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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践指南制订中患者价值观与偏好问卷
设计考虑因素的系统评价
令娟1, 2, 3, 4，姚亮5，王明霞6，黄嘉骏7，陈耀龙1, 2, 3, 4，田金徽1, 2, 3, 4，王小琴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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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系统评价临床实践指南制订中患者价值观与偏好的调查问卷，对问卷设计的考虑因素进行
总结，为指南制订者更好地评估患者价值观与偏好提供参照。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CBM、CNKI 和 WanFang Data 数据库，搜集国内外公开发表的指南制订过程中有完整评估患者价值观和
偏好的调查问卷内容的调查研究，应用心理测量学方法评估问卷内容的质量并对问卷设计的影响因素进行总结
并形成条目和相应的领域。结果

最终纳入 20 篇文献，仅 5 篇文献（25%，5/20）描述了问卷条目的制订过程，1

份问卷（5%，1/20）报告了问卷的预试验，6 份问卷（30%，6/20）评估了问卷的可行性。在问卷可接受性方面，完成
问卷的时间范围为 10～30 分钟，仅有 6 份问卷（30%，6/20）报告了答复率。患者价值观与偏好问卷设计的考虑因
素涉及有效性、安全性、预后因素及其他方面，其中治疗措疗效、副作用和并发症风险、疾病复发风险及患者需支
付的费用等是主要考虑因素。结论

在临床实践指南制订过程中，仍然未形成患者偏好和价值观的问卷设计标

准和方法，要充分考虑与评估针对患者治疗措施的有效性、安全性、预后因素及其他因素，进一步研究开发标准
化工具来设计和衡量有关患者价值观和偏好的问卷。
【关键词】 临床指南；问卷；患者价值观与偏好；系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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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necessary factors of questionnaires design about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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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erences. The authors included the articles that used fully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s or scales with standardized
questions and answer options. We assessed the questionnaires' construction with psychometric methodology and
summarized the necessary factors about patients' preferences and values into the domains and items. Results Twenty
articles were finally included. Five out of twenty studies (25%, 5/20) described the process of item generation and only one
questionnaire (5%, 1/20) mentioned the pilot testing. Regarding to the validity, there were six questionnaires (30%, 6/20)
assessed validity. For acceptability, the time to complete the questionnaires range from 10 to 30 minutes and only six
studies reported the response rat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sign of questionnaires about
patients' values and preference were related to the effectiveness, safety, prognostic factors and other factors. The main
factors were the effect, side effects and risk of complications, the risk of relapse and the cost of treatments. Conclusion
Only a few studies have developed questionnaires with rigorous psychometric methods to measure patients' preference
and values. There is still no valid or reliable questionnaire for patients' preference and values when developing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Further study should be conducted to develop standardized instruments to measure patients'
preference and values. We suggest that the factors this study provides can use in formulating questionnaires about
patients' preference and values.
【Key words】 Clinical guideline; Questionnaires; Patients' values and preferences; Systematic review

患者价值观与偏好是指患者对健康看法、期望

床实践指南制订调查研究。

和目标以及评估提供给患者多种治疗方案的潜在
利益、危害和成本过程 [1]。循证医学强调将患者价

1.1.2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性别、年龄、种族、国籍
和病程等均不限。

值观与偏好、高质量研究证据与临床医生技能经验
三者结合来制订最佳临床决策 [2]，医疗保健政策制

1.1.3
限。

订者和临床实践指南也建议在政策和指南的制订
过程中考虑患者的价值观与偏好，让患者参与临床

1.1.4 结局指标
结局指标。

决 策 过 程 [ 3 - 5 ] 。 美 国 医 学 科 学 院 （ Institution of
medicine，IOM） [ 6 ] 、国际指南协作网（Guidelines

1.1.5 排除标准 ① 非中、英文文献；② 在文献
或文献附件中未能提供评估患者偏好或价值观完

international network，GIN） [ 7 ] 和指南评价工具
AGREE II（Appraisal of Guidelines Research and

