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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颈部结局评分评估颈痛患者反应度的

研究
李佩芳，宁宁，刘浩，宋跃明，陈佳丽，张馨予，张月儿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骨科（成都  610041）

【摘要】   目的    探讨中文版颈部结局评分（NOOS-C）的反应度，为颈痛患者干预效果的评估提供可靠工

具。方法    对颈部结局评分（NOOS）进行跨文化调适形成 NOOS-C。以 2016 年 9 月—2017 年 5 月收治并符合纳

入标准的颈痛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干预前后使用 NOOS-C 和中文版颈椎功能障碍指数（NDI-C）进行评估。采用

配对 t 检验比较干预前后 NOOS-C 各维度评分及总分差异。计算 NOOS-C、NDI-C 评分干预前后差值（变化值），

并基于变化值计算效应大小（effect size，ES）、标准化反应均数（standardized response mean，SRM），分析量表内部

反应度。干预前后 NOOS-C、NDI-C 评分行 Spearman 相关分析，分析量表外部反应度。结果    2016 年 9 月—2017
年 5 月，共 80 例颈痛患者符合选择标准纳入研究，其中 71 例患者完成问卷调查。干预前后 NOOS-C 评分中除活

动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外，症状、睡眠障碍、日常活动和疼痛、日常生活参与度和总分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NDI-C 指数变化值为–12.11%±17.45%、ES 为 0.77、SRM 为 0.69；NOOS-C 分别为

（13.74±17.22）分、0.83、0.80。相关性分析显示，NOOS-C 与 NDI-C 干预前后均成负相关（r=–0.914，P=0.000；
r=–0.872，P=0.000）。结论    NOOS-C 具有良好的反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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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responsiveness of Chinese version of Neck Outcome Score (NOOS-C) and
provide a reliable measure to assess intervention effect for patients with neck pain. Methods    Cross cultural adaptation
of NOOS was performed according to the Beaton’s guidelines for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of self-report measures.
Patients with neck pain were recruited between September 2016 and May 2017. Those patients were assessed using NOOS-
C and Chinese version of Neck Disability Index (NDI)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The statistic differences of the score
of each subscale and the total scale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evaluated by paired-samples t test. Internal
responsiveness was determined by effect size (ES) and standardized response mean (SRM) based on the calculated
difference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External responsiveness was analyzed as Spearma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esults    The total of 80 patients with neck pain were recruited between September 2016 and May 2017. And 71 patients
completed those questionnaires. The differences in symptom subscale, sleep disturbance subscale, participating in
everyday life subscale, every day activity and pain subscale, and the scale between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significant (P<0.05) except for mobility subscale (P>0.05). The difference of NDI-C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was-
12.11%±17.45%, ES was 0.77, and SRM was 0.69. The difference of NOOS-C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was
13.74±17.22, ES was 0.83, and SRM was 0.80. Spearma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NOOS-C and NDI-C before
intervention was –0.964 (P=0.000). And the relativity about NOOS-C and NDI-C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both
negative (r=–0.914, P=0.000; r=–0.872, P=0.000). Conclusion    NOOS-C’s responsiveness i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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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痛是一种症状综合征，主要特征为患者感觉

颈后区上项线至 T1 棘突间的酸胀、疼痛、不适[1-2]。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和工作方式的改变，颈痛发

生率呈上升趋势且逐渐年轻化。据统计，全球成年

人群颈痛年患病率为 14.2%～71.0%、终生患病率为

16.7%～75.1%[3]。颈痛不仅影响患者身心健康，还

带来沉重的社会负担[4-6]。引起颈痛的因素包括生

理因素以及社会心理因素，因此对此类患者的综合

评估具有重要意义。最新英文版颈部结局评分

（NOOS）量表[7]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和反应度，且优

于目前常用的颈椎功能障碍指数（NDI）和健康调

查简表（SF-36） [ 8 ]。但是 NOOS 量表暂无中文版

本。故本研究对 NOOS 量表进行跨文化调适，形成

中文版颈部结局评分（NOOS-C），并重点分析其反

应度，旨在为颈痛患者干预效果的评估提供可靠的

工具。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6 年 9 月—2017 年 5 月于我院骨科就诊的颈

