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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观经济与卫生委员会的报告以及随后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增强应对传染病：

摆脱贫穷的办法记录了卫生与经济发展之间不容置疑的联系以及与 HIV/艾滋

病和结核病等传染病有关的日益增多的卫生保健需求。大体而言，所有慢性病 — 非传

染病、长期精神障碍以及某些传染病，如 HIV/艾滋病 — 的管理是全世界各国卫生保健

系统面临的 大挑战之一。目前，慢性病占全球疾病负担的 60%。它们正在迅速增加，

从而到 2020 年，发展中国家可预期其 80%的疾病负担来自慢性问题。在这些国家中，遵

守治疗率低达 20%，造成不良的健康结果并使社会、政府和家庭付出极高的代价。然而，

在全世界，卫生系统没有管理慢性病的计划，而只是在症状出现时对症治疗。 

认识到改进慢性病卫生保健的机会，世界卫生组织发起了关于慢性病创新照护的新

项目。在该项目的第一阶段，已查明、分析和综合处理慢性病的 佳做法和可负担得起

的卫生保健模式。一些国际专家、组织和机构已参与这一过程。 

慢性病创新照护：行动的基础材料介绍了这一努力的结果：一个更新卫生保健的综

合框架以满足慢性病的需求。提出的基础材料和全面框架适用于在卫生保健机构中预防

和管理疾病。鉴于大多数慢性病是可以预防的，这一点尤为重要。在一次国际审评会议

上，决策人员判断，对于发展中国家可能面临的一系列事态，包括 HIV/艾滋病流行、熟

练的人力资源流向私立部门、全面经济崩溃以及政府更迭，这些战略以及全面框架是健

全而强有力的。与会人员还认为，该框架可适用于一系列慢性病，包括 HIV/艾滋病、结

核病、心血管病、糖尿病和长期精神障碍。 

该项目的今后步骤包括本报告中描述的实施战略方面的国家示范项目。将在公共卫

生伙伴的密切合作下完成这一过程。 

本报告是一个重要步骤，使决策人员、卫生服务计划人员和其它相关方面作好准备

以采取行动，从而减少慢性病对其公民健康、卫生保健系统及经济造成的威胁。 

Derek Yach 

非传染病和精神卫生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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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括非传染病、精神障碍和 HIV/艾滋病等某些传染病在内的慢性病显著

增加要求采取富有创造性的行动。世界卫生组织制定本文件即慢性病创

新照护：行动的基础材料的目的是使世界各国的决策人员注意全球卫生方面的这

些重要变化，并为管理这一日益加重的负担提出卫生保健解决办法。每一个决策

人员都有可能提高其卫生保健系统的能力以处理日益严重的慢性病问题。今天的

选择可影响未来。 

除卫生决策人员外，鼓励国家和/或地方各级关注并有能力影响卫生保健系统

的人员（如财政部长和计划部长、捐助者以及发展机构）吸收本报告内所含有关

慢性病的信息。无论资源拥有情况如何，对所有国家而言，其寓意是及时的、相

关的。 

生物医学和行为管理方面的发展已极大地增进有效预防和控制糖尿病、心血

管病、HIV/艾滋病和癌症等疾病的能力。来自全世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当患

者获得有效治疗、自主管理支助和定期随访，他们会做得更好。证据还表明，有

组织的照护系统而不只是个别卫生保健工作者，对于产生积极的结果至关重要。 

在发展中国家，慢性病主要显示在初级卫生保健一级，并且必须主要在这些

环境中进行处理。然后，大多数初级卫生保健面向急性问题和患者的紧迫需求。

作为全面改进努力的一部分，发展初级卫生保健是一项必要措施。不能有效管理

HIV/艾滋病、糖尿病和抑郁症的初级保健系统将很快变得毫无意义。必须加强初

级卫生保健以便更好地预防和管理慢性病。 

包 

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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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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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慢性病卫生保健还意味着注重于遵守长期治疗。通常给 HIV/艾滋病、结核病、

糖尿病、高血压和其它慢性病患者开基本药物，作为其全面疾病管理计划的一部分。但

是，长期治疗的遵守率极低。虽然经常抱怨患者未能按所开处方遵守治疗方案，但是从

根本上说来，不遵守是卫生保健系统的失败。提供适当信息、支持和持续监测的卫生保

健可改进遵守，进而将减少慢性病的负担和增进患者的生活质量。 

决策人员可采取行动减少慢性病对其公民健康、卫生保健系统及经济造成的威胁。

他们关于筹资、资源分配和卫生保健计划的行动可极大地减轻负面影响。具备了改进的

基本要素，知情的决策人员可起重要作用。 

采取行动的 8 项基本要素如下： 

1. 支持模式转变 

 卫生保健是围绕分散短暂的急性保健模式组织的，不再能满足许多患者、特别是慢

性病患者的需求。传染病的减少和人口的迅速老龄化已造成卫生问题与卫生保健之间的

这种不协调，并且慢性病正在持续增加。患者，卫生保健工作者，以及 重要的是决策

人员，必须认识到，有效的慢性病保健需要不同类型的卫生保健系统。 普遍的卫生问

题，如糖尿病、哮喘、心脏病和抑郁症，需要扩展和定期的卫生保健联系。鉴于有限的

资源，一种新的模式将显著推进努力，以解决管理各种不同的患者需求问题。通过创新，

卫生保健系统可转变其服务以包括慢性病保健， 大限度地增加其从稀少的和似乎不存

在的资源中获得的回报。 

2. 管理政治环境 

 决策和服务的计划工作不可避免地在一个政治环境中进行。必须考虑到政治决策人

员、卫生保健领导人、患者、家庭和社区成员以及代表他们的组织。每一群体均有其自

己的价值标准、利益和影响范围。为要使向慢性病保健的转变取得成功，至关重要的是

在各个阶段开始实行双向信息共享并在利益相关方面之间促进共识和政治承诺。 

3. 建设综合卫生保健 

 卫生保健系统必须警惕服务的分散。慢性病保健需要一体化以确保在机构和提供者

之间以及自始至终（从初次接触病人开始）分享信息。一体化还包括卫生保健的各部门

（如住院、门诊和药房服务）之间协调筹措资金，包括预防工作，以及纳入可影响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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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保健服务的社区资源。综合服务的结果是健康改善、浪费减少、效率提高以及患者

失望经历减少。 

4. 为健康而使部门政策调整一致 

 在政府内，各部门制定可影响健康的政策和战略。必须对所有部门的政策进行分析

并使它们调整一致以 大限度实现健康结果。可以并且应该使卫生保健与劳动规范（如

保证安全工作环境）、农业条例（如监督杀虫剂使用）、教育（如在学校中教授健康促进）

和更广泛的立法框架相一致。 

5. 更有效地使用卫生保健人员 

 卫生保健提供者、公共卫生人员和卫生保健组织支持者需要新的团队保健模式和以

证据为基础的技能以管理慢性病。先进的通讯能力、行为改变技术、患者教育和咨询技

能在帮助有慢性问题的患者方面是必要的。显然，卫生保健工作者并非必须拥有医生学

位以提供这些服务。具有较少正规教育的卫生保健人员和经过培训的志愿者可发挥重要

作用。 

6. 以患者和家庭为保健中心 

 由于慢性病的管理需要生活方式和日常行为的改变，必须重视患者在卫生保健中的

中心作用和责任。以此方式以患者为中心构成当前临床实践中的一个重要转变。目前，

系统将患者置于保健的被动接受者角色，错过影响他或她可努力促进个人健康的机会。

必须重新围绕患者和家庭调整慢性病卫生保健的方向。 

7. 在患者的社区中支持他们 

 慢性病患者的卫生保健并非在门诊部门口开始或终止。它必须延伸，超越门诊部并

扩展至患者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为成功地管理慢性病，患者和家庭需要来自他们社区的

服务和支持。此外，社区可在并非由有组织的卫生保健提供的卫生服务方面弥补重要缺

陷。 

8. 强调预防 

 大多数慢性病是可以预防的。此外，慢性病的许多并发症也是可预防的。减少慢性

病的发病和并发症的战略包括早发现、增加身体活动、减少使用烟草以及限制长时期不

健康营养。预防应是每一卫生保健相互作用的组成部分。 

执
行

概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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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概述 

第 1 部分向读者介绍“慢性病”这一术语。它描述在一段时间内持续的健康问题和需

要某种程度的卫生保健管理。糖尿病、心脏病、抑郁症、精神分裂症、HIV/艾滋病和正

在发生的身体损伤属于慢性病这一类别。这部分概述更新定义的理由和将哪些构成慢性

病予以概念化。 

就全球而言，慢性病正在增加。由于公共卫生成就，人口正在老龄化，并且越来越

多患有一种或多种慢性病的患者可继续生存几十年。城市化、采纳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

诸如烟草等健康危险的全球营销是造成这一增加的其它因素。这对卫生保健系统提出了

新的长期需求。到 2020 年，慢性病将不仅是全世界残疾的主要原因，如不能成功地予以

管理，它们将成为我们卫生保健系统面临的 昂贵的问题。在这方面，从卫生和经济观

点看来，它们对所有国家造成威胁。慢性病与贫穷是相互依存和密切相关的，并且它们

使同时面临围绕急性传染病、营养不良和孕产妇卫生未完成议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卫生

保健复杂化。 

第 2 部分处理当前卫生系统内成功管理慢性病方面的缺陷。卫生保健系统已围绕传

染病的概念逐步形成，并且当处理患者分散短暂和紧急的问题时它们表现 佳。但是，

急性保健模式对于当今世界不断变化的卫生问题现已不够。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均

将数十亿美元用于不必要的住院、昂贵的技术和收集无用的临床信息。只要急性保健模

式占据卫生保健系统的主导地位，卫生保健支出就将继续增加，而人群的健康状况却不

会得到改善。 

卫生保健的微观、中观和宏观层次分别指患者相互作用层次、卫生保健组织和社区

层次以及政策层次。在各层次内，进化是必要的。更多注意患者行为和卫生保健工作者

交流对改进慢性病保健至关重要。必须采取科学证据对慢性病保健加以协调，以指导实

践。必须将社区资源结合起来以取得重大成果。卫生保健组织必须优化服务，提高卫生

保健工作者的技能，注重于预防，并建立信息追踪系统，以便为可预测的并发症提供有

计划的卫生保健。各国政府必须为其人口作出知情决定并为卫生保健确定质量标准和奖

励。必须协调筹资工作和加强部门间联系。 

第 3 部分提出新的卫生保健系统框架以改善慢性病保健。慢性病创新照护框架包括

患者（微观）、卫生保健组织和社区（中观）和政策（宏观）层次内的基本组成部分。这

些组成部分作为“基础材料”加以描述，可用于创建或重新设计卫生保健系统，以便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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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管理长期卫生问题。决策人员可利用这些基础材料发展新的系统，开始着手现有系

统的改变，或为未来系统制定战略性计划。一些国家已利用框架中的基础材料实施创新

的慢性病规划。对这些作为实际世界性成功事例作了介绍。 

慢性病创新照护框架以组成卫生保健三元体系时可产生 佳结果的思想为中心。这

一三元体系是患者和家庭、卫生保健团队以及社区支持者之间的一种伙伴关系。当每一

成员了解情况、受到激励和做好准备以管理慢性病以及在各保健层次与三元体系其他成

员交流和合作时，它可 佳发挥作用。三元体系受到更大的卫生保健组织、更广泛的社

区以及政策环境的影响和支持。当各组成部分 佳结合时，患者和家庭成为照护慢性病

的积极参与者，并得到社区和卫生保健团队的支持。 

第 4 部分提供慢性病照护方面产生创新的特定战略。其中描述改善照护的八项基本

要素，并且还向决策人员提供从何处着手开始作出改革以改善慢性问题照护的战略。 

在大多数环境中，卫生保健资源不足是一个问题。然而，存在着若干筹资机制，可

考虑为慢性病照护产生新的资源。决策人员还可通过将现有资源用于更公平和更高效率

的照护来增进慢性病的结果。通过更为综合地管理慢性病，可将急性症状恶化减少到

低限度，从而带来更高的卫生保健效率。 

不论资源水平如何，每一个卫生保健系统可采取行动以改进慢性病卫生保健。资源

是必要的，但对于成功而言，这是不够的。领导能力与愿意采纳变革和创新相结合，将

比简单地对早已无效的卫生保健系统增加资本产生更多的影响。 

附件提供来自科学文献与创新规划有关结果的事例。即使在发展的 初阶段，从案

例研究到随机试验的证据是令人信服的。关注改进慢性病照护或就创新做法的有效性提

出有说服力论点的人们可从审评这些研究中受益。证据表明，创新规划成功地改进生物

疾病指标，减少死亡，节约资金和卫生保健资源，改变患者的生活方式和自主管理能力，

提高功能、生产率和生活质量，并改进照护程序。 

执
行

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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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慢性病将不会消失；它们是本世纪的卫生保健挑战。改变它们的进程将需要世界各

国卫生保健决策者和领导人坚定的努力。幸运的是，存在着众所周知的有效战略以遏制

其增加和减少其负面影响。 

解决办法是对慢性病采纳新的思维和管理方式。通过创新，从急性保健模式转向慢

性保健模式，卫生保健系统可 大限度利用其从稀少的、似乎不存在的资源中获得回报。

许多国家正在作出这一转变并开始制定慢性病创新规划。 

小的步幅如同系统检修一样重要。采纳大的或小的变革的人们今天正在感受益处和

创建未来成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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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21 世纪卫生保健的挑战 
 

性病是需要用若干年或数十年时间进行管理的卫生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

“慢性病”涉及表面上看来是根本不同的卫生问题的非常广泛的类别。然而，

迁延性传染病（如艾滋病毒／艾滋病）和非传染病（如心血管病、癌症和糖尿病），某些

精神病（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以及持续性结构损伤（如截肢、失明、关节疾患）看似

有所不同，但它们都属于慢性病类目。 

慢性病有着基本特点：它们持续时间很长，需要经年月久某种程度的卫生保健管理。

此外，慢性病有着一些共同点： 

¤ 慢性病正在全球蔓延，没有国家能够不受它的影响。 

¤ 慢性病对当前卫生保健系统的效率和有效性构成严重挑战，并检验我们组织系统以

应付要求的能力。 

¤ 慢性病在所有区域造成日益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并威胁着每个国家的卫生保健资

源。 

¤ 可以减少慢性病，但只有政府和卫生保健的领导乐于进行变革和创新时才能实现这

一目标。 

慢性病新的扩展定义 

“慢性病”一词包含传统的“非传染病”（如心脏病、糖尿病、癌症和哮喘），此外

它超出这一范围，还包括几种传染病。还应将传染病艾滋病毒／艾滋病包括在内，仞。

十年前，诊断出这种病则意味着可能逼近死亡。然而，由于医学的进展，艾滋病毒／艾

滋病已成为人们可生存并有效地应付多年的问题。结核病是医疗技术产生相似成就的另

一个传染病。尽管很多结核病能够治愈，但是很多人只有在卫生保健系统的帮助下才能

逐步控制该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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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传染病成为慢性病时，非传染病和传染病之间的阐明很难且是随意确定的。确实，