整问卷内容，包括前言、正文（被调查者信息、调查
项目、调查者信息）和结束语[9]。

Evaluation Ⅱ，AGREE Ⅱ）[8]均建议将患者的价值观
与偏好纳入临床实践指南制订的考虑中。

1.2 文献检索策略
计算机系统检索 PubMed、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CBM、CNKI 和 WanFang Data 数
据库，搜集国内外公开发表的指南制订过程中评估
患者价值观与偏好的相关文献，检索时限均为建库
到 2017 年 12 月 4 日。采用主题词和自由词相结合
的检索方式进行，并根据具体数据库调整。中文检
索词包括：临床实践指南、价值观、偏好。英文检
索词包括：clinical practice、instruction、routine、
patient preference、patient satisfaction、patient
acceptance 等。此外，通过 Google 网站和纳入的参
考文献索引进行补充检索。以 PubMed 数据库为
例，其具体检索策略见框 1。
1.3 文献筛选和资料提取
由 2 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若有分歧则讨论解
决或第三方协助判断。文献筛选时首先通过阅读
文题和摘要排除明显不相关文献，再进一步阅读全
文，以确定最终是否纳入。资料提取内容主要包
括：① 基本信息，包括作者、发表年份、疾病领

但在指南制订过程中如何更好地评估患者价
值观与偏好，目前还没有标准方法。问卷调查作为
调查的主要方法之一，可通过调查个人态度、知识
和实践的方法评估患者价值观与偏好 [9-12]。然而影
响患者价值观与偏好问卷制订和执行的因素很多，
一份设计合理的问卷可有效获取患者观点，促进指
南制订。心理测量方法学（psychometric
methodology，PM）[13]被用于衡量患者满意度问卷可
行性、可信度和可接受性，可用来评估问卷结构及
内容规范性。本研究采用心理测量方法对纳入调
查问卷内容和结构进行评估，调查目前有关患者价
值观与偏好问卷调查类研究的现状，并对问卷设计
所需考虑的因素进行总结。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与排除标准
1.1.1 研究类型 评估患者价值观与偏好的用于临

干预措施

干预措施的类别、疗程等均不
所有与患者价值观与偏好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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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1 PubMed 检索策略
#1 "Guidelines as Topic"[Mesh]
#2 "Practice Guidelines as Topic"[Mesh]
#3 "Guideline" [Publication Type]
#4 (((((guideline*[Title/Abstract]) OR consensus
[Title/Abstract]) OR instruction[Title/Abstract]) OR
routine[Title/Abstract]) OR "clinical practice"
[Title/Abstract]) OR "recommendation*"
[Title/Abstract])))))
#5 #1 OR #2 OR #3 OR #4
#6 "Patient Preference"[M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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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法等）、问卷预试验（纳入研究是否报告问卷在
正式应用于临床试验研究之前进行预试验的评
估）、可行性（纳入研究是否报告问卷的可行性）、
可信度测试（纳入研究是否应用 Cronbach's α 值对
问卷的可信度进行测试）、可接受性（包括问卷需
完成的时间及问卷的答复率）。每个条目按照各自
属性采用“是”、“否”评价：“是”，即充分报
告，指该条目的内容全面详细并且条目内容标准；
“否”，即未报告，指该条目未报告相关条目相关
信息。本研究对结果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

2 结果

#7 patient preference*[Title/Abstract]
#8 #6 OR #7
#9 "Patient Satisfaction"[Mesh]
#10 Patient* Satisfaction[Title/Abstract]
#11 #9 OR #10
#12 "Attitude to Health"[Mesh]
#13 (attitude to health[Title/Abstract]) OR health attitude*
[Title/Abstract]
#14 #12 OR #13
#15 "Treatment Adherence and Compliance"[Mesh]
#16 (adherence[Title/Abstract] AND compliance
[Title/Abstract])
#17 #15 OR #16
#18 patient decision[Title/Abstract]
#19 patient acceptance[Title/Abstract]
#20 "Patient Acceptance of Health Care"[Mesh]
#21 #19 OR #20
#22 patient perspective[Title/Abstract]
#23 health state utilit*[Title/Abstract]
#24 #8 OR #11 OR #14 OR #17 OR #18 OR #21 OR #22
OR #23
#25 #5 AND #24

