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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在中医补土理论下，探讨溃疡性结肠炎（UC）与克罗恩病（CD）患者在生存质量上存

在的差异。方法 于本院 2018 年 12 月-2019 年 12 月收治的 UC 与 CD 患者中，分别选取 64 例、52 例为研

究对象，整理出所有患者的病历资料，包括年龄、性别等基本信息，在炎症性肠病生存质量问卷(IBDQ)、
情绪自评量表、一般健康状况问卷(SF-36)各量表的应用下，完成患者生存质量的评估与比较。结果 从患者

的生理职能、全身症状、情感功能、IBDQ 总分等各维度的评分比较上来看，CD 患者占据明显优势，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从中医补土的角度上进行分析，CD 患者的病理机制主要与太阴脾虚有

关，病情的变化并不会对患者的生存质量造成太大的影响。对 UC 患者的病理机制进行分析，主要与阴血分

受邪有关，伴随着病情的变化，患者的症状表现较为显著，对患者的生存质量有着较大的影响，故两者存

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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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quality of life between patients with ulcerative 
colitis (UC) and Crohn's disease (CD) under the theory of TCM nourishing soil. Methods: Among the UC and CD 
patients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18 to December 2019, 64 cases and 52 cases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 medical records of all patients, including basic information such as age and gender, 
were compiled. Unde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 (IBDQ), 
emotional self-assessment scale, and general health status questionnaire (SF-36), the evaluation and comparison of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were completed. Results: From the comparison of the scores of the patients' physiological 
function, systemic symptoms, emotional function, IBDQ total score and other dimensions, CD patients had a clear 
advantage,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Conclu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CM 
nourishing soil, the pathological mechanism of CD patients is mainly related to Taiyin and spleen deficiency, and 
the change of the disease condition will not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The analysis of the 
pathological mechanism of UC patients is mainly related to the evil of Yin and blood. With the change of the 
disease, the symptoms of the patients are more significant, which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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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疡性结肠炎（UC）、克罗恩病（CD）均属

于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炎症性疾病（IBD）的范畴，就

目前而言，以上两种疾病的发病机制还尚未明确，

在临床症状表现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中，

克罗恩病（CD）的出现，对患者的身体健康有着较

大的危害性，若患者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很有可能会损害到患者的胃肠道等部位，患者的临

床症状不一，如：腹痛、腹泻等，也有部分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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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并不显著。UC 也归属由于结肠炎症的范围，结

肠是主要的病变部位，在临床表现上，多数患者会

出现血便、腹痛等症状。虽然，在病理与肠镜表现

上，两种疾病会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从药物

治疗、临床表现以及遗传背景上来看，却存在着较

高的相似程度。近年来，我国医疗事业取得了较快

的发展，许多临床医学工作者纷纷将重点放在了

IBD 患者生存质量的研究上，进一步了解疾病的特

征，为临床治疗、护理工作的开展提供更多的参考

意见。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对象分别选取了我院 2018 年 12 月

-2019 年 12 月收治的 64 例 UC 患者与 52 例 CD 患

者。其中，UC 患者中共 38 例男性，26 例女性，最

大年龄为 66 岁，年龄平均值为（41.55±11.62）岁。

CD 患者中男 40 例，女 12 例，最大年龄为 65 岁，

年龄平均值为（42.54±10.54）岁。在临床检查下，

所有患者均已经确诊，患者的精神正常，能够与人

交流，无恶性肿瘤、血液系统疾病等其他病症类型，

本次研究均在所有患者知情下开展，从患者的年龄、

性别等基本资料的整理上来看，无统计学意义

（P>0.05）。 
1.2 方法 
在横断面观察性研究方式的开展下，根据所要

考察的内容，合理使用各评估量表，包括一般健康

状况问卷(SF-36)、生存质量问卷(IBDQ)、焦虑、抑

郁量表等，以纸质版的调查问卷来展开调查。其中，

患者焦虑、抑郁负面情绪的评估需依靠 SAS、SDS
评估量表来完成，受试者的健康相关生存质量评估

依靠 SF-36 和 
IBDQ 量表来完成。其中，无论是对你观察人群

还是普通人群的总体生存质量展开调查中，SF-36
均能够发挥出很好的作用，在医学领域中应用较为

广泛。在一般资料调查表内容的布置上，主要包括

两大部分。一方面，整理患者的年龄、性别、职业

类型、婚姻状况等相关信息，主要以受试者的社会

资料为主。另外一部分信息为患者的病因诱因、症

状表现、病程等临床资料。在各量表的实际应用中，

相关人员应严格按照量表的使用方法，完成本次调

查，确保调查后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1.4 统计学处理 
逐一向受试者发放调查问卷，并在指定时间内