在使用非传染病／传染病的差别描述健康问题的范围时可能不如急性和慢性这两个词有

用。 

对精神病和身体损伤的考虑拓宽了关于构成慢性病因素的传统概念。抑郁症和精神

分裂症是往往是经历慢性过程的疾病。它们时重时轻，需要长期监测和管理。抑郁症需

要得到特别的重视，因为到 2020 年它将在造成伤残方面仅次于心脏病。抑郁症对个人、

社会和经济造成重大影响。包括失明或截肢在内在身体残疾或“结构性问题”往往是因为

对慢性疾患的不恰当预防或处理所造成。无论是什么原因，它们都是给自身造成的慢性

疾患，需要逐步改变生活方式和健康保健方面的管理。多种原因造成的持续疼痛问题也

规属慢性病。 

总而言之，慢性病不再被认为是传统的（例如，仅限于心脏病、糖尿病、癌症和哮

喘），孤立的，或被认为是异类的失调。病人、家庭及卫生系统的要求是相似的，实际上，

相似的管理战略对于所有的慢性病均有效，使它们看上去相似点多于不同点。因此慢性

病包括： 

¤ 非传染病 

¤ 迁延性传染病 

¤ 长期的精神疾患 

¤ 进行性的身体/结构损伤 

慢性病在不断增多 

慢性病正以惊人的迅速不断增多。非传染病和精神障碍的增多无论是在高收入和低

收入国家中均成为 受人关注和势不可挡的问题。从传染病和围产期疾病向慢性健康问

题的这一不可否认的转变具有深远的影响，并对所有国家产生可预见的重大威胁。 

慢性病目前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卫生负担，而发展中国家的趋势也预示着一个类似

的令人关注的形势。流行病学趋势显示全球慢性病的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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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茨瓦纳的癌症、糖尿病和高血压的死亡率 

出处：博茨瓦纳卫生部，社区卫生服务司，流行病学和疾病控制处 

 

流行病学证据 

慢性病在全球迅猛增长，不分区域和社会阶层。试将传统的非传染病看作这一指数

增长的实例。2000 年，非传染病和精神障碍造成的死亡占全球总死亡率的 59%，占全球

疾病负担的 46%。到 2020 年，这一疾病负担将增长至 60%；心脏病、中风、抑郁症和癌

症将占 大的比例。 

 

2020 年，包括伤害（例如造成永久性残疾的交通事故

伤害）和精神障碍在内的慢性病将占发展中国家全球

疾病负担的 78%。 

 

低等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在非传染病疾病负担增长方面占 大的比例。仅中国或印

度，它们的心血管疾病的死亡较所有其它工业化国家的死亡总数还要多。实际上，1998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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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与非传染病相关的总死亡率的 77%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地区，它们占全球疾病

负担的 85%。不幸的是，这些国家在继续处理急性传染病、营养不良和孕产妇的不良健

康问题的同时还要遭受慢性病造成的 严重影响。 

按区域列示的主要死亡原因，2000 年（相关顺序） 

 非洲 美洲 东地中海 欧洲 东南亚 西太平洋 

缺血性心脏病 8 1 1 1 1 3 

心血管病 9 2 5 2 5 1 

气管、支气管、肺癌  4  3  5 

糖尿病  5 12 12 14  

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 3 6 15 5 9 2 

高血压性心脏病  10 10 10 12 11 

艾滋病毒/艾滋病 1    8  

结核 7  6  6 9 

疟疾 3      

下部呼吸道感染 2 3 2 4 2 4 

只考虑 主要的 15 项原因  | 出处：2001 年世界卫生报告。 

 

 

出处：Murray & Lopez,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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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糖尿病的增多特别令人关注。这种慢性病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

素，它经常并发慢性疾病的另一种重要危险因素 — 高血压。发展中国家的糖尿病占该

病全球负担的四分之三。然而，诊断患有糖尿病的病人将从 1995 年的 1.35 亿增加至 2025

年 3 亿。印度报告了令人震惊的一倍的增长。 
King H, et al. Global burden of diabetes, 1995-2025.  Diabetes Care 1998;21:1414-1431. 

精神卫生问题占全球十大主要残疾原因中的五项原因，占全球疾病负担的 12%。目

前，4 亿以上的人患有精神或行为障碍，鉴于人口的老龄化和日益恶化的社会问题，诊断

的病人数量可能会增加。这一日益繁重的负担将造成在痛苦、残疾和经济损失方面的巨

大代价。 

 

么是残疾调整生命年？在旷日持久的健康问题及其有关残

疾的情况下，“全球疾病负担”是研究相关程度的一种有意义

的方法。这种方法提供了一个称为残疾调整生命年（DALY）的衡

量标准，确定早逝和残疾的负担。一个人残疾调整生命年被认为是

一个人失去的“健康”年，疾病负担被认为是一个目前的健康状况与

他进入老年时渴望获得的没有残疾的完满健康之间的差距。 

 

慢性病为什么不断增多？ 

人口变化 

在全球范围内，出生率在下降，期望寿命在延长，人口逐步老年化。例如，在 50 年

代，一个妇女在一生中可能要生养 6 个子女；而今天，这一总生育率下降为 3 个子女。

此外，在上个世纪中，发达国家的期望寿命延长了 30 至 40 年。生命的延长部分是因为

医学和技术方面的进展，也是因为过去 100 年当中在公共卫生和发展方面作出的杰出努

力。 

什 

1. 慢
性

病
：

21
世

纪
卫

生
保

健
的

挑
战

 



 16 

世界人口方面这些变化的一项后果是增加了慢性健康问题的发生和流行。随着婴儿

死亡率的降低，期望寿命的延长和可能暴露于慢性健康问题的风险的增多，慢性病更加

普遍。 

 

 

出处：世界银行数据，2000 年 

 

世界上所有的地区预计都会出现人口和健康问题方面的相似变化，但是变化的时间

却有所不同。在急性病和慢性病的相对平衡之间将会继续出现转变，除非慢性病得到预

防，否则伴随而来的将是这些旷日持久的疾病流行的逐步增多。换句话说，生命的延长

不一定势必导致慢性病的增多，但是必须采取行动预防慢性病的发生。 

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可改变诸如心脏病、脑血管病、糖尿病、艾滋病毒/艾滋病，以及很多癌症等慢性病

的危险因素众所周知。实际上，生命方式和行为是这些疾病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些因素

可以对疾病进行预防，也可以产生或促进这些疾病及其相关的并发症。慢性病主要涉及

的原因是生活方式，它包括不健康的行为和消费模式。烟草使用、长期和不健康的营养、

缺乏体力活动、酒精使用过量、不安全的性行为，以及无法控制的心理压力是慢性病的

主要原因和危险因素。不幸的是，世界正不可否认地转向采纳这些有害健康的行为方式。 

烟草使用是行为对健康影响的一个显著实例。它是一种主要健康威胁，其负面影响

40 多年前就已被确认。烟草使用是产生很多慢性病的原因，这些疾病包括心脏病和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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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以及慢性呼吸道疾病。它与早逝和残疾关系方面的证据已很清楚，然而有关烟草使

用危害方面的确切信息的散发很有限，烟草控制方面的工作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很不充

分。事实上，烟草消费在发达国家不断下降的同时却在发展中国家以每年 3.4%的速度增

长。因此，居住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的烟民目前占全球总烟民的 82%。当今每年全

球因烟草造成的死亡人数大约 400 万。到 2030 年，每年因此而发生的死亡将达 1 亿，这

些死亡中的 70%以上将发生在发展中世界。 

 

其它任何一种原因相比，烟草造成更多的死亡 — 而卫生系

统将无力负担它所带来的长期和昂贵的保健费用。 

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博士，2001 年世界卫生大会 

不健康的饮食结构的变化，体力活动的减少，非法使用毒品的增加都比不上烟草造

成的损害。然而，这些生活方式的不良变化在全球有所增加，它们值得在慢性健康问题

的基础上给以认真的重视。上述所有威胁健康的行为均被认为是包括心脏病、糖尿病和

中风在内的各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饮食逐渐被认为是慢性健康问题的首要决定因素。 

都市化和全球市场营销 

“都市疾病”被认为是慢性病的一个术语，而且目前流向城市地区的人口在增加。

1950 年和 1985 年之间，工业化国家的城市人口翻了一番，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增加

了 3 倍。原已有大量城市定居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在 1985 年和 2000 年之间又增加

了 7.5 亿人口。如此迅速的增长带来的问题是“城市贫民”缺乏对良好健康至关重要的设施

和服务。这些缺乏包括住房、基础结构（包括道路、自来水、卫生设施、排水点和电），

以及基本服务（包括收集家庭垃圾、初级卫生保健、宣传教育，和紧急情况拯救生命的

服务）。 

在发展中国家，随着人口从农村向城市地区转移的同时，不健康产品的广告和推销

大幅度增加。这些地区是推销威胁健康产品的工业特别具有吸引力的市场。烟草、酒精

和食品工业识别出在很多情况下不存在国家管理和公共卫生宣传教育规划或这方面薄弱

的国家。脆弱国家是制定推销计划的首要目标，这些计划在很多情况下被认为是利用社

会缺失。缺失早期推出有害产品似乎能使生产有害商品的公司特别获利。不幸地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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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销售活动的成功与它们对一些国家及其人口造成的健康、经济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损害

不相上下。 

 

草公司的目标是公共健康教育运动不充分或不存在的 贫

穷国家。 
 

慢性病的影响是什么？ 

经济影响：每个人均付出代价 

当慢性病管理不当时，卫生保健费用超过合理界线。然而，慢性健康问题的影响远

远超出与医疗相关的明显费用。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每个人支付： 

¤ 病人（及其家庭）支付可衡量的金钱费用，包括与医疗、减少的工作天数和失去相

关的费用。此外，病人（及其家庭）还要支付无法用金钱衡量的费用，例如与疾病

相关的残疾、寿命的缩短，以及生活质量的下降。 

¤ 卫生保健组织支付医疗保健的大部分费用，但是还承担着医疗费用背后的很多开支。 

¤ 卫生保健工作者在管理慢性病方面经历着专业方面和与工作有关的挫折，卫生保健

管理人员对于保健的结果和浪费资源的情况表示不满。 

¤ 政府、雇主和社会由于慢性病相关的死亡、残疾和发病失去工人而造成损失。此外，

慢性病造成生产力的大量损失。 

 

前已是常见的 10-15%的艾滋病患病率可造成每年国内人均

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下降 1%。结核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

于贫困社会收入的 120 亿美元。 

 
下述研究涉及的是与慢性病有关的费用问题。这些费用在方法和精确程度方面有所

差异。然而，研究结果始终如一地证实与慢性病相关的高经济代价。 

新加坡用于哮喘病的费用 
哮喘的医疗费用占新加坡卫生保健总费用的 1.3%（即每年 3393 万美元）。 

Chew FT, Goh Dy, Lee BW. The economic cost of asthma in Sngapore. Aust N Z J Med 1999; 29(2): 

228-33。 

烟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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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用于哮喘病的费用 
哮喘病的开支占卫生保健直接费用的 1.4%，或 210 万欧元。医药费占总费用的 53%。 

Kiivet RA, Kaur I, Lang A, Adviksoo A, Nirk L. Costs of asthma treatment in Estonia. Eur J Public 
Health 2001; 11(1):89-92。 

美利坚合众国用于心脏病的费用 
心脏病的卫生保健直接开支每人每年为 478 美元。包括失去的工作日和降低的生产

率在内的对家庭收入造成的间接费用每年为 3013 美元。如果所有的这些患者均被雇用，

那么每年损失的生产率估计为 64.5 亿美元。 
Hodgson TA, Cohen AJ. Medical expenditures for major diseases, 1995. Health Care Finance Rev. 
1999; 21(2):119-64。 

中国台湾的糖尿病费用 
台湾 2%以上的人口诊断患有糖尿病。1977 年这一疾病造成的健康保健的直接费用

为全国健康保健总费用的 11.5%，比非糖尿病患者的平均医疗费用高出 4.3 倍。 
Lin T, Chou P, Lai M, Tsai S, Tai T. Direct costs-of –illness of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 in 
Taiwan. Diabetes Res Clin Pract 2001; 54: Suppl 1。 

印度的糖尿病费用 
印度大约有 2000 万人被诊断为患有糖尿病，这一人群每年估计的卫生保健费用为 22

亿美元。 
Shobhana R, Rama Rao P, Lavanya A, Willians R, Vijay V, Ramachandran A. Expenditure on health 
care incurred by diabetic subjects in a developing country-a study from southern India. Diabetes 
Res Clin Pract 2000; 48(1): 37-42。 

象牙海岸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费用 
在象牙海岸， 1996 年对出生于感染艾滋病母亲的儿童和带有艾滋病毒的儿童的直接

治疗费用做了估计。感染儿童每人每年的平均治疗费用为 1671 法朗（254 欧元）。这一数

额比出生于 HIV 阳性母亲的 HIV 呈阴性儿童的平均治疗费用多出 709 法朗（108 欧元）。

艾滋病的感染使治疗费用上升 74%。 
Giraudon I, Leroy V, Msellati P, Elenga N, Ramon R, Welffens-Ekra C, Dabis F. The Costs of 
treating HIV-infected children in Abidjan, Ivory Coast, 1996 – 1997. Sante. 1999; 9(5): 277-81。 

印度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费用 
1986 至 1995 年，因艾滋病毒/艾滋病造成的生产力损失估计在 80 万至 2800 万之间。印

度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全年总费用（以 10 亿卢比计）的低值、中值和高值估计数分别为

6.73、20.16 和 59.19。如果按高值估计，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估计年费用大约占印度国内

生产总值的 1%。 
Anand K, Pandav CS, Nath LM. Impact of HIV/AIDS on the national economiy of India. Health 
Policy 1999; 47(3):195-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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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高血压的费用 
1998 年与高血压有关的医疗费用为 1088 亿。这笔数额大约占国家卫生保健总开支的

12.6%。 
Hodgson Ta, Cai L. Medical carre expenditrures for hypertension, its complications, and its 
comorbidities. Med Care 2001; 39(6) 599-615。 

 

能通过修改卫生政策和调整卫生服务解决慢性病造成的经

济影响危及所有国家的经济繁荣。 
 

对贫困者的影响：一个恶性循环 

全球大约有 12 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即每天的生活费不到 1 美元）。与经济上处

于较优势的人群相比，这一人群健康状况较差并越来越多地暴露于与不良健康相关的风

险。例如，艾滋病毒/艾滋病和结核等病不成比例地影响着贫穷者。 
Report of the Commision on Macroeconomics and Health, Wo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1。 

即便是在高收入国家中，陷于贫困的人们易患慢性病。例如在美利坚合众国，贫困

家庭的儿童处于慢性病不断增多的危险。一旦患有慢性病，经济上处于不利的儿童在寻

求治疗方面遇有障碍，与富裕家庭的儿童相比，他们更不易获得保险，他们更容易缺乏

经常的卫生保健资源。更加令人关注的是，患有慢性病的贫困儿童较少获得门诊保健服

务，与非贫困的儿童相比，他们使用更多的住院服务。 
Newacheck PW. Poverty and childhood chronic illness. Arch Pediatr Adolesc Med 1994 Nov; 
148(11):1143-9 