域、研究类型、研究时间、患者特征及样本量的计
算方法等；② 调查设计情况，包括问卷调查的方
法、问卷需完成的时间、答复率、条目数量、问题设
置类型等。

1.4 纳入研究问卷的质量评价和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适用于对问卷内容评估的心理测
量方法学[13]评价纳入问卷质量。评价内容包括对问
卷内容的可行性[14]、预实验[15]、可信度和可接受性[16]
等的评估。具体条目包括问卷条目制订（纳入研究
是否报告问卷条目的制订方法，如专家共识法或尔

2.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初检出相关文献 7 008 篇，通过逐层筛选，最
终共纳入 20 篇文献[17-36]。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见图 1。
2.2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见表 1。
2.3 纳入问卷调查的基本特征
纳入问卷调查的基本特征见表 2。其中，采用
访谈形式的问卷有 16 份[18-27, 30-34, 36]（80%，16/20），通
过在线调查的问卷 1 份 [ 2 9 ] （5%，1/20 份），3 份问
卷 [17, 28, 29] （15%，3/20）未报告问卷调查方法。纳入
调查问卷条目数量的中位数为 10 个（2～50），每
份调查问卷平均为 4 页（1～17）。50% 的问卷采
用选择题结合打分量表的形式进行问题设置，打
分范围为 4～7 分，最常用的问题设置形式为“单
项选择题+打分量表”和“单项选择题+主观题+打
分量表”。2 个问卷 [20, 33] （10%，2/20）对纳入患者
使用激励措施，1 个研究 [20]受访者获得了 1 美元的
奖励，另 1 个 [33]获得了 15 美元的礼品卡。16 份问
卷 [17, 19-23, 24-29, 31, 32, 34-36]采用匿名调查的方式进行（80%，
16/20）。16 篇文献[17, 18, 20, 21, 23-29, 32-36]（80%，16/20）在研
究前获得患者的知情同意，4 篇文献 [19, 22, 30, 31]（20%，
4/20）未报告患者知情同意的情况。
2.4 问卷调查的质量评价
问卷调查的质量评价结果见表 3。20 篇文献中
仅有 5 篇文献[22, 23, 28, 29, 31]（25%，5/20）描述了问卷条目
的制订过程，其中 2 篇文献 [22, 29]的条目通过小组讨
论和文献检索制订生成，3 篇文献[17, 28, 25]的问卷分别
根据 the Sawtooth Software Technical Paper 指南、外
科专家的意见和探索性因素分析制订。仅有 1 份
调查问卷 [22]（5%，1/20）描述了预试验，通过调查 6
名纳入患者和 2 名专家对疾病的认知和问卷条目
的预期理解进行预试验，再针对问卷条目进行修
改。关于问卷可行性，仅有 6 份问卷[21-23,28,29,31]（3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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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数据库检索获得相关文献
（n=6 956）*

通过其他途径检索获得相关文献
（n=52）

剔重后获得文献（n=5 172）

阅读文题和摘要初筛（n=5 172）
排除（n=4818）：
• 非指南和患者价值观（n=4159）
• 指南非患者价值观（n=154）
• 系统评价（n=78）
• 计划书（n=15）
• 重复发表（n=340）
阅读全文复筛（n=354）
排除（n=334）
• 非患者价值观（n=178）
• 语言类排除（n =61）
• 非完整问卷（n=7）
• 非问卷（n =88）
纳入定性分析的文献（n=20）

图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所检索的数据库及检出文献数具体如下：PubMed（n=1 776）、EMbase（n=3 062）、The Cochrane Library（n=366）、CBM（n=918）、
CNKI（n=42）、WanFang Data（n=792）

表 1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纳入研究
Bo 2014[17]

涉及疾病领域

研究时间
（月）

研究地

肺癌

19

住院部

是否计算
样本量

是否调查
患者家属

是否考查对
疾病的认知

135

–

–

否

是

75

–

–

是

否

Vu 2015[19]

结肠镜检查术

–

门诊

500

是

–

否

是

Tong 2016[20]

肺癌

–

–

225

是

–

否

是

Sekimoto 2004[21]

2 型糖尿病

门诊

133

是

–

是

是

Welsh 2014

[18]