统一回收。检查问卷中所填写的内容，指派专门的

工作人员完成调查表中信息的录入与整合，并对相

关信息进行仔细的核查，以免出现错误或者遗漏问

题。本次实验数据整理工作依靠 SPSS20.0 统计学软

件来完成，计量资料与计数资料分别使用 t、x2 进

行检验。 
2 结果 
2.1 从受试者一般资料调查表、焦虑（SAS）、

抑郁（SDS）自评量表的应用下，发现大部分患者

的负面情绪评分值均处于正常值范围内，少部分患

者会存在轻度的抑郁、焦虑情况。 
2.2 将受试者的 SF-36 评分与中国普通人群常

模对应评分的比较上来看，受试者对应分值普遍偏

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从 UC 与 CD
受试者各项资料的比较上进行观察，无论是患者的

职业、家族史、文化程度、年龄还是病程、病因诱

因指标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2.3 在 UC 与 CD 受试者 IBDQ 的评分比较中，

无论是患者的肠道症状、情感功能、社会功能还是

生存质量总分上，CD 受试者占据明显优势，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UC 与 CD 受试者生存质量评分比较（x±s） 

生存质量 IBD CD UC 常模 
SF-36 86.52±20.32 86.11±20.35 80.42±23.14 88.54±15.46 

生理功能 70.63±32.48 77.54±32.43 59.62±40.22 84.25±19.52 
生理职能 77.64±12.41 79.64±10.25 75.54±11.42 84.25±18.55 
躯体疼痛 46.78±14.22 51.42±12.66 39.65±15.47 69.25±18.57 
一般健康 65.41±20.24 72.45±15.47 58.65±22.47 71.45±14.68 
精力 76.52±25.47 82.47±24.54 66.87±26.55 87.85±14.78 

社会功能 70.25±17.58 74.58±35.74 65.22±37.85 86.75±16.57 
情感职能 70.55±13.44 77.47±8.59 65.75±36.85 79.88±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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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就目前来说，有关 CD 与 UC 患者生存质量的

相关研究仍在持续开展。不过，截止到现在为止，

尚无准确的定论。有关学者认为，前者的生存质量

要低于后者，分析原因可知，在 CD 患者疾病发展

的相关研究中，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因素，并且还

存在并发症的发生风险。也有相关学者认为，从临

床症状表现上进行观察，与 UC 患者相比较，CD 患

者的临床症状较为显著，伴随着疾病的发展，患者

的精神、社会功能也会受到一定的损害，继而导致

生存质量下降。还有相关学者认为， IBD 生存质量

上存在的差异，并不单单与 IBD 类型有关，可能与

患者心理不良应激反应、疾病严重程度等因素有关。

从本次研究相关数据的整理上来看，研究结果上存

在的差异，与判断标准、测量工具以及疾病严重程

度有着较大的联系。本次参与研究的大部分炎症性

肠病患者，均属于临床的缓解期，在对患者的生存

质量进行评估时，主要应用了 IBDQ 和 SF-36 评估

量表，属于学术界公认的测量工具，具有着较高的

可信度与公信力。 
在中医学术体系中的补土理论下，最先提出了

“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病症特征，并描述了相

应的治疗方法，包括生养散火、甘温除热等内容。

在国医大师路志的相关研究下，通过对现代社会环

境的改变进行分析，结合中医补土理论，认为在脾

胃功能受损的状态下，身体内部会产生湿浊之气，

存在气机不畅的现象，故引发各种疾病。在我院炎

症性肠病慢病的临床治疗中，选用了黄芪四君子汤，

以益气、运脾为目的，给予 CD 患者相应的干预措

施，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此外，CD 患者的疾病发展较为缓慢，在临床症状的

表现上，也并不剧烈，故对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性

不大。不过，由于患者的病机关键与太阴脾土受邪

有关。因此，观察 CD 患者的四肢、面容情况，多

数患者均存在消瘦、精神不振、乏力等症状，有些

患者还会存在悲观、抑郁等负面情绪。从患者的生

存质量上来看，患者的病情较为稳定，临床症状对

患者社会功能、情感功能的影响性不大。从患者疾

病严重程度上来看，该疾病的治疗难度较大，很难

完全根治。与 CD 相比较，UC 疾病的临床症状表现

较为剧烈，无法得到有效的控制，继而引起患者身

体上较为明显的反应。此外，UC 患者的心理、社会

功能也会随之受到影响。 
在炎症性肠病患者临床诊疗中，除了要根据患

者的病情情况，采取针对性治疗措施外，临床护理

工作的开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患者住院治

疗期间，护理人员需向患者提供心理上的疏导、用

药指导、饮食护理等基础护理服务，根据患者的文

化程度，开展健康知识教育，强化患者对自身疾病

的认知，使其配合护士的工作，将临床治疗效果发

挥至最大程度。 
在本次研究当中，UC 患者的生存质量显著低于

CD 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炎症

性肠病患者的临床治疗中，相关医学者应加大对患

者生存质量的研究力度，对各方面的信息进行综合

分析，给予患者针对性的干预措施，达到良好的预

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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