当贫困者的健康减损或在家庭中出现健康危机时，他们则处于更加穷困潦倒的境地。

他们经常处于如右图所示的

贫困和不良健康的恶性循环

中。 
这是一种对资金有限和

不良健康的人来说很难打破

的循环。这种情况通常很难改

变。设想那些父亲或母亲患有

慢性病而不能工作的家庭。这

些家庭中的儿童由于缺乏资

金而处于不良健康的风险中，

当他们患有疾病时，贫困和慢

性健康问题的恶性循环旷日

持久。患有慢性病的儿童不能象成年人那样参加工作队伍，不能购买资源，不能改善他

不 

Limited resources to
purchase, food,

sanitation, and health
care

Limited resources to
purchase, food,

sanitation, and health
care

Impoverished healthImpoverished health

Reduced capacity to
work and lowered

productivity

Reduced capacity to
work and lowered

productivity

Limited resources to
purchase, food,

sanitation, and health
care

Limited resources to
purchase, food,

sanitation, and health
care

Impoverished healthImpoverished health

Reduced capacity to
work and lowered

productivity

Reduced capacity to
work and lowered

productivity

赎买食物、卫生设施

和卫生保健的资金 

极差的健康状况 

降低工作能力和生

产率 



21 

们的健康或贫困状况。当他们有了孩子之后这一恶性循环将持续下去。 

从贫困走向慢性病的轨道 

为了进一步地理解健康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可以考虑一下从贫困至慢性病的轨道。

很多社会环境因素起着作用，它们是健康状况的重要决定因素： 

¤ 出生前的因素。营养状况不良的母亲生育的儿童到成年时可患有诸如糖尿病、高血

压和心脏病等慢性病。儿童期的贫困和不良健康也与成人期的慢性病有关，这些病

包括癌症、肺部疾病、心血管病和关节炎。 
Law CM, Egger P, Dada O, Delgado H, Kylberg E, Lavin P, Tang GH, won Hertzen H, Shiell 

AW, Barker DJ. Body size at birth and blood pressure among childre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 J Epidemiol. 2001; 30(1): 52-7。 

Law CM, de Swiet M, Osmond C, Fayers PM, Barker DJ, Cruddas AM, Fall CH. Initiation of 

hypertension in utero and its amplification throughout life. BMJ. 1993; 306(6869): 24-7。 

Blackwell DL, Hayward MD, Crimmins EM. Does childhood health affect chronic morbidity in 

later life? Soc Sci Med. 2001; 52(8): 1269-84。 

¤ 老龄化。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展的对贫困老年人的调查体现出年龄的作用。

在肯尼亚，观察到贫困老年人健康状况很差而且不能满意地获得保健。联合王国的

一项调查发现老年人特别容易发生身体功能障碍，而且不能支付对其慢性病的保健

费用。 

Lynch JW, Kaplan GA, Shema SJ. Cumulative impact of sustained economic hardship on 

physical, cognitive, psychololgical, and social functioning. N Engl J Med. 1997; 337(26): 

1889-95。 

Dranga HM. Ageing and poverty in rural Kenya: community perception. East Afr Med 1997; 

74(10): 611-3。 

Zimmer Z, Amornsirisomboon P.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health among older adults in 

Thailand: an examination using multiple indicators. Soc Sci Med. 2001; 52(8): 1297-311。 

¤ 社会经济地位。具有 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SES）与享有 高社会地位的人相比，

易患精神分裂症相关的危险要高出 8倍。 

Holzer CE, Shen BM, Swanson JW: The increased risk for specific psychiatric disorders 

among persons with low socio economic statu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iatry, 4, 

259-271, 1986 

Dohrenwed BP, Levav I, Shrout PE, Scwartz S, Naveh G, Link BG: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psychiatric disorders: the causation-selection issue. Science 255, 946-952,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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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与失业。贫困家庭趋向于接受较少的教育，这种情况在巴西与精神障碍的较高

发病率有关，在巴基斯坦已与对慢性病及其管理的知识不足有关。此外，失业与健

康问题相关；失业人口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比整体人口要高。例如，与没有精神障碍

的人相比，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失业率增长 4 倍。 
Ali M, Khalid GH, Pirkani GS. Level of health education; Buffat J. Unemployment and health 

Rev Med Suisse Rommande 2000; 120(4): 379-83。 
Ludermir AB, Lewis G. Links between social class and common mental disorders in Northeast 

Brazil. Soc Psychiatry Psychiatr Epidemiol 2001; 36(3): 101-7。 
Robins LN, Locke BZ, Regier DA: An overview of psychiatric disorders in America. New York, 

Free Press, 1991。 

 

当一部分的不良健康是由于贫困和教育低水平或由此产生
的不充足的食物或卫生设施或其它特定风险造成。 

1999 年世界卫生报告 
 

 

¤ 环境。贫穷者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与受损的健康状况相关。对致病因素接触的增多，

易感性的增强，以及不良的健康行为相互影响着健康状况。这种情况在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均有发生。贫困者的工作环境趋向于对体力上有更高的要求，使他们置

于因交通事故或暴露于有害物质而造成伤害的危险中。有害化学品的暴露和污染，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与当地的癌症、心血管病和呼吸道疾病的患病率相关。 
Marmot M, Bobak M. International comparators and poverty and health in Europe. BMJ. 

2003: 321(7269):1124-8。 
Narayan D, Chambers R, Shah KM, Petesch P. Crying Out for Change.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World Band, 2000；August。 
Cohen D. Poverty and HIV/AIDS In Sub-Saharan Africa. SEPED Conference Paper Series, 

Number 2, 2000。 
Warden J. Britain’s new health policy recognises poverty as major cause of illness. BMJ. 1998; 

316(7130): 495。 
Mengesha YA, Bekele A. Relative chronic effects of different occupational dusts on respiratory 

indices and health of workers in three Ethiopian factories. Am J Ind Med. 1998; 34(4): 
373-80。 

¤ 对保健的获得。经济上陷于困境的人通常不能获得卫生保健或预防措施，这种情况

反过来也与不量的健康结果和慢性病的加剧相关。贫困人口由于费用问题经常延误

或得不到治疗。在越南，与富人相比，观察到贫困者的治疗被延误，对政府提供的

卫生服务使用不多，并因为单次的就诊而支付更多的费用。与之相同的是，在墨西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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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贫穷人群不能获得充足的医疗保健，原因是因不能支付或缺乏药物和卫生专业

人员而使他们在获得这些服务方面受到限制。总体来说，预防保健太昂贵而且通常

不能为贫困者所获得，从而使可避免的健康问题发展成为慢性病。在发达国家，例

如美利坚合众国，也存在着上述这种因果关系，而这种关系在加纳、和撒哈拉南部
非洲则更为具体化。 后，即便医疗保健是由政府资助，但是距离和旅行时间也可

能造成贫困者不能获得充足的服务。 
Ensor T, San PB. Access and payment for health care: the poor of Northern Vietnam. Int J 

Health Plann Manage 1996; 11(1): 69-83. 
Leyva-Flores R, Kageyama ML, Erviti-Erice J. How people respond to illness in Mexico: 

self-care or medical care? Health Policy 2001; 57(1): 15-26。 
Asch SM, Sloss EM, Hogan C, Brook RH, Kravitz RL. Measuring underuse of Necessary care 

among elderly Medicare beneficiaries using inpatient and oupatient claims. JAMA. 2000; 
284(18): 2325-33。 

Gao J, Tang S, Tolhurst R, Rao K. Changing access to health services in urba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equity. Health Policy Plan 2001; 16(3): 302-12。 

Nyonator F, Kutzin J. Health for some? The effects of user fees in the Volta Region of Ghana. 
Health Policy Plan 1999; 14(4):329-41。 

Stierle F, Kaddar M, Tchicaya A, Schmidt-Ehry B. Indigence and access to health care in 
sub-Sagaran Africa. Int J Health Plann Manage 1999; 14(2): 81-105。 

Chernichovsky D, Meesook OA. Utilization of health services in Indonesia. Soc Sci Med 1986; 
23(6): 611-20。 

从慢性病到贫困的轨道 

贫困 — 慢性病之间的关系是双向性的，虽然存在着从贫困到慢性健康问题的轨道，但

是从慢性健康问题到贫困的轨道应受到同样的重视。由于慢性健康问题而导致的收入丧

失、治疗费用和边缘化对慢性病患者的经济状况产生负面影响。 

¤ 丧失收入。慢性病与失去工作能力、提前退休，以及降低生产率有关，它可能使受

雇者处于提前中断工作的危险。在心脏病和哮喘病人中观察到这种现象。此外，孟
加拉国的一项调查指出结核病患者的收入显著丧失。 
Dooley D, Fielding J, Levi L. Health and unemployment. Annu Rev Public Health 1996; 17: 

449-65。 
Herrin J, Cangialose CB, Boccuzzi SJ, Weintraub WS, Ballard DJ. Household income losses 

associated with ischaemic heart disease for US employees. Pharmacoeconomics. 2000; 
17(3): 305-14。 

Mark DB, Lam LC, Lee KL, Clapp-Channing NE, Williams RB, Pryor DB, Califf RM, Hlatky 
MA. Identification of patients with coronary disease at high risk for loss of employment. A 
Prospective validation study. Circulation 1992; 86(5): 148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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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nc PD, Trupin L, Eisner M, Earnest G, Katz PP, Israel L, Yelin EH. The work impact of 
asthma and rhinitis: findings from a population-based survey. J Clin Epidemiol 2001; 54(6): 
610-8。 

Croft Ra, Croft RP. Expenditure and loss of income in curred by tuberculosis patients before 
reaching effective treatment in Bangladesh. Int J Tuberc Lung Dis 1998; 2(3): 252-4。 

¤ 失去教育机会。在南非的一个不发达社区，至少有父母一方患有慢性髋骨疾病的 50%
的学龄儿童不能上学。而父母双方均未患有髋骨疾病的未上学的年轻人的这一比例

为 30%。 
Yach D, Botha JL. Mselini joint disease in 1981: decreased prevalence rates, wider 

georgraphic location than before, and socioeconomic impact of an endemic osteoarthrosis 
in an underdeveloped community in South Afr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1985; 14(2): 276-84。 

¤ 治疗费用。慢性病的症状在初期未得到很好的控制或预防时，其治疗费用
非常昂贵。例如，Rica 等估计慢性精神病的直接费用每年约为 425 亿美元。 
Elliott BA, Beattie MK, Kaitfors SE. Health needs of people living below poverty level. Fam 

Med 2001; 33(5): 361-6。 
Rice DP, Kelman S, Miller LS. The economic burden of mental illness. Hosp Community 

Psychiatry 1992; 43(12): 1277-32。 

¤ 边缘化。慢性病患者易在其社区遭受边缘化和侮辱，这种情况可进一步限制他们的

教育和就业机会。此外，受侮辱和被忽视的处境还与慢性病的恶化有关。患有慢性

病的妇女更容易在教育、财政和身体方面受到损害。 
Alem A.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nd epidemiology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in Ethiopia. 

Ethiop Med J. 2001; 39(2): 153-65。 
Oxaal Z, Cook S. Health and poverty: a gender analysis BRIDGE Report No. 46, 1998, 

prepared for the 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Brighton, Winkvist A, Akhtar HZ. God should give daughters to rich families only: attitudes 

towards childbearing among low-income women in Punjab, Pakistan. Soc Sci Med 2000; 
51(1): 73-81。 

后，贫困和慢性病之间的关系不仅只限于贫困地区资源的缺乏。贫困人群中有关

健康和健康行为的教育特别薄弱。例如，关于与危害健康的行为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相

关的费用：不使用烟草比使用烟草开支少，基本食品可能比不健康食品的开支少，每日

靠步行或骑自行车要比使用其它交通工具便宜。很明显，在研究贫困 — 慢性病之间的

关系时除了缺乏资源以外还应考虑其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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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双重危险” 

发展中国家处于“双重危险”中。它们目前面临着两个主要的紧迫卫生问题： 
¤ 持续不断的传染病、营养不良，和孕产/围产期的缺陷 
¤ 其它非传染性慢性病的急剧增多（例如心脏病、抑郁症和糖尿病） 

对于在卫生保健问题方面正发生着变化的国家来说，疾病的“双重负担”特别具有

挑战性。传染病和营养不良问题显然需要得到重视，但是这些问题的处理不能优先于正

在广为流行的其它慢性病。对两方面的问题均应作出明智的计划和安排。从而，正经历

着“卫生变化”的国家正处于双重危害中，它们除了要解决非传染性慢性病之外，同时

还要解决急性传染病和精神卫生的问题。唯一的解决方案是在经历着多种急性和慢性问

题的国家中采取一种卫生保健双重议程。发展中国家必须奋起迎接这些挑战并采取这种

形式的新方法。 

中等/低等收入国家的疾病双重负担 

出处: Murray & Lopez,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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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慢性病”是指持续时间长并需要某种程度的卫生保健处理的所有健康问题。糖尿

病、心脏病、抑郁症、精神分裂症、艾滋病毒/艾滋病，以及发展中的身体损伤均属于慢

性病的范畴。本章节综述形成慢性病新定义和概念的理由。将健康问题划分为急性病和

慢性病看来 为实际、易于理解，并符合当代 普遍的思维。 

慢性病在全球呈上升趋势。由于公共卫生方面的成就，人口正在走向老龄化，越来

越多的病人数十年患有一种或多种慢性病。这种情况对卫生保健系统产生了新的长期要

求。到 2020 年，慢性病不仅将成为全球致残的主要原因；而且如果得不到成功的控制，

它们将成为我们的卫生保健系统面临的 昂贵的问题。在这方面，从卫生和经济的角度

来看，它们将对所有国家构成威胁。慢性病与贫困相互依存、相生相伴，它们使目前尚

未完成急性传染病、营养不良和精神卫生议程的发展中国家的卫生保健服务复杂化。 

慢性病不会自行消失；它们构成本世纪的挑战。改变它们的轨迹需要全球每个国家

的决策者和首脑作出一致的持久努力。幸运的是，存在着已知的能够遏制其发展并减少

其负面影响的有效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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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卫生系统并非为慢性病所设计 

 

“卫生保健系统”一直被定义为涵盖目的在于促进、恢复、或维持健康的所有活动的系

统（2000 年世界卫生报告）。从而，“系统”的范围相当广泛，它包括病人及其家庭，组

织内及社区内的卫生保健工作者和医护人员，以及发生所有健康相关活动的卫生政策环

境。 

卫生保健系统的简史 

从历史上讲，急性病，例如某些传染病，是卫生保健系统的主要关注所在。上个世

纪在生物医学科学和公共卫生措施方面取得的进展使大多数发达国家控制住很多传染病

造成的影响。然而，在一些传染病继续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卫生保健系统构成一项威胁