精神疾病

患者是否
培训

患者例数

3

3

–

Rid 2015

残疾

20

住院部/门诊

1 116

是

是

否

是

Noble 2015[23]

血栓

–

住院部

100

是

是

否

否

Mazur 1999[24]

前列腺癌

–

门诊

228

是

–

否

是

[22]

Matti 2010

视神经炎

5

门诊

27

是

–

否

是

MacIver 2016[26]

心力衰竭

12

门诊

25

–

是

否

是

Sanford 2012[27]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3

门诊

56

是

–

是

是

Koh 2010

前交叉韧带重建术

22

门诊

129

是

–

否

是

Ha，2017[29]

早产

2

门诊

311

否

是

是

是

Gareen 2015[30]

结直肠癌

12

门诊

2 310

否

–

否

是

Fiks 2013[31]

多动症

6

门诊

148

否

–

是

是

[25]

[28]

Eckman 2015

癌症相关血栓形成

–

门诊

123

是

–

否

是

Choudhry 2015[33]

黑色素瘤

12

门诊

301

–

–

否

否

Calderwood 2011[34] 结直肠癌

14

门诊

100

是

是

否

是

类风湿关节炎

–

门诊

243

否

–

否

是

1 型糖尿病

–

住院部

15

是

–

是

是

[32]

Bolge 2016

[35]

Hofman 2013[36]
–：未描述。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2018年8月第18卷第0期

•5•
表 2 纳入问卷调查的基本特征

问卷调查
条目
方法
数量

纳入研究

Bo 2014[17]

–

问卷内容和格式
页数

问题设置

打分量表（涉及相
选项
关条目数）

9

1

单选题

–

–

奖励
机制

匿名

知情
同意

–

是

是

访谈

10

3

打分量表

4 分（10）

很可能、可能、不太可能、不可能 –

–

是

Vu 2015[19]

访谈

12

2

单选题+打分量
表+主观题

4 分（3）

非常重要～根本不重要

是

–

Tong2016[20]

访谈

50

17

Sekimoto 2004[21]

访谈

7

Rid 2015[22]

访谈

46

Noble 2015[23]

访谈

Mazur 1999[24]
Matti 2010[25]

Welsh 2014

[18]

–

单选题+打分量表 5 分（3）

非常倾向于治疗措施 A、一般倾 是
向于治疗措施 A、无法决定、一般
倾向于治疗措施 B、非常倾向于
治疗措施 B

是

是

2

单选题+打分量表 –

–

–

是

是

6

单选题+打分
表+主观题

4 分（23）

非常重要、中等重要、有点重要、 –
根本不重要

是

–

10

7

单选题+打分量
表+主观题

5 分（10）

完全不同意～完全同意

–

是

是

访谈

2

1

单选题+主观题

–

–

–

–

是

访谈

19

3

多选题+单选题

–

–

–

是

是

MacIver 2016[26]

访谈

6

3

单选题+主观题

–

–

–

是

是

Sanford 2012[27]

访谈

18

4

单选题+主观
题+打分量表

5 分（11）

无、轻微、可忍受、可以忍受但我 –
为此调整我的活动或服用药物、
无法忍受

是

是

Koh 2010[28]

–

7

1

多选题+单选题

–

–

–

是

是

Ha，2017[29]

–

17

6

单选题+打分量表 5 分（3）

非常重要、比较重要、中立、比较 –
不重要、一点也不重要

是

–

Gareen 2015[30]

访谈

3

9

单选题+主观题

–

–

–

–

Fiks 2013[31]

访谈

9

1

打分量表

6 分（9）

完全不、几乎不、有点、非常、完 –
全

是

是

Eckman 2015[32]

访谈

2

1

单选题

–

–

–

是

是

Choudhry 2015[33]

访谈

10

4

单选题+主观
题+打分量表

7 分（3）

最优选的～最不优选的

–

–

是

Calderwood 2011[34] 访谈

20

12

是

是

Bolge 2016[35]

在线调查 11

3

单选题+打分量表 5 分（2）、4 分（1） 完全不开放、不太开放、有些开 –
放、开放、非常开放、强烈倾向于
自我注射～强烈倾向于静脉输液

是

是

Hofman 2013[36]

