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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制定并验证中文版简版ＭｃＧｉｌｌ疼痛问卷．２（Ｓｈｏｎ—ｆｏｍｌ ＭｃＧｉｌｌ

Ｐａｉ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２，

ｓＦ．ＭＰＱ一２）。方法：１．制定中文版ｓＦ—ＭＰＱ一２：经正向翻译和逆向翻译得出初步中文版ｓＦ—
ＭＰＱ一２，再经预实验和专家讨论后得出最终的中文版本。２．验证中文版ｓＦ．ＭＰＱ一２：共１０家研究
中心参与研究；每个中心随机采用神经病理性疼痛患者７例，伤害感受性疼痛患者７例。入选的
患者自行填写ｓＦ—ＭＰＱ一２。３．分析量表的信度（使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０【系数和Ｇｕｔｔｍａｎ分半系数分析组
内一致性）和效度（表面效度、结构效度，包括因子分析、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系数）。结果：中文版
ｓＦ—ＭＰＱ一２的表面效度好。中文版ｓＦ—ＭＰＱ一２的信度（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０【系数和Ｇｕｔｔｍａｎ分半系数均大

干ｏ．７）和结构效度好（共提取出４个公共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５２．６３１％；各条目的因子１｛ｌ荷

在相应的公共因子中都大干ｏ．４０；除１个条目外其他各条目与所属维度之间Ｓｐｅ姗ａｎ秩相关系
数均大干０．４０）。结论：中文为母语的患者可以使用本研究制定并验证的中文版ｓＦ—ＭＰＱ一２全面评
估包括神经病理性疼痛在内的疼痛情况。
关键词疼痛评估，神经病理性疼痛；量表；ＭＰＱ；ＭＰＱ一２；ＳＦ—ＭＰＱ一２
ＭＵ Ｌ，ｒＩ－ＣＥＮ。Ｉ’ＥＲ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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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Ｆａ，ＷＡＮＧ Ｊｉａ—Ｓｈｕａｎｇ，ＷＥＩ

Ｘｉａｏ—Ｗｅｎ，儿Ｎ

Ｘｉｎｇ，ＬＩＵ Ｈｕｉ，ＹＩＮ Ｙａｎ，ＷＵ

Ｙｉ，ＬＩＵ Ｈｏｎｇ—Ｊｕｎ，ＺＨＡＮＧ Ｄａ－Ｙ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Ｙｏｎｇ，ＬＩＮ

Ｊｉａｎ，ＨＵＡＩ Ｈｏｎｇ—Ｂｏ，ＦＵ Ｚｈｉ—Ｊｉａｎ，ＺＨＡ０ Ｘｕ—Ｌｉ，ＤＵ Ｄｏｎｇ—Ｐｉｎｇ，ＸＵ

Ｙｏｎｇ—Ｍｉｎｇ，ＹＡＮ

Ｌｏｎｇ—Ｔａｏ，

ＭＡＯＰｅ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ｆ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Ｐｅｋｉｎｇ

Ｏｂｉｅｃｔｉｖｅ：Ｔｂ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ｊｔｙ，Ｂｅｉｊ ｉｎｇ

１

０００４４）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ｏｎ．ｆ－０ｎｎ

ＭｃＧｉｌｌ Ｐａｉ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一２（ＳＦ－ＭＰＱ一２）．Ｍｅｔｈｏｄｓ：１１ｗｏ ｆｏｎｖａｒ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ｍａｄｅ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ｗａｓ ｍａｄｅ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Ｐｉｌｏｔ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ａｉｎ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１ ４０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ｅｎｒｏｌｌｅｄ ｉｎ
ａｎｄ ７０ ｎｏｃｉｃｅｐｔｊＶｅ ｐａ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ｔｅｎ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仅ｃｏｅｆｈｃ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Ｇｕｔｔｍａｎ ｓｐｌｉｔ－ｈａｌｆ

ｃｏｅ衔ｃｉｅｎｔｓ）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ｆａｃｅ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基金项目：辉瑞制药有限公司研究者发起研究基金（ｗｓ５３８３５６）
６通讯作者ｙｍｎ９６５＠ｓｉｎａ．ｃｏｍ

万方数据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Ｃｈｉｎａ，７０ 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ｉｃ ｐａ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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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ｈｃｉｅｎｔｓ）ｏｆ ＳＦ．ＭＰＱ．２
ａ