并成为一项主要问题的同时，这些系统目前必须对一些更多的健康问题作出反应。 

因为当前的卫生保健系统的发展的目的是对急性病和病人的紧急需求作出反应，它

们的设计是为解决紧迫问题。例如，检验、诊断、缓解症状和期待治愈是当代卫生保健

的特点。此外，这些功能符合经历着急性和偶发健康问题的病人的需求。然而，当对慢

性病患者采用急性保健的模式时就会产生很大的差异。慢性病的卫生保健本身就不同于

急性病的卫生保健，从而，目前全球的卫生保健系统在这方面严重不足。卫生保健系统

没有跟上急性健康问题下降和慢性病增长的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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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问题延续很长时间时，急性保健操作模

式不起作用。 
 

实际上，卫生保健系统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超越用于诊断和治疗慢性病的概念方

法方面。急性病保健的模式深入普遍，目前已渗透在决策者、卫生保健工作者、管理人

员和病人的思维中。急性病的保健模式甚至在今天仍指导着全球的医疗保健组织工作，

即便是在经济 发达的国家中也是如此。 

为了解决慢性病日益增多的问题，卫生保健系统的改革势在必行，它们必须超越急

性病保健的模式。急性病保健永远是必要的（即便是慢性病也有急性突发情况），但是卫

生保健系统必须同时接受照顾长期健康问题的概念。病人、卫生保健组织和决策者必须

认识到有必要扩大保健系统使之包括新概念。决策者在促进转化卫生保健的思维方面起

着推动作用。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 

组织有关卫生保健系统的思考的一项战略是将这些复杂的网络化分为层或级。微观、

中观和宏观层面提供了一个理想框架，它们分别是指病人互动层面、卫生保健组织和社

区层面，以及政策层面。这三个层面的每一层与另外两个层面相互作用并产生积极影响。

例如，应当看作是有反馈回路联接的层面，在这一回路中一个层面的活动影响着另一个

层面的行动和活动，等等。在这一机制中，病人向他们获得保健的系统作出反应，而卫

生保健组织和社区则向反过来影响病人的政策作出反应。这一反馈回路持续不断。 

当 

宏 面观层

政策

宏 面观层

政策

中 面观层

生保健 和社区卫 组织

中 面观层

生保健 和社区卫 组织

微 面观层

病人的互动

微 面观层

病人的互动

宏 面观层

政策

宏 面观层

政策

中 面观层

生保健 和社区卫 组织

中 面观层

生保健 和社区卫 组织

微 面观层

病人的互动

微 面观层

病人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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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微观层、中观层和宏观层面本身及其之间有效地进行并相互顺利运作时，卫生保

健则富有成效；而病人则获得更好的健康。这三个层面内部或之间的工作发生故障时则

导致浪费和无效。不幸的是，在慢性病的卫生保健方面，卫生保健系统的功能障碍是典

型的。 

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之间的划分不总是很清楚。例如，当卫生保健人员由于培训

不足而不能管理慢性病时，这一问题可被视为是微观层面问题，因为它影响的是病人。

缺乏培训可被认为是一个中观层面问题，因为卫生保健组织的责任是确保具备护理病人

的经验和手段。或者，培训也可被视为是一个宏观层面的问题，因为政策决定可以改变

医疗培训课程或继续教育方面的需求以满足人民的需要。 

微观层面：病人互动问题 

卫生保健微观层面内的问题很明显。在影响卫生保健的结果方面，这一系统不能承

认病人行为的特别重要性以及与卫生保健工作者进行 佳相互影响的价值。关于微观层

面有效战略方面存在着大量科学证据（例如改变病人行为的干预措施、增进按医嘱服药

的技术，或改进卫生保健工作者交流的方法）。然而，这一证据并未纳入每日的临床实践。

微观层面的两个常见问题是不能调动病人改进健康结果以及没有强调与卫生保健人员的

佳互动。 

不能授权病人 

慢性健康问题旷日持久，需要一项长期并能向病人阐明其在管理健康问题方面的作

用和责任的保健战略。适宜的临床保健是必要的；然而，对于 佳的健康结果仅有这点

还不够。病人必须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发展新技能，并必须学习与卫生保健组织相互

作用，成功地管理他们的疾病。他们不再被视为，也不能将他们自己看作是卫生保健服

务的消极接受者。 

病人必须参与他们自身的保健，卫生保健人员必须支持病人的努力。实际上，400

多份出版文章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说明，为促进病人在管理慢性病方面的作用而设计的干

预措施与改进了的结果相关联。病人每天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例如遵嘱服药、锻炼、饮

食得当、睡眠正常、与卫生保健组织交往，以及停止烟草使用）对他们健康的影响远远

超过仅采取医疗干预措施。不幸的是，在当前的卫生保健中往往忽视了能够预防很多慢

性病并在一旦发生疾病时能够改进其管理的病人的行为。 

卫生保健工作者报告说他们意识到病人行为的重要性，但是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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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行为方面的干预措施，促进病人的自身管理和遵守医疗的能力。卫生保健工作者还提

到他们没有时间致力于病人及其家庭在宣传教育方面的不足和社会心理方面的需求。 

Center for the Advancement of Health. Indexed Bibliography of Behavioral Interventions of Chronic 

Disease. Washington, DC, 1996。 

 

大量的证据（来自 400 项有关自我管理的研究）表明，

向慢性病患者提供咨询、宣传教育、信息反馈和其它

支持的规划与结果的改善有相。 

Center for the Advancement of Health, 1996。 
 

未能评价病人的相互作用 
病人与卫生保健人员必须建立良好的关系，并使这些关系持续发展。卫生保健工作

者必须确保病人具有充分的信息和技术管理其慢性病。为此，病人需要他们能够自由提

出问题的环境，需要一个开始并支持其自我管理行为的环境。病人与保健提供者之间的

交流的质量被认为是能够影响包括癌症、糖尿病、高血压、头疼，以及消化性溃疡病等

各种慢性病的健康结果。 

不幸的是，卫生保健系统未能创造一个促进与病人的 佳交流和伙伴关系的环境，

有证据表明，卫生保健工作者在各种问题方面不能与病人合作。在临床领域很少对自我

管理、遵从医嘱、功能能力、知识或个人的责任等问题进行讨论。 

 

收病人参与决策和治疗计划能更富有成效地提供慢

性病保健。 
Holman, H. & Lorig, K. Patients as partners in managing chronic disease. 

 BMJ 2000; 320:526-527。 

█ 中观层面：卫生保健组织的问题及其与社区的关系 
卫生保健组织进行工作协调并评价所提供服务的质量。该组织有责任团结卫生保健

人员，向他们提供在管理慢性病病人方面发挥作用所需的经验和手段，并与社区资源建

立联系。下述为存在于中观层面的一些问题类型。 

有 

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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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组织慢性病保健 
卫生保健机构尚未制定一项长期治疗保健规划。在已知和可预见到的发展过程（例

如，神经系统疾病和截肢是未得到控制的糖尿病的典型结果）之后发生病症处理不当而

造成并发症和 终的结果几乎是不可解释的。在没有得到完全预防的情况下，与每一种

慢性病相关的危险和并发症是可以推测，在很多情况下是可以延迟的。然而，这需要卫

生保健具有前瞻性并根据计划和预防的概念进行组织。而目前卫生保健的情况是，并发

症或病症促使病人去拜访他们卫生保健人员。 

 

生保健组织应该注重治疗患有糖尿病的病人而不是

糖尿病本身。 
 

卫生保健工作人员缺乏手段和经验 
目前的卫生保健机构雇用了一支受训于急性病保健模式的队伍。这种培训战略适用

于培养对急性健康问题作出诊断和治疗的卫生保健工作者；然而，急性病的保健技术纵

然必要，却不足以管理慢性病。 

在管理慢性病和改变病人与其自我管理相关的行为方面具备了专门知识。例如，存

在着通过帮助病人遵从医嘱及其它自我管理战略加强医疗管理的手段和技术，卫生保健

工作者不具备这些技术或那些能使他们与病人有效地协作并在卫生保健队伍中行使职能

的技术。 

医疗实践缺乏科学依据 
已具备根据现有的管理很多慢性病的科学依据制定的指导方针。不幸的是，这些重

要的信息并没有系统地提供给卫生保健人员；从而，不能常规提供已知的对很多慢性病

有效的干预措施。此外，通常不具备执行准则条例所必须的药物、诊断设备和实验室服

务。不能提供有依据支持的保健致使病人的健康结果不佳并造成浪费。没有依据指导保

健工作，有效的干预措施处于被排斥的危险，病人继续接受已知是无效的干预措施。 

Sockwell, DH, et al. The determinants of hypertension awareness, teatment, and control in an 

insured population。 

Amer J of Pub Hlth 1994; 84(11): 1768-74。 

Legorreta, AP, et al. Compliance with nation asthma management guidelines and specialty care: A 

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 experience. Arch Int Med 1998; 158: 457-64。 

Kenny, SJ, et al. Surrvey of physician practice behaviors related to diabetes mellitus in the US: 

Physician adherence to consensus recommendations. Diabetes Care 1993; 16(11): 15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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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致力于预防 
大多数慢性健康问题是可预防的，然而卫生保健工作者不能抓住保健提供者 — 病

人之间的互动作为使病人了解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战略的机会。提供有关作出适当选择

的信息，病人及其家庭能够作出选择，采取行动改善他们的健康。在卫生保健人员的帮

助下，病人可以参与能够预防慢性病发生或延迟所患疾病的并发症的行为。然而，他们

需要知识、积极性和技术来处理物质依赖、改变危险的工作环境、停止使用烟草制品、

采用安全的性行为、获得免疫接种、索取健康食品，以及参与体育活动。预防和健康促

进应成为每一次卫生保健行为的一部分，但是这完全不是常规的临床保健。 

不存在着信息系统 
信息系统是协调、统一和以可靠信息为依据的卫生保健的一个前提。除了其它内容

之外，它们可用于监测卫生趋势、出生和死亡率、标准和规定的实施情况，以及保健的

临床过程。对于慢性病来说，一个病人的“登记”可作为预防和后续服务的提醒功能，

它有助于监测病人的行为，例如遵守治疗方案或随着时间发展的其它重要健康变化。 

没有一个检查系统，卫生保健工作者只能在慢性病患者有需求时作出反应而不是采

取前瞻性行动。不能够使用一项战略监测慢性病致使存在的问题继续发展而不是对其加

以预防或延迟。 

不能与社区资源建立联系 
卫生保健组织很少将社区资源纳入慢性病患者的保健，赞成一大批消费者团体、病

人代言者，以及非政府机构事实上得不到利用。每一个国家的社区资源均严重短缺，但

是它们对于低收入国家的卫生保健能够起作极大的平衡作用，在这些低收入国家中，初

级卫生保健服务的分布可能很稀疏。社区资源可以填补卫生保健组织为大力加强慢性病

患者保健而未提供的服务空白，然而很少建立有正式的联系。 

█ 宏观层面：政策问题 
目前卫生保健系统的很多不足可追溯至宏观或政策层面。在这个层面上可发展总体

价值、准则和卫生保健战略，并可作出有关资源分配的决定。如果在这个层面缺乏全盘

协调，卫生服务可能被浪费，或是支离破碎的。 

尽管卫生政策非常重要，但是 近的一项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在世界上大部分

地区，政府没有制定预防和管理非传染病的政策（见以下数字）。相似的是，世界卫生组

织滥用趋势联系警报系统开展的有关精神卫生的一项调查（2001 年）显示： 

¤ 40%以上的国家没有精神卫生政策； 

¤ 30%以上的国家没有精神卫生规划； 

¤ 大约三分之一的国家没有精神卫生预算。在具有精神卫生预算的国家中，大约有三

分之一的国家用于精神卫生的预算占其总卫生的预算不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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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和计划针对一种或多种慢性病的国家中存在着共同的问题，下述为政策层面

的一些典型问题。 

缺乏立法框架 
随着全球化和私营部门在卫生保健中利益的扩大，越来越需要一个统一的立法框架。

除其它外，立法能够确定人们对卫生保健的权利，促进保护病人的人权，确定私人企业

在影响选择干预措施方面的适宜作用，以及对正式卫生系统之外的卫生保健工作者施加

安全性条例。尽管它存在着广泛的潜在益处，在世界上很多地区，在加强卫生服务质量

方面，仍未将法律的制定作为一种受重视的手段。 

卫生政策和计划过时 
由于传染病和非传染病的双重负担，政府急需在其管理慢性病方面卓有成效。然而，

在很多情况下由于依赖过时的流行病学数据，使用单一的生物医学重点，并以更广泛的

卫生目标为代价而强调费用节制，致使政策和计划不留意地长期使用过时的卫生保健模

式。政策和计划经常有利于对系统产生分裂和浪费的急性病和偶发医疗保健的模式，而

不是促进一种强调病人需求的以人口为基础的综合保健。 

政府没有作出明智的投资 
在世界的很多地区，政府和卫生系统对慢性病管理的投资重点不正确。这种情况的

产生是由于多种因素，其中包括捐助者驱动的议程以及私人企业和专业团体的不当影响。

造成的结果是不能根据疾病负担和存在着的经济有效的干预措施进行资源分配。卫生保

健服务不能从按人口需求合理制定的国家计划中获益，而且在人力资源或基础结构方面

没有对能力建设给以重视。不惜以低技术战略为代价强调通常是仅有利于使用医学技术

和药物的以生物医学为重点的干预措施。培训卫生保健工作者和公共卫生人员的自我管

理计划及坚持加强生物医学干预措施，加强宣传教育活动以增强保健促进的觉悟，以及

为病人创造机会使他们更积极地参加体育活动，凡此种种可能是值得作出的投资。 

财务系统松散 
在很多保健系统中，财务系统松散并跨越若干个预算领域，由不同的人负责保健的

不同方面。例如，资本开支可能属于一个不同的财务系统而不属保健提供者培训项下，

从而产生了一种不可想象的情况，即购买了昂贵的医疗设备，但是没有经培训的人员进

行使用。住院服务可能列于一个医院行政管理人员的预算之下，而门诊服务可能是一个

不同的诊所管理者的职责。像这种松散分裂的机制，难以对慢性病提供协调一致的保健。 

卫生保健提供者的奖励没有统一标准 
尽管财务系统为医疗保健提供者提供以依据为基础的有效保健建立了奖励措施，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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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存在着大量问题。在很多卫生系统中，毫无规定地对保健提供者给以回溯性补偿（例

如服务安排费）很典型。不幸的是，这种情况造成了一种环境，即与不昂贵的低技术干

预措施相比，卫生保健工作者更青睐于昂贵、高技术的干预措施，而不顾及它们的相对

成本效益。确实，当卫生保健工作者按他们所提供服务的数量和成本按比例得到补偿时，

他们则会因为从事新的、促进保健的临床实践而在经济上真正受到“惩罚”。 

按世界卫生组织区域列示的制定有国家非传染病预防 
和控制政策、计划和法律的国家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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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和检查工作不足 