访谈

2

打分量表+主观题 6 分（13）

是

是

13

单选题+打分量表 5 分（13）

–

非常同意、同意、既不同意也不反 是
对、反对、强烈反对

非常困难～非常容易、根本不可 –
能～极有可能

–：未描述。

通过询问患者问卷可实施的程度并对问卷内容未
涉及其他方面进行补充；仅有 1 份问卷 [ 2 5 ] （5%，

验和建议等）。问卷制订者在设计患者价值观与偏
好评估问卷时，考虑最多的是有效性因素（42.3%），

1/20）通过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α）对问卷可信
度进行测试，Cronbach's α 值为 0.74～0.87。在问卷

其中主要涉及治疗措施的疗效。考虑较多的因素
是安全性和预后因素（15.4%），其中主要涉及副作

的可接受性方面，所有问卷完成的时间范围为
10～30 分钟；仅有 6 篇文献[18, 21, 22, 25, 29, 33]报告了答复

用及并发症的风险及疾病复发的风险。其他方面
因素占 26.9%，包括患者关注较多的医生的建议、

率，问卷答复率均超过 50%。
2.5 评估患者价值观与偏好问卷影响因素的条目

医生经验和治疗费用等因素。

和领域
表 4 列出了问卷制订者在评估患者价值观与
偏好问卷设计时考虑的主要因素。本研究将影响
因素分为 4 个领域：有效性因素、安全性因素、预
后因素和其他方面（包括患者的治疗费用、医生经

3 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患者价值观与偏好问卷结构和
内容质量的评估基本信息的提取，系统评价并质性
分析了指南制订过程中评估患者价值观与偏好问
卷设计的考虑因素，以期在制订患者价值观和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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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纳入问卷的质量评价
可接受性

问卷条目的制订

问卷的预试验

可行性

可信度测试
（Cronbach's α）

问卷需完成的时间

答复率

Bo 2014

–

–

–

–

–

–

Welsh 2014[18]

–

–

–

–

–

√

Vu 2015[19]

–

–

–

–

–

–

Tong2016[20]

–

–

–

–

√

–

Sekimoto 2004[21]

–

–

√

–

–

√

Rid 2015[22]

√

√

√

–

√

√

纳入研究
[17]

Noble 2015

[23]

√

–

√

–

√

–

Mazur 1999[24]

–

–

–

–

–

–

Matti 2010[25]

–

–

–

–

–

√

MacIver 2016[26]

–

–

–

–

–

–

Sanford 2012[27]

–

–

–

–

√

–

Koh 2010[28]

√

–

√

–

–

–

Ha 2017[29]

√

–

√

–

√

√

Gareen 2015[30]

–

–

–

–

–

–

Fiks 2013

[31]

√

–

√

√

–

–

Eckman 2015[32]

–

–

–

–

–

–

Choudhry 2015[33]

–

–

–

–

–

√

Calderwood 2011[34]

–

–

–

–

√

–

Bolge 2016[35]

–

–

–

–

√

–

Hofman 2013[36]

–

–

–

–

–

–

–：未描述。

有关调查问卷时提供参考。

物的服用频率、住院及恢复的时间。安全性因素主

3.1 问卷形成的主要步骤
问卷形成的第一步是条目的生成与制订，原始
条目可通过检索文献 [37]、德尔菲法 [38]和共识会议 [39]
产生，其余相关条目可参考患者价值观与偏好的考
虑因素创建。问卷的下一步是在初始问卷内容的
基础上进行预试验[40]，在保证患者与问卷制订者对
条目的理解达成一致后让患者进行问卷的填写，再
基于预试验的结果来精简完善条目并改进研究调
查方式等。此外，在预试验后，问卷的最终版本应
进行内容可行性的考量和可信度的测。本研究建
议针对患者价值观和偏好的问卷应在正式调查前
对其内容进行可信度的评估。值得注意的是，我们
还必须考虑问卷的可接受性。问卷的可接受性是
指问卷的答复率和完成时间；高答复率代表问卷
的可接受性良好。一般来说，问卷形式越简单、完
成问卷的时间越短，其可接受性就越高。除以上内
容之外，在调查研究开始前纳入患者需签署知情同
意书并通过培新对问卷的相关知识进行了解。
3.2 制订有关患者价值观和偏好问卷时考虑的因素
3.2.1 有效性和安全性因素 有效性因素和安全性
因素是问卷制订者评估患者价值观与偏好时考虑
最多的因素。有效性因素包括治疗措施的便利性、
治疗措施及药物制剂的类型、治疗措施的疗效、药