ｗｅｒ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Ｆ．ＭＰＱ一２

ｈａｄ

ｇｏｏｄ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ｃｏｅ确ｃ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Ｇｕｔｔｍａｎ ｓｐｌｉｔ—ｈａｌｆ ｃｏｅｆ丘ｃ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０．７）．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Ｆ．ＭＰＯ一２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Ｆｏｕｒ ｃｏｍｍ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ｅｒ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Ｔｈｅ

ｏｆ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ｂｕ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ａｓ ５２．６３ １％．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ｅａｃｈ ｉｔｅｍ ｗａ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０．４０．Ｔｈｅ ｓｐｅａｍｌａｌｌ’ｓ ｒａｎｋ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衔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ｔｅｍｓ ｗｅｒ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０，４０ ｅｘｃｅｐｔ ｆｏｒ ｏｎｅ ｉｔｅｍ．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ａｎ

ｗｈｏｓｅ ｎａｔｉｖｅ ｌａｎｇｕａ２ｅ ｉ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Ｆ—ＭＰＱ一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ｎｄ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ｂｏｔｈ 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ｉｃ ｐａｉｎ ａｎｄ ｎｏｎ—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ｉｃ ｐａｉｎ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Ｐａｊ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ｊｏｎ；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ｊｃ ｐａｉ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ＭＰＱ；ＭＰＱ一２；ＳＦ—ＭＰＱ一２

Ｍｃ Ｇｉｌｌ疼痛问卷（Ｍｃ Ｇｉｌｌ ｐａｉ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经病理性疼痛（糖尿病痛性神经病、带状疱疹后遗

ＭＰＯ）¨１自１９７５年发表以来已经使用了３０余年，

神经病理性疼痛、原发三叉神经痛、原发舌咽神经

是广泛使用的临床工具和研究工具。但近些年神经

痛），伤害感受性疼痛（肱骨外上髁炎、膝骨Ｉ生关

病理性疼痛因其临床表现特殊、诊治难度大而受到

节炎、足底筋膜炎、肋软骨炎）；④两位从事疼痛

广泛的关注。ＭＰＱ因制定年代久远未包含评估神经

专业的主治医师（或同等资历）诊断一致（各中心

病理性疼痛的评估条目，自．一定的局限性。Ｄｗｏｒｋｉｎ

执行统一的，经１０家研究中心专家讨论后制定的

等人在简版ＭＰＱ（ｓｈｏｒｔ—ｆｏｒｍ ＭＰＱ，ｓＦ—ＭＰＱ）基础

诊断标准）。排除标准：①无自主行为能力，不能

上制定了ｓＦ—ＭＰＱ一２１２ｌ。ＳＦ—ＭＰＱ一２共包括２２个条

读写中文；②混合性疼痛的患者。

目，其中６个条目是针对神经病理性疼痛的问题，

每个研究中心纳入神经病理性疼痛患者７例，

操作简便省时，并且能够全面评估神经病理性疼痛

伤害感受性疼痛患者７例；共计纳入神经病理性疼

与非神经病理性疼痛。但ｓＦ—ＭＰＱ一２是在英文环境

痛患者７０例，伤害感受性疼痛患者７０例。患者签

下制定并验证的，如果在中文环境下使用需要制定

署知情同意书后自行填写ＳＦ—ＭＰＱ一２，必要时由经

相应的中文版量表并进行验证。在中华医学会疼痛

过统一培训的调查者为患者解释量表中的问题。

学分会倡导下，来自中国各地的１０家三甲医院疼
痛科进行了中文版ｓＦ—ＭＰＱ一２的制定与验证工作。

研究中心（按拼音首字母排序）：北京大学人
民医院麻醉疼痛科；广州红十字医院疼痛科；华西
医院疼痛科；吉林省人民医院疼痛科；南京军区总

方

法

医院疼痛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疼痛科；南京
鼓楼医院疼痛科；山东省立医院疼痛科；上海第六