痛患者。纳入标准：① 因颈椎间盘突出引起颈痛

需行手术治疗的患者；② 神智清楚能够配合问卷

调查者；③ 年龄≥18 岁。排除标准：① 癌症或肿

瘤引起颈痛的患者；② 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引起颈

痛的患者，③ 有精神病史的颈痛患者。

1.2    研究方法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研究人员向符合选择标准

的患者讲解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征得患者同意后

发放问卷，包括一般情况调查表、NOOS-C 和中文

版 NDI（NDI-C），患者自行填写。资料采取当场发

放、当场回收方式。对视力不清或不方便填写患

者，由调查者以无导向性语句逐一念出每个条目，

根据患者回答勾选相应得分。患者在术前和术后 1
个月各填写问卷 1 次。在本研究中干预方式为经

前路颈椎间盘切除、椎管及脊神经减压、椎间植骨

融合内固定术。

1.3    评估工具

1.3.1    患者一般情况调查表　自行设计，包括编

号、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职业、临床诊断。

1.3.2    NOOS-C　首先，通过 Email 与 NOOS 量表

的作者 Tina Juul 教授取得联系，经其同意并授权

NOOS 量表的跨文化调适[9]。本研究中量表的跨文

化调适过程完全遵循美国骨科医师学会（AAOS）颁
布的健康状况量表跨文化调适指南 [10]，通过翻译、

合成、回译、专家合议和预测试 5 个阶段（图 1），

形成 NOOS-C。

 

 
图 1     NOOS 量表跨文化调适流程图

Fig.1   Graph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stages of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for NO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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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量表共 34 个条目，由活动（7 个）、症状（5
个）、睡眠障碍（4 个）、日常活动和疼痛（8 个）以及

日常生活参与度（10 个）5 个维度组成；每个条目

评分  0～4 分，分数越高表示功能障碍程度越严

重；每个维度可作为 1 个独立的分量表使用，反应

该方面颈痛患者报告结局情况，各分量表得分及量

表总分的计算公式为  100 分-该（分）量表均分×

100/4。此公式将原始得分范围转换为 0～100，转

换后 0 代表颈部问题最严重状态，100 代表无颈部

问题，与单个条目计分所表示的颈部严重程度成反

比。NOOS-C 的 α 内部一致信度为 0.93，效标效度

为 0.83。
1.3.3    NDI-C　NDI-C 共 10 个条目，包括：颈痛及

相关症状（疼痛强度、头痛、集中注意力和睡眠）和

日常生活及活动能力（个人护理、提起重物、阅读、

工作、驾驶和娱乐）两部分。每个条目评分  0～5
分，分数越高表示功能障碍程度越重；将 10 个条

目得分相加，按照公式计算 NDI 指数，即：实际得

分 /50  分×100%，NDI 指数范围为  0（无残疾）

～100%（完全残疾），指数越高说明患者功能障碍

越严重。NDI-C 重测信度为 0.95，内部一致性 α 系
数为 0.89，聚敛效度为 0.75[11]。

1.4    统计学分析

资料回收后，使用 Excel 录入数据，用 SPSS20.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① NOOS-C 各维度评分及总

分以均数±标准差表示，干预前后评分比较采用配

对  t  检验。②  内部反应度评价：患者干预前后

NOOS-C、NDI-C 评分经检验数据服从正态分布；

计算以下指标：变化值，即干预后评分-干预前评

分；效应大小（effect size，ES）：变化值的均数与干

预前评分标准差的比值；标准化反应均数（standar-
dized response mean，SRM）：变化值的均数与变化

值的标准差的比值 [12 -13]。③ 外部反应度评价：以

NDI-C 作为效标，对患者干预前后 NOOS-C、NDI-
C 评分行 Spearman 相关分析。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2016 年 9 月—2017 年 5 月，共 80 例颈痛患者符

合选择标准纳入研究，其中 71 例患者完成问卷调

查。男 29 例，女 42 例；年龄 25～83 岁，平均 48.9
岁。民族以汉族为主（70 例，98.6%），另  1  例
（1.4%）为藏族。文化程度以中学为主（38 例，

