎮ 而良好

的生活环境、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的膳食营养对于

维持儿童基础代谢ꎬ保证儿童正常的生长发育起着关

键作用ꎮ 因此ꎬＷＨＯ 将儿童生命质量的研究列为“特

殊人群生命质量研究工作”的第 ５ 位[５] ꎮ 但 ＷＨＯ 对

生命质量的定义不太适用于儿童和青少年ꎬ Ｄａｖｉｓ
等[６]将儿童生命质量定义为主观感受到的幸福感ꎮ

１　 生命质量分类
１.１　 生命质量　 生命质量最初多应用于社会领域ꎬ一
些社会和环境的客观条件指标被用来评价生命质量ꎬ
如受教育程度、收入与消费水平、人均住房面积、就业

率等ꎮ 从概念上来看ꎬ生命质量更适合对整体健康水

平的评价ꎬ它包含了个人对自己生活及人类生活的各

方面的看法[７] ꎮ
１.２　 健康相关生命质量(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ｌａｔｅ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ꎬ
ＨＲＱＯＬ)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ꎬ医学领域广泛开展了

生命质量的研究工作ꎬ开始探索疾病及其治疗对生命

质量的影响ꎬ形成了 ＨＲＱＯＬꎮ ＨＲＱＯＬ 侧重于健康对

个人幸福感的影响以及患者对其疾病的认知ꎬ并衡量

损伤对患者的显著影响[８－９] ꎮ 随着疾病谱的变化ꎬ高

血压、肿瘤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严重威胁了人们的健

康[１０] ꎬ这些疾病对于 ＨＲＱＯＬ 的影响较大ꎬ因此相关

的 ＨＲＱＯＬ 研究也随之引发关注[１１] ꎮ

２　 儿童生命质量的测评
生命质量的评估是主观的、多维的ꎬ而每个人所

处的文化、社会和环境又有差异[７] ꎮ 因此生命质量的

研究有 ２ 个侧重点ꎬ一是制定一些通用措施ꎬ比较不同

健康问题和不同健康人群的生命质量ꎬ这些量表主要

针对一般人群的健康状况ꎬ对其生理状态、心理状态、
社会功能状态、主观判断与满意度等进行评价ꎬ是健

康状况的综合指标[１０] ꎻ另一个则是针对特定疾病生命

质量的测量ꎬ包括测量治疗前后的变化[１] ꎬ根据患者

特殊的健康状况ꎬ选择特异性量表测量患者 ＨＲＱＯＬꎬ
测量结果的灵敏度较高ꎬ还可以针对特定疾病的临床

治疗效果进行评价ꎬ 并根据评价结果指导临床治

疗[１０ꎬ１２] ꎮ
由于儿童身体发育和认知水平的发展在不同阶

段面临不同的问题ꎬ因此对儿童生命质量的评估应具

备年龄敏感性[１３] ꎮ 儿童生命质量测定量表( ｔｈｅ Ｐｅｄｉ￣
ａｔｒｉｃ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ꎬ
ＰｅｄｓＱＬ)是应用最广泛的测量儿童生命质量的量表之

一[１４] ꎮ 该量表由 Ｖａｒｎｉ 等[１５] 在 １９８７ 年开始研发ꎬ主
要目的是测量 ＷＨＯ 所概述的健康核心层面ꎬ同时关

注儿童在学校的一般情况ꎬ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多个国

家ꎬ其信度和效度良好ꎮ
除了 ＰｅｄｓＱＬ 可以用来测量儿童生命质量ꎬ还有

很多如少年生命质量问卷、儿科癌症生命质量量表－
３２ 条(ｔｈｅ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３２ꎬ
ＰＣＱＬ－３２ )、哮喘患儿生命质量量表(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Ａｓｔｈｍａ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 ＰＡＱＬＱ)、儿童健康问卷

(Ｃｈｉ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 ＣＨＱ)、儿童过敏性鼻炎

生命质量量表、儿童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生命质

量量表等被广泛应用于儿童生命质量测定[１６] ꎮ 目前

我国学者也致力于儿童生命质量量表的开发和汉化

工作ꎬ主要有“少年生活质量问卷” “儿童少年生活质

量量表”等[５] ꎮ
尽管儿童生命质量的评估是从个人角度测量的ꎬ

但如果孩子年龄太小或不适合自我报告ꎬ父母代理报

告也会使用ꎮ 从父母和儿童角度对 ＨＲＱＯＬ 进行双重

报告可以提高对儿童不同认知功能的洞察力ꎬ当然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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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看法也可能会对评估产生影响[１７] ꎮ
生命质量的测量是评估卫生保健干预措施ꎬ预防

和治疗疾病的效果ꎬ了解疾病负担ꎬ衡量卫生服务公

平性ꎬ分配卫生资源以及流行病学研究和健康状况调

查的重要结局指标[１８] ꎮ 目前关于儿童生命质量的研

究较少ꎬ主要集中在新生儿、肥胖儿童及患慢性病儿

童的研究[１９－２１] ꎮ

３　 儿童生命质量影响因素
生命质量不仅关系到儿童的身心发展ꎬ还与儿童

总体的健康状况紧密相关ꎮ 生命质量还受到家庭、社
会乃至生活环境的影响ꎮ
３.１　 性别和年龄　 研究发现ꎬ与青少年相比ꎬ儿童的

生命质量较好ꎬ但随着年龄的增加ꎬ儿童 ＨＲＱＯＬ 的得

分下降ꎬ且女孩的得分高于男孩[２２] ꎮ 较低生命质量和

肥胖的关联是随着儿童年龄的增加逐步加强的[２３] ꎮ
１０ ~ １２ 岁儿童正处于青春期的早期阶段ꎬ这个时期儿

童生命质量会明显下降[２４] ꎮ
３.２　 身体方面　 Ｔｓｉｒｏｓ 等[２５] 的研究发现超重或肥胖

青少年和儿童的生命质量较差ꎮ 在调查伊朗小学生

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 与 ＨＲＱＯＬ 之间的关系时发现ꎬ肥
胖儿童在体力、社交和学校功能方面的生命质量得分