１．制定中文版ｓＦ—ＭＰＱ一２原作者授权后，两
名中文为母语、英文流畅的翻译人员，各自将ｓＦ—

人民医院疼痛科；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
３．统计方法使用ＳＰＳＳ

ｆｏｒ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ｌ

３．０软件进

ＭＰＯ一２翻译成中文：将这两份翻译版本综合成第１

行统计分析。分析中文版ｓＦ—ＭＰＱ一２的信度（使用

个中文版本。另两名英文为母语、中文流畅的翻译

Ｃｍｎｂａｃｈ’ｓ

人员，各自将第１个中文版本翻译回英文。然后比

致性）和结构效度（因子分析和ｓｐｅａｎｎａｎ相关系

较原版ＳＦ—ＭＰＱ一２和翻译成英文的ＳＦ—ＭＰＱ一２。认

数）。

ｏ【系数和Ｇｕｔｔｍａｎ分半系数分析组内一

真分析每一个不一致的地方，修改第１个中文版本
结

得到第２个中文版本。预实验请５名中文为母语的
疼痛患者，填写第２个中文版本；评价其信度、措

１．基本情况：患者性别和年龄情况（见表１）。

辞是否恰当以及对翻译后问卷的接受度。根据临床
医生和患者的反馈得出第３个中文版本。来自１０

表ｌ患者性别与年龄

家研究中心的疼痛学科专家共同讨论第３个中文版

１ｈｂｌｅ １

本的专业性、实用性及准确性，做出适当修改得出
第４个中文版本，即最终版本ｐ】。
２．验证中文版ＳＦ—ＭＰＱ一２纳人标准①疼痛３
个月及以上（持续存在或反复发作）的患者；②高
中以上文化程度，能够听懂普通话；③符合下列
神经病理性疼痛或非神经病理性疼痛中的一种：神

万方数据

果

ＰａｔｉｅⅡｔｓ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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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２．信度：ｓＦ—ＭＰＱ一２的内部一致性ｃｍｎｈａｃｈ’ｓ

０．７９７，大于０．５，可应用因子分析法，条目问具有

仪系数为ｏ．８４４，Ｇｕｔｔｍａｎ分半系数为ｏ．７９１，均大

偏相关性。通过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分析，共提出

于０．７。各维度的Ｃｍｎｈａｃｈ’ｓ仅系数（见表２），均

４个公共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５２．６３１％。可以

大于０．７。

认为与量表设计的４个维度吻合度较高，测定结果
符合量表设计的构想。各条目的因子负荷矩阵（见
表３）。可见各条目的因子负荷都只在某一因子较

表２ ＳＦ—ＭＰＱ一２各维度的ｃｍｎｈａｃｈ’ｓ仪系数
Ｔｈｂｌｅ ２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ｃｏｅｆ矗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ｈａｓｅ

ｉｎ

高，说明各因子问相互独立，证明ｓＦ—ＭＰＱ一２具有
良好的结构效度。②条目与维度间相关性分析：除

ＳＦ－ＭＰＱ－２

神经病理性疼痛维度中的ｃ２条目（冷痛）与所属
维度总分问相关系数小于０．４０外，其他各条目与所
属维度之间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秩相关系数均大于０．４０。绝
大多数条目与所属维度的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秩相关系数均大
于与其他维度的相关系数（见表４）。
表４ ｓＦ—ＭＰＱ一２的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秩相关系数
Ｔｈｂｌｅ ４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ｒａｎｋ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矗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ＳＦ－ＭＰＱ－２

３．效度
ｆ １）表面效度：经十家研究中心的疼痛学科专

家共同讨论后证实３个量表的表面效度好。
（２

１结构效度：①量表和各维度因子分析：以

ｓＦ—ＭＰＯ一２的２２个条目为变量，考察条目结构与
量表结构的吻合程度；应用因子分析法前，进行
Ｂａｒｌｅｔｔ球性检验，ｘ

２＝１１

１８．７８４，Ｐ＜０．０００１，说明条

目相关矩阵不是单位阵，各变量不独立。ＫＭＯ值为
表３ ｓＦ—ＭＰＱ一２的因子负荷矩阵（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
１ｈｂｌｅ ３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ｏａｄｉｎｇ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ＳＦ－ＭＰＱ一２（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ｍａｘｉｍｉｚｉｎｇ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

８

Ｏ

３

Ａ６轻压痛Ｔｅｎｄｅｒ

Ｏ

９

Ｂｌ射击样疼痛ｓｈ００ｔｉｎｇ

Ｏ

８

Ｂ２刀割痛Ｓｔａｂｂｉｎｇ ｐａｉｎ

Ｏ

７

Ｂ３尖锐痛ｓｈａｒｐｐａｉｎ

Ｏ

３

Ｂ４撕裂痛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 ｐａｉｎ
Ｂ６穿刺痛Ｐｉｅｒｃｉｎｇ

Ｏ

９

Ｏ

ｌ

ｃ５麻刺痛或针刺痛Ｔｉｎ曲ｎｇ ｏｒ ｐｉｎｓ ａ１１ｄ ｎｅｅｄｌｅｓ
Ｂ５电。击痛Ｅｌｅｃｔｒｉｃ一８ｈｏｃｋ ｐａｉｎ
ｃ３轻轻触摸导致的疼痛Ｐａｉｎ ｃａｕｓｅｄｂｙ １ｉ加ｔｔｏｕｃｈ