卫生保健的质量保证甚至没有达到合理的期望值。因此，卫生保健处于低于标准的

危险中，经常取决于卫生保健工作者的个人爱好，或者 多是他们在其专业教育期间所

学的知识。鉴定、检查和质量保证是卫生保健系统和政府任意使用的手段，然而他们并

没有得到充分的应用。所造成的结果是效率低下和浪费。 

缺乏继续教育 

尽管继续教育存在着很多有益的方面，但是很多国家没有机制也并不要求卫生保健

工作者在完成正规培训之后参加教育活动。因此，没有散发新信息的固定系统，而如果

不要求卫生保健工作者参加培训课程，他们可能缺乏兴趣。因此，在卫生保健社区中广

泛认识并接受一种新发现往往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如果它确实发生）。 

忽视部门间关系 

对慢性病的综合保健超出正规卫生部门的范围，包括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以及

诸如住房、农业、交通和劳动等政府的非卫生部门。综合的立法框架非常缺乏。在部门

级没有这种水平的协调，就没有服务的质量和一致性。重复保健也普遍存在，造成系统

的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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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卫生保健系统围绕着急性病和传染病的概念发展，在解决病人的偶发和紧急问题时，

它们得到充分的发挥。然而，急性病保健的模式已不再适合当今世界变化着的卫生问题。

不幸的是，或许是因为它取得的明显成就，急性病保健的模式目前深入病人、卫生保健

工作人员、各机构和政府的心中。它深入到卫生保健系统的所有各级，并由过时的卫生

保健培训课程所渗透。卫生保健系统必须通常向结合急性病和慢性病的保健模式发展变

化。如果不在这方面取得进展，预期各国的保健服务将日趋不负所需并造成宝贵资源的

浪费。 

卫生保健系统的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均不是独立的实体，它们之间的界线很模糊

并相互发生积极的联系和影响。在每一个层面之内都必须进行变革。加强重视病人的行

为和卫生保健工作者的联系对于促进慢性病的保健极为重要。必须利用科学证据指导实

践，对慢性病的保健进行协调。为了取得巨大进展必须吸收社区资源。卫生保健组织必

须使其服务合理化，提高卫生保健工作者的技术，侧重于预防，并建立信息跟踪系统，

以便为可预见到的并发症提供计划的卫生保健。政府必须对其人民作出知情决定并确定

卫生保健的质量和奖励标准。必须协调资金，加强部门间的联系。 

不进行变革，在慢性病日趋普遍的情况下，卫生保健系统的无效率和低效率的情况

仍将继续发展。高收入和低收入的国家均将数十亿美元花费在不必要的住院、昂贵的技

术、和收集无用的临床信息方面。卫生保健开支将继续增长，但是人民的健康状况却得

不到改善。只要急性病的保健模式主宰着卫生系统，它将极大地损害否则将可实现的卫

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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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照护： 

迎接慢性病的挑战 

 

创新势在必行 

前卫生保健系统为应对慢性病所需作出变化的规模可能极为巨大。每一国家

的卫生保健领导人需要有战略来协助本国系统的演化，以便迎接日益巨大的

挑战。在有些国家，时间、知识和资源可密切配合，支持对现有卫生系统进行全面改革，

以便更有效地处理慢性病。但是，在多数国家，顺序渐进的改革措施将是一种更好的策

略，向正确的方向小步前进可对人口的健康和临床照护产生巨大影响。 

在卫生保健系统的所有利益相关方面中发起重大的思想变革是一项特别具有挑战性

的任务。尽管如此，该项工作的规模并不说明有正当理由继续忽略慢性病的问题或将其

推给日后的政策和卫生保健领袖。今天的决策者有责任发起改革和改善卫生保健系统的

过程。 

本部分提出了卫生保健系统改进慢性病照护的新框架。该框架包括病人（微观）、组

织/社区（中观）和政策（宏观）级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被解释为“基础材料”，可用来

创造或重新设计卫生保健系统，使之能更有效地处理长期的卫生问题。决策者可使用这

些基础材料发展新的系统，发起对现有系统的变革，或者为今后的系统制定战略计划。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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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家使用该框架的基础材料，已经实施了针对慢性病的创新规划。这些规划是现实

世界中成功的例子。 

 

展和实施整个系统的改进或综合的卫生保健可需要

很长的时间。幸运的是，较小和较个别的变化可较快

地发生并对临床照护的质量产生巨大影响。 

Institute for Health Care Improvement, Eye on Improvement, 2001;VIII(1)。 
 

 

慢性病的创新照护是什么？ 

慢性病的创新卫生保健引进了新的思想、方法或规划以改变预防和处理慢性病的方

式。创新意味着把卫生保健系统微观、中观和宏观等各层面的基本内容结合起来，但首

先需要重新确定慢性病的概念，为以后的发展创造必要的基础。 

对慢性病的新思维方式 
从卫生保健角度，作为分散的健康问题或根据传统的非传染病和传染病分类看待慢

性病不再有好处。创新照护的基础并不是某一特定疾病的病因，而是该健康问题对卫生

保健系统提出的要求。就慢性病而言，无论疾病的起因如何，提出的要求都类似。此外，

许多慢性病的有效管理战略具有显著的可比性，包括所有慢性健康问题的慢性病管理正

在形成自身在卫生保健中的特性。 

在慢性病的新概念中，病人和家庭的生活质量被视为一项重要的结果，并强调了病

人在产生这一结果方面的作用。病人不是照护工作中的消极参与者；相反，他/她被认为

是一个“健康创造者” 
Holman H. & Lorig K. Patients as partners in managing chronic disease. BMJ 2000;320:526-527。 

组织卫生保健系统的新方式 
创新照护意味着调整卫生保健系统的方向，使该系统珍视的结果成为实际产生的结

果。慢性健康问题的期望结果与认为对急性病必须取得的结果不同。慢性病患者的需求

也不同。慢性病患者需要更广泛的支持；仅有生物医学干预措施是不够的。病人需要有

计划的照护；他们需要预见到他们需求的照护。病人需要贯穿时间、环境和提供者的综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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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照护，病人还需要在家处理问题的自我照护技能。病人及其家庭需要社区内的支持以

及更广泛政策的支持以便有效地管理或预防慢性病。慢性病的 佳照护需要一种不同的

卫生保健系统。 

调整服务方向的一项战略是认可一个卫生保健组织或系统以往的成就。当可在现有

系统中确认成功的 HIV/艾滋病或抑郁症规划等有效的临床和实用解决办法时，就可将其

转变为对其它慢性病的更好照护。 

把病人、社区和卫生保健组织联系起来 
创新照护提高了病人及其家庭的作用并承认他们在卫生保健工作组及社区的支持下

可 有效地管理慢性病。这三方面需要联系起来，而且每方面对其它方面具有整体重要

性。病人、社区和卫生保健组织在改善慢性病结果方面各自具有重要的作用。 

 

性病的创新照护是卫生保健

系统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

“基础材料”的综合。 

 

建造慢性病的卫生保健系统： 
慢性病创新照护框架 

本部分中描述的框架是对较早期的慢性病照护模式的扩展，制定后者是为了提出组

织慢性病卫生保健的一种结构。 
Wagner EH, Davis C, Schaefer J, Von Korff M, Austin B.  A survey of leading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programs: Are they consistent with the literature?  Managed Care Quarterly, 1999. 

7(3):56-66。 

扩大的新框架称为慢性病创新照护框架，它认可更广泛的政策环境，其中包含病人

及其家庭、卫生保健组织以及社区。政策环境促成立法、领导作用、政策一体化、伙伴

关系、供资以及调拨人力资源，使社区和卫生保健组织能够协助慢性病患者及其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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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的指导原则 
慢性病创新照护框架以一套指导原则为基础。每项原则对卫生保健系统微观、中观

和宏观等各层面都是必要的。 

以依据为基础的决策 
依据应当是慢性病政策制定、服务计划和临床管理方面所有决定的基础。依据包括

关于慢性病规模、减轻相关负担的高效率和高效益干预措施、当前和预见的资源需求以

及卫生保健熟练人员的适当搭配方面的现有信息。以依据为基础的信息包括对临床照护

过程和病人结果已知的信息。 

如果可靠的数据不足，就有必要发展能力和基础设施以收集和分析关于慢性病的相

关信息。当以依据而不是直觉或冲动指导决定时，慢性病的照护就达到了 优化。 

以人口为重点 
慢性病的卫生保健系统在把特定人群的健康而不是寻求照护的患者个人作为重点时

有效。人群管理是一项积极主动的长期战略，资源被组织起来用以改进具有已知和充

分了解的医疗服务需求人群的照护质量和健康后果。这种措施减少了对高费用和高密度

资源的需求。 

以预防为重点 
因为多数慢性病是可预防的，所以每项卫生保健行动应包括支持预防。为病人系统

地提供减少健康风险的信息和技能时，他们就更可能减少使用毒品，停止使用烟草制品，

开展安全的性活动，食用健康的食品，并参与身体活动。这些减少风险的行为可大量减

少慢性病的长期负担和对卫生保健的需求。要在卫生保健中促进预防，卫生保健组织、

社区和政府的承诺与行动是成功的关键。 

以质量为重点 
质量控制可确保资源得到适当利用，提供者负责提供高效率和高效益的照护，病人

在任何有限制的情况下得到尽量好的结果。质量不仅是卫生保健提供方面的问题。从政

策层开始以质量为重点可确保系统中在组织/社区和病人等层面上的更高质量。 

一体化 
一体化是慢性病创新照护框架的核心，而慢性病的卫生保健需要多方面的综合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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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卫生保健系统微观、中观和宏观等各层面必须一起工作，并共享改进慢性病照护明

确无误的目标。必须消除系统各级之间的界线，以便使卫生保健组织和社区、政策以及

病人真正做到一体化。 

一体化、协调和持续性应当贯穿时间和卫生保健环境，包括初级卫生保健、专科保

健（如有）以及住院照护。所有类别的慢性病照护应当一体化，超越传统的疾病界线。 

灵活性/适应性 
卫生保健系统需要有准备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新的信息以及未预见的情况。疾病

比例和负担方面的变化以及未预见的疾病危机可纳入设计得能适应变化的系统。卫生保

健系统需要有计划应付和适应发生政治党派转换或未预见的经济衰退等情况。 

常规监测、监督和评价是系统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环境的关键。一旦在卫生保健系统

中纳入了这些程序，它就有潜力成为一个不断演化和调整的“学习系统”，可预见不断变

化的卫生保健需求并作出灵活的反应。 

能忍受转变并在面临不断变化的需求时保持健全性的灵活的框架是理想的。慢性病

创新照护框架的基础材料概念根据局势压力强调或发展不同的领域（基础材料），使系统

能够进行调整。 

慢性病创新照护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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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创新照护框架的基础材料 

█  微观层面：病人交互作用层次的基础材料 
病人及其家庭是卫生保健系统中 被低估的财富。他们影响结果的潜力是不可否认

的，在为改进慢性病照护设计的任何样版中都应充分利用他们的能力。慢性病创新照护

框架强调病人和家庭的作用，并使他们与社区和卫生保健组织成为合作伙伴。 

作为慢性病创新照护框架核心的三要素包括病人和家庭、社区伙伴以及卫生保健工

作组。这种三位一体的伙伴关系是慢性病照护所独有的。虽然单一的卫生保健提供者对

急性健康问题可取得成功的结果，但只有当病人和家庭、社区伙伴以及卫生保健工作组

知情、积极主动、有准备并共同努力时，才能对慢性病取得积极的结果。 

请注意，在框架中，这三个要素受到规模较大的卫生保健组织以及范围较广泛的社

区的影响和支持，而更广泛的政策环境也受到这两者的影响并对之产生影响。实质上，

系统的中观和宏观层面使病人/家庭、社区伙伴以及卫生保健工作组等三要素能够发挥

佳作用。 

当卫生保健系统各级的组成内容被结合起来并发挥 佳作用，病人和家庭在其社区

及卫生保健工作组的支持下成为照护工作中的积极参与者。三要素充分发挥作用，是卫

生保健组织与社区之间在特定病人问题及整体卫生保健方面良好沟通的结果。当三项要

素发挥 佳作用时，病人及其家庭否认在其卫生保健方面存在差距、前后矛盾和多余的

情况。他们自称感觉在自我处理慢性病方面得到了授权，有能力并受到了支持。 

有准备、知情和有动力的病人与家庭 
病人和家庭构成三要素的一个部分。为了管理和预防慢性病，他们需要三项基本条

件。 

¤ 他们需要对自己的慢性病知情，包括预期病程、预期并发症以及预防并发症和管理

症状的有效战略。 

¤ 他们需要有动力以改变和保持日常的健康行为，坚持接受长期治疗并自我管理疾病。 

¤ 他们需要有准备使用行为技能，以便在家管理自己的疾病。这包括具备必要的药物

和医疗设备、自我监测工具以及自我管理技能。 

有准备、知情和有动力的卫生保健工作组 
在慢性病创新照护框架中，卫生保健“工作组”是三位一体伙伴关系中的一部分。

工作组包括所有临床环境中来自每一照护层次（包括专科医生）多种类别的照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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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 

加强自我管理和遵从医嘱 

基础材料： 
■ 支持自我管理和预防（卫生保健组织） 

■ 筹集和协调资源（社区） 

■ 提供补充服务（社区） 

在南非开普敦，遵从医嘱服务是一项独特的新服务，通过及时发送电子邮件和手机短

信提醒病人按处方服药，采取积极主动的步骤协助他们自我管理自己的慢性病。由于坚持

接受长期治疗的比例在发达国家为 50%左右并在发展中国家低达 20%，这一项目尤其重要。 

遵从医嘱服务的核心是通过病人移动电话的文字功能在一天的适当时间向他们发送提

醒短信的系统。短信带有生活方式小知识（例如高血压患者的低盐食谱）、幽默或针对特定

情况的信息。每份短信结束时都提出劝告（例如，“现在服用你的[药名]”，或“现在应预约

到[门诊所名称]就诊”）。有一个监测设施，使收信者能够报告传送方面的问题或接通由专业

护士 24 小时值班的求助热线。 

移动电话在南非这一地区很常见，使这项服务能向除此之外服务水平低下的人群提供。

在城市周围 贫穷的社区中，30%的病人有移动电话；在开普敦地区的其它地方，比例可高

达 70%以上。开展服务所需的持续费用很少：每月每位病人约 1 美元。 

该系统似乎有作用。卫生保健工作者、病人和卫生保健管理人员对该项服务很满意。

此外，据市议会报告，为该服务选定的结核病人坚持治疗的情况至少与接受直接督导下的

治疗（DOTS）的病人一样好。计划对该项目进行一次正式评价。 
 
来源：Dr David Green, On Cue Compliance Service。如阅获得更多信息，请见www.compliance.za.net/ 
 

 

者。根据其专业优势和能力，工作组成员承担各种角色和任务责任。传统的等级制度被

推翻并脱离了以医生为主的模式，因为工作组每个成员在管理慢性病方面的独特技能受

到了重视。根据卫生保健组织的人力资源和地理现实情况构成工作组。但是可能需要对

工作组的概念进行创新。例如，通过信息技术联系的虚拟工作组在许多区域将很实用。 

有准备、知情和有动力的社区合作伙伴 
社区伙伴是微观层面三要素的第三部分。当社区伙伴用关于管理慢性病的信息和技

能武装起来时，以前未被利用的一批人可有准备发挥传统上规定由公共卫生系统中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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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工作者发挥的作用。愿意协助者组成的大规模人群可转变为提供与慢性病相关必要