要是治疗措施导致的不良反应及并发症的风险。
常见的风险包括感染、出血、疼痛甚至死亡 [41] 。并
发症包括可能会出现的神经系统并发症、心血管并
发症、胃肠道并发症等 [42, 43]。本研究建议在设计评
估患者价值观与偏好问卷时，考虑有效性因素和安
全性因素的相关内容以更好地全面评估患者价值
观与偏好，同时利于患者选择更优的治疗方案。
3.2.2 预后因素和其他因素 预后因素包括疾病复
发的风险和治疗后恢复的情况。本研究建议在制
订有关患者价值观与偏好问卷时详细描述疾病预
后的信息。在考虑了以上因素后，其他因素中的医
疗费用、医生的经验和建议也是影响患者价值观和
偏好的重要因素，治疗方案中患者的经济负担占患
者偏好和价值观问卷的很大一部分。因此，本研究
建议在设置选项的过程中，应详细显示各种治疗方
法所需的费用。

3.3 优势和局限性
本研究为首次针对指南制订过程中评估患者
价值观和偏好问卷设计考虑因素的系统评价，研究
的优势包括明确的纳入排除标准、全面精确的文献
检索、高度一致的数据提取过程。但是本研究的研
究仍有一些局限性。首先，本研究只纳入了英文和
中文的研究；其次，虽然本研究最终纳入了 2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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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调查问卷中有关价值观和偏好的领域和条目摘要
评分量表及
疾病类型
问题设置

领域

纳入研究

问题实例

有效性 治疗措施的
因素
便利性

Ha 2017[29]

您更偏向于家中自行注射药物，还是由医护人员通过静脉输液给您用 5 分量表
药？（1=强烈地偏向自行注射；2=有点偏向自我注射；3=没有自我注射
和静脉输液之间的偏好；4=有点偏向静脉输液；5=强烈偏向静脉输液）

类风湿关
节炎

Hofman 2013[36]

拆卸/取下针帽容易还是困难？（1=非常困难；6=很容易）安装或使用针 6 分量表
头容易还是困难？（1=非常困难；6=很容易）

1 型糖尿
病

治疗措施及药物 Welsh2014[18]
制剂的类型

您更可能接受哪种治疗措施？（通常作为药片服用、药片或液体服用、谈 4 分量表
话治疗）

精神疾病

治疗措施的疗效 Ha 2017[29]

您认为药物的治疗的疗效重要吗？（非常重要、稍微重要、中性、稍微不 5 分量表
重要、一点也不重要）

早产

Ha 2017[29]

当考虑环扎术治疗，您认为药物疗效是否重要？（非常重要、稍微重要、 5 分量表
中性、稍微不重要、根本不重要）

早产

Sekimoto 2004[21] 关于治疗方案，您认为哪些信息是必要的？（风险和疗效、结果概率、专 单项选择题 2 型糖尿
家姓名、复发风险、医生的建议）
病
治疗时间

Tong 2016[20]

如果这些程序在各方面都是相同的，你更接受哪种治疗措施？（开放手 单项选择题 肺癌
术：3 小时；微创手术：3 小时；聚焦辐射：1 小时门诊）

Tong 2016[20]

焦点辐射最让你烦恼的是什么？（每次治疗需持续 1 小时；肿瘤不切 单项选择题 肺癌
除；只杀死肿瘤细胞；在门诊难以进行治疗）

药物的服用频率 Eckman2015[32]

您更接受药物的哪个服用次数？（每日 2 次：超过 24 小时的作用时间； 单项选择题 癌症相关
每日 1 次：超过 12 小时的作用时间）
血栓形成

Sekimoto 2004[21] 你每天服用药物的可能性有多大？（可能性不大、不大可能、不太可能、 5 分量表
也不太可能、很可能）
住院及恢复的
时间

Tong 2016[20]