Ｏ

硒＂∞醯ｍ弱研％∞ ２

Ａ１跳痛Ｔｈｍｂｂｉｎｇｐａｉｎ
Ａ３持续性咬痛Ｇｍｗｉｎｇ

ｐａｉｎ

ｐａｉｎ

Ｏ．５２３
０．４８３
Ｏ．８２６

Ｄ２令人厌恶的ｓｉｃｋｅｎｉｎｇ

Ｄ３害怕Ｆｅ蕊１ｌ

Ｏ．６４８

Ｄ４折磨一惩罚感Ｐｕｎｉｓｈｉｎｇ—ｃｎｌｅｌ

Ｏ．７０７

Ａ４酸痛Ａｃｈｉｎｇｐａｉｎ
Ａ５坠痛Ｈｅａｖｙｐａｉｎ

０．７５０

ｃ２冷痛ｃｏｌｄ一‰ｅｚ堍ｐａｉｎ

０．５６ｌ

Ｄｌ疲惫一无力Ｔｉ＾ｎｇ－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ｎｇ

０．７６８

０．４６９

Ａ２痉挛牵扯痛ＣⅢｎｐｉｎｇ
ｃｌ热灼痛Ｈｏ卜ｂｕｒｎｉｎｇ
Ｃ４瘙痒Ｉｔｃｈｉｎｇ
Ｃ６珀∈木ＮＩｌｍｂｎ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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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ｉｎ

ｐａｉｎ

Ｏ．４８２
Ｏ．４４２
０．７５４
Ｏ．４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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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现量表的集合能力好。
重测信度是信度评价的一方面，需用量表先

神经病理性疼痛患者往往用一些特异性的词汇

后测量调查对象２次，２次间隔的时间为２４～３６小

描述他们的疼痛，例如麻刺痛、针刺痛、放电样疼

时，评价量表测量结果的稳定性。但本次研究中因

痛、烧灼样疼痛等。ｓＦ—ＭＰＯ一２加入了６个针对神

客观条件限制未能评价重测信度，在进一步研究中

经病理性疼痛的问题，能够对各种疼痛性质进行

可完善这方面的评价。综上，本研究制定的中文

全面评估，既有助于临床上辅助诊断、制定治疗

版ｓＦ—ＭＰＱ一２信度和表面效度好，经多中心验证后

方案、评估治疗效果，也可以用于科研工作【２】。我

证实中文版ＳＦ—ＭＰ０—２的结构效度好。中文为母

们在得到原量表作者的授权后，进行了中文版ｓＦ—

语的患者可以使用本研究制定并验证的中文版ｓＦ—

ＭＰＱ一２量表的制定与多中心验证研究。
对于量表的验证一般从两个角度进行，即信度

ＭＰＱ一２，全面评估包括神经病理性疼痛在内的疼痛
情况。

和效度。信度是指量表所测试结果的可靠程度，量

致谢：感谢ｓＦ—ＭＰＯ一２的作者Ｒｏｈｅｒｔ Ｈ．Ｄｗｏ卜

表本身所含条目的内部一致性也要强。常用的检

ｋｉｎ等人。感谢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和北京大学

测方法有Ｃｍｎｂａｃｈ’ｓ ｄ系数和Ｇｕｔｔｍａｎ分半系数，

第六医院胜利医生！

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量表的信度，值越高说明量
表的内部一致性越高，一般信度应大于ｏ．７【４·５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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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版ＳＦ—ＭＰＱ一２量表整体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ｄ系数和
Ｇｕ【【Ｉ一·ａｒ－分半系数都达到了０．７以上，４个维度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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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ｍａｊ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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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Ｈ，Ｔｕｒｋ ＤＣ，Ｒｅｖｉｃｋｉ ＤＡ，ｅｔ ａ１．ＤｅＶ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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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重要主题一致，且公共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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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公共因子，这与原量表设计的４个维度相符。累

４２．

计方差贡献率为５２．６３１％，高于４０％。此外每个条
目在某个公共因子上的负荷值应大丁０．４【６’”。如果
一个条目在所有的因子上负荷值均较低，说明其意
义不明确，应修改或删除。从表４中的因子负荷矩
阵来看，各条目的因子负荷在相应的公共因子中都
大于０．４０，说明各因子问相互独立，从而证明中文
版ＳＦ—ＭＰＱ一２的结构效度较为理想。
进一步分析各条目与所属维度的相关性，计算
ｓｐｅａⅡｎａｎ秩相关系数，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秩相关系数是一个
非参数性质的秩统计参数，用来度量两个变量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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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秩相关系数小于０．４０外，其他各条目与所属维
度之间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系数均大于０．４０。总体结果体