均较低[２６] ꎮ 加强体育锻炼ꎬ不仅可以增强儿童免疫

力ꎬ还有助于改善儿童生命质量[２７] ꎮ 生命质量与中度

体育锻炼存在正相关[２８] ꎮ Ｈｏｅｋ 等[１２] 研究发现运动

对生命质量的改善效果明显强于单独的饮食控制ꎮ
３.３　 心理方面　 健康心理关乎个人的智力和人格发

展ꎬ对于一个人道德品格的形成、社会能力的适应、潜
能的开发以及整体素质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积极作用ꎮ
维护和增进儿童心理健康已经成为全社会日益关注

的问题ꎬ关系到儿童未来能否适应社会[２９] ꎮ 心理方面

存在健康问题的儿童其生命质量与健康同龄人相比

较低ꎬ在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得分都低于正常儿童[３０] ꎮ
ＷＡＦＡ 等[２８]研究发现与正常儿童相比ꎬ肥胖儿童在心

理社会领域以及生命质量的总体得分较低ꎮ 因此生

命质量已经成为衡量心理健康的关键指标[３１] ꎮ
３.４　 环境因素　 家长、同伴、学校和社区环境都可能

影响儿童生命质量ꎮ 在评估基于社区超重或肥胖儿

童和青少年的生命质量是否有改善的干预实验中ꎬ发
现超重或肥胖儿童和青少年在治疗期间生命质量都

会得到改善[３２] ꎮ 另外ꎬ亲密的师生关系可使学生获得

精神支持和心理满足ꎬ有利于学生获得社会交往经

验ꎬ提高社会认知能力[３３] ꎬ从而提升其生命质量ꎮ 越

来越多的证据表明ꎬ社区环境对人的健康相关生命质

量有很大的影响[３４] ꎮ 生活在缺乏社会支持的居住环

境中ꎬ对父母和孩子的心理健康可能产生负面影响ꎬ
导致身体健康状况不佳[３５] ꎮ 而良好的家庭教育不仅

可以减少儿童心理健康障碍的产生ꎬ还可以促进乐

观、积极、健康的性格形成[３６] ꎬ从而提高生命质量ꎮ

３.５　 种族和宗教　 研究发现种族认同可以促进更多

幸福感的产生[３７] ꎮ 不同种族的儿童从出生开始就会

受到宗教思想的影响ꎬ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已经融入

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中ꎬ成为种族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３８] ꎮ 有研究表明宗教信仰对健康有一定

的影响[３９] ꎮ 由宗教带来的不同风俗习惯、心理素质、
价值取向会在不同种族人群交往中体现出种族差异ꎬ
不同的信仰可能会引起各种族人民在团结、交往等方

面的矛盾[４０] ꎮ 因此宗教认同可以促进种族间的团结ꎬ
提高不同种族人群生命质量ꎮ

４　 儿童生命质量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ꎬ无论使用何种量表评价儿童健康相关

生命质量ꎬ对儿童健康状况的评定、疾病负担的评估、
卫生服务效果的评价、卫生服务方案的选择、卫生资

源的配置以及健康影响因素与防治重点的选择都具

有重要意义ꎮ 在选择量表时ꎬ应从研究的需要及儿童

不同阶段的发育水平等方面考虑ꎮ
我国儿童生命质量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ꎬ研究中

存在较多问题:(１)由于对生命质量概念的理解和研

究目的的不同ꎬ所选择的量表也不同ꎬ使得同类研究

难以进行比较[１６] ꎻ(２)对儿童的生命质量评价目前没

有统一的标准和方法ꎬ使得评价难以规范进行ꎻ(３)生

命质量的测量具有明显的文化烙印ꎬ国外对宗教信

仰、个人隐私等更为重视ꎬ而我国更强调饮食文化、职
业等方面的因素ꎬ因此ꎬ研制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命质

量测定量表十分重要ꎻ(４)进行儿童生命质量的评价

需要专业人士参加ꎬ但目前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还亟

待解决ꎻ(５)在测量儿童生命质量时ꎬ由于儿童认知能

力、发育水平等的不完善ꎬ有可能造成评价结果的不

准确ꎮ 目前ꎬ儿童生命质量的研究还未引起全社会的

足够关注ꎬ特别是对于民族间文化差异导致的儿童生

命质量差异研究还较少ꎬ不同民族的饮食差异也可能

会对生命质量产生影响ꎬ因此不同民族儿童生命质量

研究值得关注ꎮ
总之ꎬ儿童生命质量的研究应该得到足够的重

视ꎬ只有深入研究ꎬ发现改善儿童生命质量的方法和

手段ꎬ才能促进儿童健康成长ꎬ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

供更加科学、准确的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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