安全性 不良反应及并发 Bo2014[17]
因素
症的风险

慢性粒细
胞白血病

开放手术最让你烦恼的是什么？（5 晚住院时间、在家 6～8 周的恢复时 单项选择题 肺癌
间）
影响治疗决策的原因：（副作用最少，医生的建议，治疗措施痛苦少）

单项选择题 肺癌

Ha 2017[29]

当考虑环扎术治疗时，对婴儿的潜在副作用的风险的考虑是否重要？ 5 分量表
（极重要的、稍微重要的、中性的、稍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

早产

Koh 2010[28]

下列哪个属性最影响你的选择？（需要检查的次数、承担责任问题、检查 5 分量表
或治疗的费用并发症的发生率）

结直肠癌

Bo Yang，2014[17] 最终选择治疗决策的原因：（副作用最少、医生的建议、治疗措施痛苦 单项选择题 肺癌
少）
预后
因素

复发的风险

Sekimoto2004[21]

在下面的问题中，如果复发的风险不同，你有可能停止为你的慢性粒细 单项选择题 慢性粒细
胞白血病药物治疗吗？如果复发的风险是 20%、40%、60%？（我绝对会
胞白血病
停下来；我很可能会停下来；我会中立；我很可能不会停止；我绝对不
会停止）

Sekimoto 2004[21] 关于治疗方案，您认为哪些信息是必要的？（风险和收益、结果概率、专 单项选择题 2 型糖尿
家姓名、复发风险、医生的建议）
病

其他
因素

Matti2010[25]

你对在复发的情况下有一个行动计划有什么看法？（不感兴趣、也许有 单项选择题 视神经炎
用但不确定、会考虑、肯定会有行动计划）

恢复情况

Koh 2010[28]

如果你选择同种异体移植，原因是什么？（治疗后愈合较好、费用昂贵、 多项选择题 前交叉韧
无组织排斥或疾病传播风险、医生的建议）
带重建术

需支付的费用

Koh 2010[28]

下列哪个选项最影响你治疗措施的选择？（检查所需的次数、需承担的 单项选择题 结直肠癌
责任、检查和治疗所需的费用、并发症的发生率）

Koh 2010[28]

如果你选择同种异体移植，原因是什么？（治疗后愈合较好、费用昂贵、 多项选择题 前交叉韧
无组织排斥或疾病传播风险、医生的建议）
带重建术

Tong 2016[20]

你的医生的经验对你有多重要？（与其他因素相比不重要、有点重要、非 4 分量表
常重要、非常重要）

肺癌

Ha 2017[29]

当决定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时，下列哪一种最适用？（1=我作出最终的 5 分量表
处理决定；2=我做出最终处理决定后，同时考虑医生的建议；3=医生和
我共同决定治疗；4=医生做出最终决定，同时认真考虑我的意见；5=医
生决定治疗）

类风湿性
关节炎

医生的经验与
建议

Sekimoto 2004[21] 关于治疗方案，您认为哪些信息是必要的？（风险和收益，结果概率，专 单项选择题 2 型糖尿
家姓名，复发风险，医生的建议）
病
Koh 2010[28]

如果你选择同种异体移植，原因是什么？（治疗后愈合较好、费用昂贵、 多项选择题 前交叉韧
无组织排斥或疾病传播风险、医生的建议）
带重建术

Bo 2014[17]

最终选择治疗决策的原因：（副作用最少、医生的建议、治疗措施痛苦 单项选择题 肺癌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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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问卷，但也有可能存在其他符合标准的问卷
由于不符合检索式未能被纳入。
综上所述，目前在临床实践指南制订过程中，
仍然未形成针对患者偏好和价值观的问卷设计的
标准和方法，应进一步研究开发标准化工具来设计
和衡量有关患者价值观和偏好的问卷。本研究建
议今后在制订患者价值观与偏好问卷时，要充分考
虑与评估针对患者治疗措施的有效性、安全性、预
后因素及其他因素，设计更多规范、高质量的问卷
去评估患者价值观与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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