服务的巨大和有准备的资源。社区伙伴可提供囊括所有慢性病的服务，范围从糖尿病和

高血压到以社区为基础的精神病护理。这些社区资源可减少对通常由正式卫生保健组织

提供的随访服务和三级医疗的非必要性需求。 

█  中观层面：卫生保健组织的基础材料 
卫生保健组织可创造一种环境，使改进慢性病卫生保健的努力站住脚跟并蓬勃发展。

Cochrane 协助网 近的一次审评发现包括卫生保健工作者技能、人员配置、就医安排、

信息系统和病人自我管理等多种组织因素对慢性病结果产生影响。审评还注意到，更综

合性的干预措施更有可能成功；除非伴有针对病人的干预措施，否则仅针对提供者行为 

 

苏格兰 

初级卫生服务与社区卫生服务相结合 

基础材料： 
■ 加强伙伴关系（政策环境） 

■ 开发和调拨人力资源（政策环境） 

■ 组织和装备卫生保健工作组（卫生保健组织） 

■ 支持自我管理和预防（卫生保健组织） 

■ 通过领导和支持，鼓励更好的结果（社区） 

■ 筹集和协调资源（社区） 

在苏格兰，地方卫生保健合作社是初级保健信托基金内部结构的一部分。它们是地方性的一体化组织，

汇合了初级卫生服务和社区卫生服务并有一系列专科服务。普通医生参加地方卫生保健合作社是自愿的，

但仅两年之后，苏格兰绝大多数开业医生都参加了。多数地方卫生保健合作社具有多学科的管理委员会，

通常由医务、护理、药剂师、医疗辅助专业和大众等方面的人员组成。地方卫生保健合作社为人口在 10,000

以下和 172,000 以上的人群服务。虽然有待对地方卫生保健合作社进行正式评价，但越来越多地认为这

些合作社在通过保健一体化支持地方社区卫生和安康的保健等级制度演化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苏格兰地方卫生保健合作社倡导的保健新等级制度 

社区卫生和安康 
从非医学方面强调控制当地健康危害并通过与社区计划相联系的公共卫生规划促进积极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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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预措施不会改变病人结果。此外，据审评报告，向医生以外人员分配工作、确保密

切监测病人并计划后续照护的卫生保健组织，也会改善慢性健康问题的结果。 
Renders, CM, Valk, GD, Griffin, S, Wagner, EH, vanEeijk, JTM, Assendelft, WJJ. Interventions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of diabetes mellitus in primary care outpatient and community settings.  

Cochrane Review.  In: The Cochrane Library, Issue 2, 2001. Oxford: Update Software. 

促进持续性和协调 
慢性病患者需要在初级、二级和三级等各级照护之间以及各提供者之间协调的服务。

为相同病人提供照护的卫生保健工作者需要互相进行沟通。众多卫生保健工作者的集体

知识、信息和技能远远超过一个提供者的力量。在可能的情况下，确认的“照护协调员”

自我保健 
使人们能够在精心设计的信息和教育材料（包括通过在线服务或数码式电视给予的忠告）的协

助下自我照护 

NHS24 
以护士为主的治疗类选系统，目的是指导不能照顾自己的病人找扩大的初级保健工作组中 适

当的成员就医，或者在紧急情况下利用救护车服务或医院 

扩大的初级保健 
较强大的初级保健专业人员工作组包括能够满足绝大多数病人保健需求的医生、护士、助产士、

药剂师、社会工作者，等等 

间接保健 
间接保健以社区医院、护理、住院照护和病人住所为重点，利用“间接保健医师”、护士、治

疗专家和社会工作者的技能，主要但并不单一为老年人就地提供“递升，递降”服务，包括调查、

康复和休息 

二级保健 
通过有管理的临床网络进行联系，并支持下级机构的工作 

三级保健 
通过有管理的临床网络联系，作为高度专业化的咨询和保健中心 

 
来源：Woods KJ, The development of integrated health care models in Scotl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grated Care 20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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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起到监督和指导病人照护的作用，以便确保一切有关卫生保健工作者的努力是联合和

协调的。 

慢性病照护的持续性也是至关重要的。照护必须是有计划的并考虑到整个病程。应

安排后续就诊，而且各组织必须积极主动地照护慢性病患者。等到症状或发生可预防的

并发症促使病人就医，费用就较高，而且效率和效益较低。相反，有计划的照护使之有

可能早期发现并发症并迅速确认病人健康状况的下降。 

通过领导和奖励鼓励高质照护 
高级领导人及其他有影响的领导人需要对改进其卫生保健组织中慢性病的照护给予

明确的支持和赞助。可重新调整对行政管理者、卫生保健工作者和病人的鼓励；可设立

对影响慢性病管理和预防的有效临床程序的奖励。正在开展的质量检查和质量改进项目

应当成为所有卫生保健工作者的日常活动。追求质量必须成为组织文化的一部分。卫生

保健领导者在创造重视质量的环境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 

 

南撒哈拉非洲 

非传染病基本卫生干预措施项目 

基础材料： 
■ 组织和装备卫生保健工作组（卫生保健组织） 

■ 使用信息系统（卫生保健组织） 

有证据表明糖尿病和高血压等某些非传染病的流行率在南撒哈拉非洲某些地方正在迅

速上升。为了解决这一紧急需求，正在坦桑尼亚和喀麦隆开展一项试点项目。项目的目的是

提供以依据为基础的初级卫生保健治疗一揽子计划用于高血压、心脏病和糖尿病。项目成果

包括： 

¤ 临床指导方针； 

¤ 支持使用指导方针的病人教育材料； 

¤ 在使用指导方针方面培训和支持工作人员的方法和材料； 

¤ 病人档案表格以及用于预约和随访的系统。 
 

Unwin N, Mugusi F, Aspray T et al. Tackling the emerging pandemic of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in 
sub-Saharan Africa: the essential NCD health intervention project. Public Heath 1999; 113: 14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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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装备卫生保健工作组 
需要对卫生保健工作组进行装备以管理慢性病。他们需要必要的物资、医疗设备、

实验室支持和基本药物以便提供以科学依据为基础的照护。为了作出 佳决定，工作组

需要支持，包括书面的照护指导方针以及诊断和治疗规则系统。 

卫生保健工作组需要扩充传统生物医学培训的特别技能和知识。有效的交流能力对

促进信息交流、坦诚询问以及与病人共同决策是很重要的。此外，卫生保健工作者需要

行为干预措施方面的专门知识以便协助病人开始使用新的自我管理技术，遵守复杂的治

疗方案并改变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工作者需要技能以支持病人在整个长期病程中努

力维持所作的改变。 

医生及其他卫生保健工作者需要使他们能够协同工作的技能。在慢性健康问题的情

况下，传统的独立操作模式不是 佳模式。相反，由众多卫生保健工作者组成的工作组

必须学会协同工作和分担照护病人的责任。 

支持自我管理和预防 
有效的自我管理有助于病人及家庭以尽可能减少与慢性病相关的并发症、症状和残

疾的方式遵守治疗方案。病人及给予照护者必须了解自我管理战略并有动力在长时间内

每日予以实施。自我管理培训（例如，为了更好地坚持服药、不断锻炼、获取适当营养、

保持正常睡眠以及戒断烟草）可减少后续就医的频率并在长时间内将是经济有效的。 

 

埃塞俄比亚 

改善获取和遵从医嘱 

基础材料： 
■ 组织和装备卫生保健工作组（卫生保健组织） 

在埃塞俄比亚，贡德尔医科学院正在开拓慢性病的综合照护。作为其慢性病项目基础的

概念是，如果在离居所 近的卫生机构管理病人，就会改善获取和坚持治疗。本学院的内科

医生每月前往这些卫生机构，在经培训的护士的协助下开复诊诊所。这项工作是作为一个糖

尿病项目开始的，但现在已扩大到包括癫痫、风湿性心脏病和高血压、哮喘、社区眼保健以

及慢性身体残疾的管理。联合王国国家彩票通过伦敦的热带卫生与教育信托基金提供资金支

持该项目。 
 

来源：埃塞俄比亚贡德尔医科学院 Shitaye Alemu 博士。 
 

3. 创
新

照
护

：
迎

接
慢

性
病

的
挑

战
 



 52 

在教育病人和家庭进行自我管理方面，卫生保健工作者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有助于

帮助病人开始采取新的行为。但更重要的是，卫生保健工作者必须支持病人在自我管理

方面的长期努力。每次与病人接触时，都应注意慢性病的自我管理和预防。 
 

 

美国 

慢性病综合照护 

基础材料： 
■ 促进持续性和协调（卫生保健组织） 

■ 组织和装备卫生保健工作组（卫生保健组织） 

■ 使用信息系统（卫生保健组织） 

■ 支持自我管理和预防（卫生保健组织） 

Kaiser Permanente 是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大型管理照护组织， 近重新调整了其初级保

健诊所的方向，以便更好地满足病人的需求，重点为慢性病患者的需求。创建了多学科工作

组，包括医生、护士、卫生教育者、心理学家和理疗师。这些初级保健工作组与药房、电话

咨询和预约中心、慢性病管理规划以及专科诊所相联系，形成了从门诊诊所到住院照护的一

种完全一体化的照护系统。 

患者通过确认未寻求初级保健的慢性病患者的外展战略并通过医生在初级保健诊治时

的鉴定参加慢性病管理规划。根据其需要的程度，病人接受多种学科的服务。重点为预防、

病人教育和自我管理。医生以外的工作组成员主持小组活动。在心脏病、哮喘和糖尿病等疾

病中，生物学指数有所改善。筛检和预防服务增加了，而住院比率下降了。 

近对 Kaiser 的综合照护系统与联合王国国民保健制度进行了比较，发现虽然两个系统

的人均费用相似，但 Kaiser 在获取、治疗和等候时间方面的绩效要高得多。Kaiser 较高绩效

的原因包括真正综合了卫生保健的所有组成部分，在 经济有效的保健层次治疗病人，市场

竞争以及先进的信息系统。 
 

Feachem GA, Sekhri NK, & White KL.  Getting more for their dollar: a comparison of the NHS with 
California’s Kaiser Permanent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002;324:135-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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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信息系统 

关于病人个体和病人群体的及时信息是慢性病有效照护的一个关键特征。信息系统

收集和组织关于流行病学、治疗和卫生保健后果的数据。目标是使用信息系统改进计划

和照护的一般水准。 

 

中国 

志愿的外行领袖可加强自我管理并减少卫生保健的利用 

基础材料： 
■ 支持自我管理和预防（卫生保健组织） 

■ 通过领导和支持，鼓励更好的结果（社区） 

■ 提供补充服务（社区） 

慢性病—主要是心脏病、中风、癌症和肺病，正在成为中国残疾和过早死亡的首要原因

以及主要的卫生保健开支。在作为本国受影响 严重地区之一的上海，研究人员已表明慢性

病自我管理规划可成功地加强自我管理行为，维持和改善健康状况，并减少使用卫生服务。 

该规划以美国创造和证实有效的一种措施为样版，作为基础的假设如下： 

¤ 慢性病患者关注的情况和问题类似； 

¤ 慢性病患者可学会承担日常管理其疾病及疾病引起的身心问题的责任； 

¤ 如果为患有慢性病的外行人提供一本详细的领导手册，他们就可以象卫生专业人员一样

有效地（如果不是更有效地）领导自我管理规划。 

规划由成对工作的经培训的志愿外行领导，分小组开展活动。连续 7 周总共安排了 7 堂

课，每堂课时间为 2 到 2.5 小时。主题包括锻炼，使用认知症状管理技术，管理营养、疲倦和

睡眠，使用社区资源，使用药物，管理恐惧、愤怒和忧郁，与卫生专业人员沟通，解决问题，

以及决策。 

鼓舞人心的结果表明，当按照以当地情况为基础的模式提供并被纳入社区政府组织和社

区卫生服务的日常工作中，美国制定的这种措施在文化上可被中国人接受，而且在中国是可

行的。 
 

Fu Dongbo, Patrick Mc Gowan ,Ding Yongming, Shen Yi-e, Zhu Lizhen, Yang Huiqin 
Mao Jianguo, Zhu Shitai, Wei Zhihua 和 Fu Hua。上海慢性病自我管理 

规划的实施和定性评价。未发表的手稿，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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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慢性病患者名单的信息系统（称为“病人登记”）可对预防和后续服务起到提醒

的作用。卫生保健工作组可使用该名单确定病人需求，落实和计划照护，监测对治疗的

反应，并评估健康结果。信息系统可以是简便和低费用的，例如纸上的病人登记。或者，

信息系统可以是高度自动化的，使用 新的电子技术。 基本的一点是要结合一种系统

化的战略，以便收集有用的病人信息，促成有效的管理。 

█  中观层面：社区的基础材料 
社区资源对卫生保健系统以及慢性病管理是至关重要的。应考虑到慢性病患者的绝

大部分时间是在卫生保健诊所的大墙之外渡过并在社区内生活的。知情和有准备的社区 

 

美国 

以社区为基础的外展规划有助于城市穷人坚持接受 HIV/艾滋病治疗 

基础材料： 
■ 通过领导和鼓励确保质量（卫生保健组织） 

■ 支持自我管理和预防（卫生保健组织） 

■ 使用信息系统（卫生保健组织） 

■ 筹集和协调资源（社区） 

■ 提供补充服务（社区） 

对生活在贫穷之中的人们来说，生活中相互竞争的重点使之很难遵从复杂的药物治疗方

案。旧金山卫生厅制定了一个以社区为基础、由地方供资、随时接待病人的坚持服药规划（行

动点）以协助该城市 HIV 阳性的穷人坚持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并受益于 HIV 治疗方面的进

展。 

可获得各种遵从医嘱支持服务。对每周至少使用服务一次的用户，每周发给一小笔现金奖

励。此外，在参加活动一个月之后，向用户提供呼机，在一天的特定时间传呼提醒他们服用药

物。其它遵从医嘱支持方案包括行动点用户之间的一种伙伴系统，以及协助在用户和工作人员

之间灌输社区精神的医疗和心理学支持小组。 

项目用于每位用户的费用每年大约相当于单一蛋白酶抑制剂一年的零售费用。开展规划 5

个月之后，取得了很有希望的成果：许多用户改善了生活条件，而且接受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

用户中有 76%显示病毒抑制能力改善。 
 

Bamberger JD, Unick J, Klein P, Fraser M, Chesney M, & Katz, MH. Helping the urban poor stay with 
antiretroviral HIV drug therapy.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00; 90(5): 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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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可填补一个重要的空白，即卫生保健组织不提供的服务。当有社区服务补充有组织

的卫生保健时，与慢性病相关的结果有潜力得到显著改善。 

提高认识和减少谴责 

在改善慢性病患者的生活方面，社区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地方和国际组织、非政府

组织以及支持团体和妇女团体的领导人处在提高关于慢性病及相关风险因素认识的 佳

位置。例如，社区领导人可以是“可信任的喉舌”，使公众认识到慢性病不断增长的负担

并争取减少与慢性病相关的谴责。社区领导人还可以游说其政治对应方加强对慢性病照

护的支持。 

通过领导和支持鼓励更好的结果 

在改进慢性病照护的努力中，应确认和支持社区领导人。社区发展/卫生委员会或村

发展小组等公认的机构可提倡改善慢性病的卫生保健。这些委员会和小组领导人所处的

位置使他们能够探索支持患有慢性病的同一社区成员的 佳战略。 

 