53.5%），小学  15 例（21.1%），大学及以上  18 例
（25.4%）。职业：职员 42 例（59.2%），个体经营 15

例（21.1%），退休 14 例（19.7%）。临床诊断：颈椎

间盘突出伴不全脊髓神经损害 57 例（80.3%），颈椎

间盘突出伴不全脊髓神经损害伴颈椎管狭窄症 14
例（19.7）。
2.2    干预前后 NOOS-C 评分比较

干预前后除活动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外，症状、睡眠障碍、日常活动和疼痛、日

常生活参与度、总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2.3    内、外部反应度比较

干预前后 NDI-C 指数分别为 34.73%±15.80%
及 22.62%±5.61%。NDI-C 指数变化值为-12.11%±

17.45%、ES 为 0.77、SRM 为 0.69；NOOS-C 分别为

（13.74±17.22）分、0.83、0.80。NOOS-C 各维度变化

值、ES 以及 SRM 详见表 2。
相关性分析显示，NOOS-C 与 NDI-C 干预前后

均成负相关（ r=– 0 . 9 1 4，P=0 . 0 0 0； r=– 0 . 8 7 2，
P=0.000）。

3    讨论

一个评价干预效果的量表除了要有良好的信

度和效度，还必须有较好的反应度。反应度是指量

表能够反映出所测定的特质在时间上（纵向的）变

化的能力[14]。在统计学上，反应度包括内部反应度

和外部反应度。

内部反应度是根据（内隐的）专业知识、经验

等，认为在一定时间的干预后有了一定效果[12]，而

质量较好的量表应该能反映出这种变化，指标包

括[15]：t 检验、ES、SRM。ES 和 SRM 值大小代表反

应性效应值大小，越大代表反应性越好。一般认

为，ES 及 SRM<0.2 为低反应性，0.2～0.5 为中度反

应性，0.8 及以上为高度反应性[12]。本研究结果表

明，干预前后除活动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外，症状、睡眠障碍、日常活动和疼痛、日

常生活参与度和总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同时，NOOS-C 的 ES 和 SRM 均高于

NDI-C，提示  NOOS-C 总体反应度较高，且优于

NDI-C。活动分量表干预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SE
和 SRM 值亦较低，分析原因可能为本研究为手术

干预，因此纳入的颈痛患者均符合颈椎手术标准，

提示患者术前颈部问题及其对全身影响较严重；

术后虽然经手术治疗，患者临床症状逐渐好转，但

是颈椎间盘术后要求患者佩戴颈托 3 个月，颈部制

动、主要以休息为主，活动受限，故活动方面改善

较小。

中国修复重建外科杂志 2018 年 5 月第 32 卷第 5 期 • 3 •



就日常生活参与度维度而言，ES 和 SRM 所表

示的反应度大小差异较大。从公式看，ES 和 SRM
仅有分母不同；当所选观察对象性质变异较大时，

ES 值会较小。而当所选观察对象的变化值变异较

大时，SRM 值会较小；在统计学上，有关  ES 和
SRM 值哪个能更好地代表测量工具的反应性，目前

尚无定论[16]。但是，该维度干预前后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说明该维度反应度较好。

外部反应度是采用一种具体的（外部的）评估

工具作为比较标准，使用相关系数分析目标量表的

反应度[17]，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越接近于 1，表示两变

量间的相关关系的密切程度越高[18]。目前，NDI 是
使用广泛且有效的评估颈痛患者健康状况的工

具。干预前后 NOOS-C 和 NDI-C 的相关性较强，

说明 NOOS-C 的外部反应度较好。因为 NOOS-C
总分越低代表颈痛患者报告结局越差，而 NDI-C
则相关，所以两量表评分成负相关。

综上述，NOOS-C 具有良好反应度，NOOS-C
可以用于颈痛患者报告其结局评估和干预效果评

价，作为医护人员了解颈痛患者的整体健康水平和

干预效果的可靠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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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患者干预前后 NOOS-C 评分比较（ ）

Tab.1    Comparison of the score of NOOS-C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 )

时间
Time

活动
Mobility

症状
Symptoms

睡眠障碍
Sleep disturbance

日常活动和疼痛
Every day activity and pain

日常生活参与度
Participating in every day life

总分
Total score

干预前
Before intervention

60.26±15.86 53.10±17.16 68.66±22.12 63.52±21.05 57.30±8.03 56.59±16.56

干预后
After intervention

63.93±  4.91 86.20±  8.34 92.69±12.63 75.84±  5.33 57.30±8.03 70.41±  4.96

统计值
Statistic

 t=–1.885
P=  0.064

 t=–16.310
P=    0.000

 t=–8.228
P=  0.000

 t=–5.140
P=  0.000

 t=–2.831
P=  0.006

 t=–6.755
P=  0.000

表 2    NOOS-C 各维度内部反应度

Tab.2    Internal responsiveness in each subscale of NOOS-C

项目
Item

变化值
Difference ES SRM

活动
Mobility

  3.67±16.41 0.23 0.22

症状
Symptoms

33.10±17.10 1.93 1.94

睡眠障碍
Sleep disturbance

24.30±24.61 1.10 0.99

日常活动和疼痛
Every day activity and pain

12.33±20.20 0.59 0.61

日常生活参与度
Participating in every day life

  8.13±24.96 1.01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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