［３］Ｖａｎ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ａｎｄ

ａｎ

ＳｅＶｅｎｔｅｒ Ｒ，Ｖｏｓ Ｃ，Ｍｅｅｒｄｉｎｇ Ｗ，ｅｔ ａ１．Ｌｉｎｇｕｉｓ—

ｔｉｃ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Ｎ４ ｆｏｒ

ｕｓ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Ｅｕｒ Ｊ Ｐａｉｎ，２０１０，１４：５８～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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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临床心理学杂志，２００１．９：３１５～３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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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ＭｃＧｉ｜｜疼痛问卷一２（ｓＦ—ＭＰＱ一２）
此问卷向您提供了一系列描述不同疼痛及相关症状性质的词汇。请在能最确切描述您在过去一周所能
感觉到的每一种疼痛及相关症状强度的数字上划ｘ。如果此词汇不能描述您的疼痛或相关症状，请选择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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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跳痛

无［］［二［］［］［二［］［二［］［二［］臣］匿］■■■■■■—■■■■■■■—■■叫最剧烈
无［］［］二］二］二！二］二玉二工二至二工二至二】■囝■■■疆■■●■■●■■■■匝最剧烈
无［］［二［］［二［二［］［二［］［二［］［］［］■——■■●■■■■—■■■—■■匝最剧烈
无［］［］二］二］二］二］二三二１二至二工二夏二】■日■—■疆■■■■■■■—■■匝最剧烈
无［］［］二］二］二三二］二三二工二至二工二至二ｌ■曩■■●曩■■■■■■■■■■匝最剧烈
无［］［］二］二］二】二］二三二工二至二工二至二】■日■■■疆■■■■■■●■●■匝最剧烈
无［］［］二］二］二ｊ二１二三二工二至二工二夏二１■日■——■■■■■■■■■■■匝最剧烈
无［］［］二互二工二￡二［］［］二１二工二至二■●—■■国■■■囵■■■曩—■匝最剧烈
无［］［］二］二］二】二］二至二工二互二工二夏二】■日■■■■■■■■■■■■■■匝最剧烈
无［］［］二］二］二ｊ二］二三二工二互二工二至二】■日■—■■■■■—■■■—■■匝最剧烈
无［］［］二］二］二】二］＝互二工二互二工二互二ｌ■囝■■■曩■■●■■■■■■■匝最剧烈
无［］［］二］二］二至二］二ｊ二工二至二工二至二ｌ■日■■■■■■■■■■■—■■匝最剧烈
无［］［］二］二］二至二］二三二工二至二工二夏二ｌ■日■■■■■■■■■■■■■■匝最剧烈
无［］［］二］二］＝】二］二至二工二互二工二至二】■囝■■■曩■■——■■■■■■匝最剧烈
无［］［］二］二］二】二］二夏二工二至二工二夏二】■日■■■疆■■■■■■■—■■阻最剧烈
无［］［］二］二］二】二］二至二］二至二工二至二】■日■■■田■■■■■■—■■■匝最剧烈
无［］［］二］二］二】二］二至二工二至二工二互二】■囝■■■曩■■—■■■■■■■匝最剧烈
无［］［］二］二］二】＝］二至二工二至二工二夏二】■囝■■■田—■—曩■■■■■■匝最剧烈
无［］［］二］二］二】二］二三二工二至二工二至二１■囝—●■曩■—■—■■■——■匝最剧烈
无［］［］二！二工二￡二［］［］＝１＝工二互二■——■■国■——囵■—■■■■匝最剧烈
无［］［］二］二］二】二］二三二工二互二工二至二】■日■■■曩■■■—■■■■■■匝最剧烈
无［］［］二］二］二】＝丁二三二工二至二工二蔓二ｌ—墨—●●曩■■■■■■■■■■匝最剧烈

２．射击样疼痛（猛烈的冲击痛，类似弹弓射击痛）
３．刀割痛

４．尖锐痛

５．痉挛牵扯痛
６．持续性咬痛
７．热灼痛
８．酸痛
９．坠痛

１０．轻压痛

１１．撕裂痛

１２．疲惫一无力
１３．令人厌恶的
１４．害怕

１５．折磨一惩罚感
１６．电击痛
１７．冷痛

１８．穿刺痛

１９．轻轻抚摸导致的疼痛
２０．瘙痒

２１．麻刺痛或针刺痛或蛰痛
２２．麻木

以下由医牛填写：
总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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