黎巴嫩 

为儿童提供有效和支付得起的治疗 

基础材料： 
■ 提供补充服务（社区） 

■ 提高认识和减少谴责（社区） 

在黎巴嫩，公共卫生服务的空白由非政府组织填补，例如专门从事儿童期慢性病管理

的慢性病照护中心。慢性病照护中心的一个重点领域是地中海贫血，这是一种遗传性的慢

性血液病，尤其在黎巴嫩及其它东地中海国家流行。 

慢性病照护中心为地中海贫血提供有效和支付得起的治疗，只向病人及其家庭收取少

量费用。自 1994 年以来，卫生部和欧洲委员会一直支持此类卫生保健活动。 

在社会事务部的支持下，慢性病照护中心还在协调一个国家规划以便对这种慢性病提

高认识并改变消极的态度。该规划以一个五年行动计划为基础，针对不同的人群：医学界、

大学、中学、青少年团体和初级卫生保健工作者。 
 

来源：http://www.chroniccare.org.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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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区没有既定的结构，其他社区领导人就参与可影响慢性病照护的决策。宗教领

袖、市长或村长可能是为卫生保健问题提供指导的人。因此，很重要的是所有社区领导

人，例如宗教团体、学校和雇主组织的领导人，都应了解慢性病的负担和预防的战略。

所有领导人都是有影响力的，可使其政策和措施符合慢性病 佳照护的主要目标。 

筹集和协调资源 
就地产生的资金可对社区级与卫生相关的活动有很大的影响。健康促进和预防运动、

风险因素评估、社区卫生工作者的培训或者为卫生中心提供基本设备和物资都是通过动

员地方团体可开展的重要活动。来自地方和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社区支持团体和妇

女团体的社区领导人可以是宝贵的资源。可鼓励他们筹集资金并确定产生资源以支持慢

性病筛检、预防和管理改进的供资计划。 

 

秘鲁 

社区参与改进初级卫生保健 

基础材料： 
■ 通过领导和支持鼓励更好的结果（社区） 

■ 筹集和协调资源（社区） 

在秘鲁，地方卫生管理委员会是由社区成员围绕一个卫生中心或卫生站创建并有社区管

理的非营利性私立机构。其目的是通过社区参与公共卫生保健的计划和管理，提高初级卫生

保健服务的质量。地方卫生管理委员会与卫生工作者合作制定地方卫生计划，确定预算并监

测开支和向社区提供的卫生服务。这种安排有许多优点： 

¤ 以社区为基础计划卫生活动 

¤ 加强卫生保健责任制并鼓励提高效率 

¤ 预算管理方面的灵活性 

¤ 雇用职员方面的灵活性 

¤ 提高照护质量 
 

Cotlear D. Peru: Reforming Health Care for the Poor.  2000; The World Bank,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Regional Office, Human Development Department, LCSHD Paper Series No.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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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补充服务 
在社区成员参与的同时，地方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为特定社区提供预防和管理补充

服务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每个社区都有社区卫生工作者和志愿人员等保健提供者的非正

式网络，这些人对管理和预防慢性健康问题是非常宝贵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卫生保

健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利用这种社区卫生工作者网络来加强与社区的联系，因此他们得到

培训以便为慢性病患者提供基本服务，包括关于风险和自我管理的教育。在其它情况中，

这些非正式的保健提供者独立开展工作；如果他们与一个卫生保健组织有更密切的联系，

他们就可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可训练他们提供基本服务并鼓励他们教育

整个社区预防慢性病。 

应尽量减少卫生保健组织与地方组织之间的重复服务。各组织和社区的目标是具备

互补的职能。 理想的是，社区组织为慢性病患者填补卫生保健组织不提供的服务方面

的空白。 

 

巴西 

缺乏资源社区中的预防性卫生服务 

基础材料： 
■ 筹集和协调资源（社区） 

■ 提供补充服务（社区） 

西阿拉是巴西的一个穷州，它提供的照护模式可能在资源、收入和教育水平有限的其它国

家中也可实现。在 1987 年，接受经培训的护士监督（一名护士监督 30 名卫生工作者）并居住

在当地社区的辅助卫生工作者每月进行一次家庭访问以提供多种基本卫生服务。该规划成功地

改善了儿童健康状况和疫苗接种、产前保健以及妇女的癌症筛检。而且，费用很低。卫生工作

者的工资是 低工资，使用的药物很少，而且不包括医生。总体上，该规划只使用了州卫生保

健预算的非常小的一部分。 

在 1994 年，卫生工作者规划被纳入家庭卫生规划，使卫生工作者的工作组包括医生和护

士。巴西首次有了大规模的综合预防性卫生服务。 
 

Svitone, EC, Garfield, R, Vasconcelos, MI, & Craveiro, VA Primary health care lessons for the Northeast 
of Brazil: the Agentes de Saude Program, Pan Am J Public Health 2000;7(5):29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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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层面：积极政策环境的基础材料 
政策是组织价值观、原则和政府或行政部门一般战略以减少慢性病负担的有力手段。

有了适当制定的政策和计划，决策者和计划者可对人口健康产生显著影响。为了优化慢

性病的卫生保健，积极的政策框架是必不可少的。下文介绍了政策级的关键组成部分。 

提供领导和宣传 
决策者可影响高级政治领导人以推动慢性病照护。需要确认政治领导人，然后鼓励

他们为病人、其社区和管理慢性病的卫生保健组织形成积极的政策环境。应提高其他关

键群体的认识并使他们了解不断增长的慢性病负担以及管理慢性病的现有有效战略与模

式。 

决策者还可提高政策制定者、卫生保健领导人、卫生保健工作者、整个社区、病人

和家庭的认识。可使用加强宣传的一系列证实有效的战略来影响这些群体。例如，可招

聘受信任的发言人来传播关于慢性病的信息。在产生领导作用和支持方面，有效的媒体

宣传运动将起到很大作用。 

 

赞比亚 

以家庭为基础的 HIV/艾滋病和结核照护 

基础材料： 
■ 通过领导和支持鼓励更好的结果（社区） 

■ 筹集和协调资源（社区） 

■ 提供补充服务（社区） 

非洲的 HIV/艾滋病患者中只有一小部分能获取家庭照护服务。在赞比亚，家庭卫生信托基

金和恩多拉天主教区协调的两个以社区为基础的规划为 HIV/艾滋病患者和结核患者提供以家

庭为基础的照护。 

在这两项规划中，社区起到卫生保健伙伴的作用。社区护士流动工作队提供直接的病人照

护并支持社区卫生工作者。护士和社区志愿者执行范围广泛的任务，包括直接的病人照护、自

我管理支持以及对家庭照护提供者的支持。 

以家庭为基础的 HIV/艾滋病和结核照护相结合，似乎是该规划成功的一个因素。以社区为

基础的直接督导下的短程化疗使之有可能获得较高的结核治愈率，并且在结核患者中更便于发

现 HIV，反之亦然。 
 

Nsutebu EF, Walley JD, Mataka E, Simon CF. Scaling up HIV/AIDS and TB home-based care:
 lessons from Zambia. Health Policy and Planning 2000;16(3), 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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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政策 
用于慢性病的综合政策可尽量减少卫生保健系统中的重叠和不连续性。当跨越具体

疾病界线并强调管理特定人群而不是一次管理一个病人时，政策 为有效。当包括预防、

促进和控制战略并明确地与其它政府规划和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联系起来时，政策也

为有效。 

政策制定和卫生保健计划是持续的过程。为了支持有效的照护战略，必须根据不断

变化的需求、重点和有效的干预战略不断更新政策和计划。 

 

 

芬兰 

减少对慢性精神疾患的谴责并改进照护 

基础材料： 
■ 组织和装备卫生保健工作组（卫生保健组织） 

■ 提高认识和减少谴责（社区） 

■ 提供补充服务（社区）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与自杀率相同，芬兰的抑郁症发病率不断上升。旨在减少日

益增长的担忧的一项创新项目除了发展部门间关系以协助遭受抑郁症影响的人之外，还包括

提高公众对抑郁症问题认识的计划。为卫生和社会福利专业人员制定和实施了培训课程。发

起了公众宣传运动并为具有抑郁症症状者组织了社区自助团体。一次内部评价发现公众对抑

郁症的认识在过去十年中有了很大提高；该问题是大众传播媒体的一项经常性主题。此外，

据报道，与项目开始之前相比，卫生专业人员对抑郁症所做的处理更多。 

精神分裂症规划的目标是在 10 年期间使新诊断患者和慢性病患者长期住院时间减少

50%。已达到和超额完成该目标。新诊断患者和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精神病医院住院的时间

分别减少了 60%和 68%。该规划包括病人家庭并纳入了新的精神卫生治疗措施。多学科应急

工作组在社区工作，以便保证病人安全并免于住院。在促进病人迅速出院方面，该规划取得

了全国性的成功。 
 

Lehtinen V, & Taipale V. Integrating mental health services-the Finnish experi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grated Care 20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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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一致的供资 
卫生供资是把政策和计划转化为现实的一种重要机制。以公平性和有效性等原则为

基础的供资决定将为人口的所有阶层确保充分的卫生保健获取和覆盖率。所有供资组成

部分（筹资、资源调拨、定约和报销）都应用做为鼓励实施创新照护战略的手段。 

在所有情况下，但尤其对慢性病，当对卫生保健所有部门给予一致的供资时，供资

有效。对于 HIV/艾滋病和糖尿病等传统上无联系的疾病类别以及初级卫生保健和以医

院为基础的照护等照护等级和照护环境，供资必须做到一体化。 后，供资的结构必须

使之能够在长时间内维持资源。（如阅获得关于卫生保健供资的更多信息，请见本报告第

77-85 页）。 

开发和调拨人力资源 
通过强化卫生保健工作者的培训，教育当局有能力加强慢性病照护。例如，可更新

医学院和护士学校的课程，以便更充分地处理慢性病患者的需求。因此，教育部的决策

者在改进慢性病照护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卫生部的决策者不应忽视这种重要的关系。 

除了更新教程，慢性病专科领域内卫生专业人员的强制性继续教育可大大推进慢性

病的卫生保健。奖励和配额有益于吸引满足慢性健康问题需求所需的卫生保健专业人员

并形成此类人员的 佳配置。 

 

博茨瓦纳 

政府在处理慢性病方面的领导作用 

基础材料： 
■ 提供领导和宣传（政策环境） 

■ 加强和调拨人力资源（政策环境） 

博茨瓦纳正在经历人口增长、生育率下降以及癌症、糖尿病和高血压等慢性

病增多的情况。据观察，作为高血压并发症的中风死亡人数增多。在全国范围内，

更多的慢性病患者正在寻求治疗。为了解决问题，博茨瓦纳政府采用了多元做法。

在 2002 年，卫生部建立了一个工作组，负责非传染病监测、预防和控制。此外，

不断加重的 HIV/艾滋病负担使卫生保健工作者的培训发生了改变，他们以前只接

受急症照护方面的培训。 
 

来源：博茨瓦纳卫生部社区服务司流行病学和疾病控制处，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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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拨和开发人力资源的概念超出直接服务提供者的范围。需要政策和服务计划者、

研究人员、信息技术设计人员以及支持性人员，以便改进慢性病的照护。应当探索自我

管理顾问等新的卫生保健工作者分类，因为他们能协助满足慢性照护方面日益增长的需

求。 

 

印度 

非传染病综合管理和预防 

基础材料： 
■ 综合政策（政策环境） 

■ 提供领导和宣传（政策环境） 

■ 加强和调拨人力资源（政策环境） 

心血管和脑血管病、糖尿病以及癌症正在印度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除了老年人比

例不断上升，人口正在越来越多地接触与某些慢性病相关的风险。在该国，肥胖症正在增多，

身体活动不断减少，而且烟草使用是一个巨大问题。 

虽然通常认为非传染病在收入较高的人群中更加常见，印度 1995 – 1996 年国家调查的数

据显示烟草使用和酒精滥用人数在收入 少的 20%的人口中更多。因此，印度政府预测，未

来数年中烟草相关疾病的流行率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下的人群中将上升。 

政府采用了综合的非传染病管理规划。该规划的主要内容如下： 

¤ 通过动员社区行动（包括大众传媒）开展非传染病初级和二级预防的卫生教育 

¤ 制定治疗方案，用于在非传染病诊断和管理方面对医生进行教育和培训 

¤ 加强/创建诊断和治疗心血管病和中风的设施并建立转诊联系 

¤ 促进生产经济上可承担的药物用于糖尿病、高血压和心肌梗死 

¤ 发展和支持残疾人康复机构 

¤ 提供以下方面的研究支持： 

– 对心血管病、中风、糖尿病的流行病学研究 

– 以人口为基础减少危险因素的多部门干预措施 

– 营养和与生活方式相关因素的作用 

– 在每个照护层次制定经济有效的干预措施 
 

来源：印度计划委员会，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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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立法框架 
立法和规章可减少慢性病的负担。例如，强制规定使用安全带、限制速度并允许对

控制能力减弱的司机进行起诉的法规对预防常常成为慢性病的致残伤害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控制威胁健康的制品可减少与慢性病相关的负担。限制向青少年出售烟草和酒精

的年龄限制法律和地方法令是有效的，限制或禁止烟草广告的法律也同样是有效的。还

应考虑对提供信息的食品标签的规定。 

法规还可保护慢性病患者的权利。通过获取照护和自愿治疗，可在卫生保健中促进

人权。可制定和实行保护卫生保健机构和工作者的管理框架。还可采用涉及慢性病患者

住房和就业的反歧视法律。 

加强伙伴关系 
在政策环境内，政府部门之间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具有影响健康和慢性病的潜力。农

业、劳动、教育和运输等部门是应考虑的重要部门，因为它们具有影响健康和预防慢性

病的巨大可能性，但不总能以积极的方式做到这一点。例如，仅以商业目标为基础的农

业政策不一定符合国家的卫生和营养需要；运输政策在促进身体活动和提供安全性方面

可做得更多。 

 

秘鲁 

通过政策支持改进结核照护 

基础材料： 
■ 提供领导和宣传（政策环境） 

■ 促进一致的供资（政策环境） 

■ 通过领导和奖励提高质量（卫生保健组织） 

■ 组织和装备卫生保健工作组（卫生保健组织） 

在秘鲁，结核是一项国家重点。秘鲁的结核规划使接受直接督导下短程化疗的传染病比例

从 1990 年的 70%上升到 1998 年的 100%，治愈率超过 90%。在规划中，药物免费提供，食品

是鼓励低收入病人坚持治疗的一种奖励。该规划能迅速成功是因为该国有经培训的护士，再加

上政治承诺、充足的药物资源以及积极的领导。 
 

来源：Scaling up the response to infectious diseases: A way out of poverty.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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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与不同的部门一起工作以确认哪些政策在解决经济需求的同时可尽量提高人口

的健康水平。还可影响非政府卫生部门，例如私营卫生保健提供者和慈善团体。在必要

的地方，还应检查和加强与区县、城镇或地方政府以及宗教团体、学校和雇主等社区实

体的联系。专业、患者和家庭非政府组织应当被考虑作为改进慢性病照护方面的重要伙

伴。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在初级卫生保健中处理慢性病 

基础材料： 
■ 加强伙伴关系（政策环境） 

■ 提供领导和宣传（政策环境） 

■ 开发和调拨人力资源（政策环境） 

■ 促进协调和连续性（卫生保健组织） 

■ 组织和装备卫生保健工作组（卫生保健组织） 

自 1979 年以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卫生政策一直以初级卫生保健为基础，并特别重视

扩大农村地区的卫生网络和规划。在城镇和较小的村庄，作为社区居民 初联系点的为数众

多的卫生所帮助卫生中心履行其职能。每个卫生所为约 1500 人提供服务，并由卫生工作者负

责提供卫生保健。农村卫生中心由全科医师、助产士和牙科医生组成。这些卫生中心监督和

支持各卫生所并接受从卫生所转诊的病人。城市卫生中心主要在卫生站的帮助下履行其职能。 

城镇的区县医院为从农村及城市卫生中心转诊的病例提供服务。区县医院负责专科、住

院和门诊治疗等服务。 

许多区域 近采纳了用于糖尿病和高血压的明确标准与指导方针。卫生所和卫生站的主

要活动是找到社区中未得到照护的病例并提供后续照护，尤其是对结核、疟疾和精神疾病患

者。 近，有些社区还把高血压和糖尿病包括在内。 

卫生和医学教育部分担在全国提供卫生服务和医学培训的责任。此外，鼓励社区积极参

与卫生服务工作的计划和实施。 

在过去 15 年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中男子和妇女的期望寿命分别增加了 13 年和 15 年。

同样，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下降到 15 年以前的四分之一以下。90%以上的人口能获得初级卫

生保健，这显著地高于 80 年代初期微不足道的覆盖率。卫生保健方面的这些成就是在本国出

现持续的人口和流行病学过渡的同时取得的。 
 

来源：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卫生和医学教育部，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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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 

国家卫生部门改革 

基础材料 

■ 综合政策（政策环境） 

■ 提供领导和宣传（政策环境） 

不断增长的期望寿命、城市化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使菲律宾的卫生状况出现了相当大

的变化。通过风险接触的增长，全球化和社会变化影响了非传染病或生活方式/变性疾病

的传播。随着本国人均收入的增长，逐渐形成了造成广泛采用高危行为的社会和经济条

件。这转而对国家的卫生政策和卫生系统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即如何在尚未完成传染病

议程的情况下处理日益增多的生活方式/变性疾病。 

菲律宾卫生部的卫生部门改革议程正在改善卫生服务以确保更有效地提供公共卫生

规划。目标人群之一是缺医少药的人口。整个卫生系统都在开展卫生部门改革。 

在慢性病方面，改革活动注重于： 

¤ 指导方针和临床途径 

¤ 监测系统 

¤ 登记系统 

¤ 以社区为基础的措施 

¤ 研究 

¤ 卫生供资 

这些活动专门针对不同慢性病的独特需求，包括心血管病、癌症、糖尿病、哮喘以

及肌肉骨骼疾病。 
 

来源：菲律宾卫生部，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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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卫生保健决策者及其他领导人所处的地位使他们能够发起卫生系统方面的变革以处

理慢性病照护问题。要发挥 大的有效性，各位领导人就必须考虑在微观、中观和宏观

层面上影响卫生系统。变革可利用本节中介绍的各种基础材料，以较小的步子开始。虽

然在微观、中观和宏观等各层面纳入卫生保健系统的基础材料越多，预期的效益就越高，

但并不需要对整个系统进行彻底改革。 

当把基础材料组织成概念框架，计划和改革过程对领导人可变得更加明确。卫生保

健系统的综合模式是 佳的，因为可拓展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并因为在实施后可产生

更好的结果。就慢性病而言，包括政策级基础材料在内的范围更广泛的新模式有望为卫

生保健领导人和病人带来更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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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行动，以改善慢性病的照护 

 

何卫生系统均不能免于处理慢性病日益增加的流行，并且虽然存在卫生保健

资源的限制，但是此项任务持续存在。每一个系统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并且

即使是表面上高资源的系统也面临配置资产和计划其人口未来卫生保健的困境。此外，

尽管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但是在每一个国家内某些群体和地区仍然不能充分获得保健。 

政策和服务的决策人员在慢性卫生问题的照护方面面临相似的不稳定前景。他们面

临的总体挑战，从支持慢性照护思维的改变到确保可靠稳定的筹资，是相似的。但是，

根据各国的资源实况，解决卫生保健问题的办法可能是不同的。然而，在调整卫生保健

系统方面的成功将有赖于决策人员的领导和知情指导以及目前的领导人继续只投资于急

性保健模式的程度。 

下面的八项基本要素描述以资源可得性为基础的行动建议。但是，一个国家可能存

在跨越从低资源到高资源这一资源型谱的地理区域或环境。在这些情况下，各决策人员

必须确定 符合其独特情况的行动优先顺序。拥有高资源水平的环境应确保除高资源行

动建议外实施低资源和中等资源建议。 

无论资源水平如何，每一个卫生保健系统有潜力在慢性疾病的照护方面做出重要改

进。资源是必要的，但对于成功是不够的。领导与愿意采纳变革和革新相结合，将比简

单为早已无效的保健系统增加资本产生更大的影响。为改进对慢性病的照护，决策人员

需要：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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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慢性病问题的严重性 

¤ 领导能力以便对此采取行动 

¤ 明确评估其当前卫生保健状况 

¤ 行动计划 

从哪里开始 

改进慢性病卫生保健的八项基本要素 

1. 支持模式转变 

决策人员需要了解什么 
卫生保健是围绕分散短暂的急性保健模式组织的，不再满足许多患者、特别是慢性

病患者的需求。传染病的减少和人口的迅速老龄化造成卫生问题与卫生保健之间的这种

不协调，并且慢性病正在持续增加。患者，卫生保健工作者，以及 重要的是决策人员，

必须认识到，有效的慢性病保健需要不同类型的卫生保健系统。 普遍的卫生问题，如

糖尿病、哮喘、心脏病和抑郁症，需要扩展和定期的卫生保健联系。适宜管理通常涉及

药物治疗并始终要求患者的生活方式做出调整以管理其持续的卫生问题。以急性保健模

式为基础的卫生保健系统不能满足这些需求。 

你们目前处于何种状况？ 
¤ 除支持患者努力管理其慢性问题外，你们的卫生系统能否提供药物治疗？ 

¤ 如你们允许卫生保健继续只从急性保健模式运作，将会发生什么情况？ 

¤ 从急性保健转向慢性保健的模式将如何改善贵国人口的健康？ 

你们能做些什么 
考虑利用慢性病创新照护框架的这些基础材料： 

■ 政策：提供领导和宣传 

■ 政策：将政策结合起来 

■ 组织：通过领导和奖励确保质量 

■ 组织：组织和装备卫生保健团队 

■ 社区：提高认识和减少耻辱 



69 

● 低资源水平 
在这些环境中，卫生保健资源（财力和人力）是稀缺的。慢性病的综合照护完全缺

乏和非常有限。缺乏卫生服务的协调和连续性。服务（在可获得的地方）是分散的，其

设计的目的是应对急性问题。很少能使用计算机。虽然在低收入国家可普遍遇到，但是

这种资源情景并非局限于这些国家；许多高收入国家也存在具有这种卫生保健概况的人

群（如农业人口和土著群体）。 

● 中等资源水平 
在这些环境中，虽然资源是有限的，但是卫生保健可获得较多资源。在某些环境中，

如城市医院或社区保健试点规划，慢性病的保健较为集中，但是这些中心很少并且不足

以向全体人口提供慢性病保健。初级保健提供者大体上未意识到慢性病保健的持续性和

未接受这方面培训。虽然有可能获得计算机，但是通常位于城市机构中。诊所和医院的

住院和出院数据可能是信息系统可获得的唯一数据。 

● 高资源水平 
这一资源情景主要在经济发达的环境，有充足的资源用于卫生保健。专科机构可能

有慢性病的创新规划。然而，尽管资源的相对可得性，大多数卫生保健机构仍然采用急

性、分散短暂的保健模式。虽然计算机和信息系统监测的指标主要用于财政目的，但是

它们是普遍的。 

 

行动范例 
● 与其他决策人员共同使用本文件以发起关于对你们卫生保健系统作出改变的讨论。 

● 汇总你们环境中关于慢性病问题的信息。 

● 使决策人员和卫生当局对慢性病日益增加的负担及存在管理慢性病的有效战略变得

敏感。 

● 通过宣传、广告和经常性节目编排，利用媒体作为一个在一般公众中教育和促进新

态度的论坛。 

● 利用可容易获得的有力可信的声音传播关于慢性病的信息。 

● 鼓励通过创新保健典型和战略的地方示范项目传播新的思想。 

● 采取大众市场营销战略以劝说人们从不同角度思考慢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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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理政策环境 

决策人员需要了解什么 

决策和服务的计划工作不可避免地在一个政治环境中发生。必须考虑到政治决策人

员、卫生保健领导人、患者、家庭和社区成员以及代表他们的组织。每一群体均有其自

己的价值标准、利益和影响范围。为要使向慢性病保健的转变取得成功，至关重要的是

在各个阶段开始实行双向信息共享并在利益相关方面之间促进共识和政治承诺。 

你们目前处于何种状况？ 

¤ 你们是否有机制与可影响卫生保健改变这一政治过程的方面进行协商？ 

¤ 你们是否就慢性病管理的好处对利益相关方面进行教育？ 

¤ 你们在多大程度上将多个利益相关方面的观点纳入你们的卫生保健计划？ 

你们能做些什么 

考虑利用慢性病创新照护框架的这些基础材料： 

■ 政策：提供领导和宣传 

■ 卫生保健组织：通过领导和奖励确保质量 

■ 社区：通过领导和支持鼓励更好的结果 

■ 社区：提高认识和减少耻辱 

行动范例 

● 教育并使患者、家庭和其他有影响的人了解日益严重的慢性病负担和存在有效战略

在国家环境中对他们进行管理。 

● 与政府、卫生保健组织和社区的主要领导人建立对话，以便更好地了解他们的价值

观念和关注。 

● 利用卫生保健舆论导向人员和社区领导人提倡在地方环境中进行变革。 

● 查明在卫生保健辩论中代表不同利益的组织和协会。 

● 使利益相关方面参与制定政策和服务计划。 

● 强化政治领导和承诺以便重新调整卫生保健，使之面向慢性病。 

● 汇编关于慢性病管理的成本和效果的系统评审。 

● 开展地方研究以示范创新保健典型和战略的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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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设综合卫生保健 

决策人员需要了解什么 

卫生保健系统必须警惕服务的分散。慢性病保健需要一体化以确保在机构和提供者

之间以及自始至终（从初次接触患者开始）分享信息。一体化还包括卫生保健各部门（如

住院、门诊和药房服务）之间协调筹措资金，包括预防工作，以及纳入可影响总体卫生

保健服务的社区资源。综合服务的结果是健康改善、浪费减少、效率提高以及患者失望

经历减少。 

你们目前处于何种状况？ 

¤ 你们卫生保健系统的各部分已结合到什么程度？ 

¤ 如果你们允许服务分散，代价是什么？有什么好处？ 

¤ 过去你们采用什么战略成功地将你们系统的各分散部分结合为一个整体？ 

你们能做些什么 

考虑利用慢性病创新照护框架的这些基础材料： 

■ 政策：将政策结合 

■ 政策：加强伙伴关系 

■ 卫生保健组织：利用信息系统 

■ 社区：筹集和协调资源 

行动范例 

● 确保政策、计划和资助结构是 新的，并且反映关于慢性病的联贯一致信息。 

● 发展基本的患者登记 — 如同纸和笔类笔记本一样简单 — 以及基本信息系统。 

● 改善信息系统以增加跨越公立和私立卫生保健机构、提供者和时间的协调。 

● 制定跨越卫生保健组织和社区的信息共享战略。 

● 通过共同的信息系统将卫生保健机构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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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健康而使部门政策调整一致 

决策人员需要了解什么 

在政府内，各部门制定可影响健康的政策和战略。必须对所有部门的政策进行分析

并使它们调整一致以 大限度实现健康结果。可以并且应该使卫生保健与劳动规范（如

保证安全工作环境）、农业条例（如监督杀虫剂使用）、教育（如在学校中教授健康促进）

和更广泛的立法框架相一致。 

你们目前处于何种状况？ 

¤ 你们在何种程度上致力于将政府部门、私立部门、非政府卫生部门以及非卫生相

关非政府组织结合在一起？ 

¤ 与其它部门发展关系有什么利弊？ 

你们能做些什么 

考虑利用慢性病创新照护框架的这些基础材料： 

■ 政策：将政策结合起来 

■ 政策：加强伙伴关系 

行动范例 

● 发展与包括传统治疗师在内的私立部门卫生工作者的联系。 

● 发展与可能影响人群健康的非卫生政府部门的联系。 

● 支持可抑制营销公共卫生风险（烟草和酒精）的规章和法规。 

● 与其它政府部门合作，实施以人群为基础的预防活动。 

● 建立一个多部门的私立/公立理事机构，以提倡宣传、预防和综合管理慢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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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更有效地使用卫生保健人员 

决策人员需要了解什么 

卫生保健提供者、公共卫生人员以及卫生保健组织支持者需要新的团队保健模式和

以证据为基础的技能以管理慢性病。先进的通讯能力、行为改变技术、患者教育和咨询

技能在帮助有慢性问题的患者方面是必要的。显然，卫生保健工作者并非必须拥有医生

学位以提供这些服务。具有较少正规教育的卫生保健人员和经过培训的志愿者可发挥重

要作用。 

你们目前处于何种状况？ 

¤ 你们培训模型的现状如何以及你们为在卫生保健人员中分配任务促进哪些做法？ 

¤ 在你们的组织和社区中利用卫生保健人员的组合有哪些潜在好处？ 

你们能做些什么 

考虑利用慢性病创新照护框架的这些基础材料： 

■ 政策：将政策结合起来 

■ 政策：加强伙伴关系 

■ 卫生保健组织：组织和装备卫生保健团队 

■ 卫生保健组织：支持自主管理和预防 

行动范例 

● 对帮助慢性病患者的卫生保健工作者促进基本技能培训。 

● 在存在多种用途的卫生工作者的地方，研究通过与专科医生的联系加强其决策能力

的可能性。 

● 通过讲习班和印刷材料教育卫生保健工作者。 

● 批准对一系列卫生保健工作者实行慢性病管理方面的继续教育。 

● 影响医学院校和其它培训规划以促进慢性病管理。 

● 在卫生部与教育部之间建立联合委员会促进对医学教育需求的共同理解。 

● 开发一系列卫生保健人员（如自主管理辅导员和质量改进专业人员）以满足不断变

化的卫生保健需求。 

● 重新分配培训资源以有利于一系列卫生保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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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以患者和家庭为保健中心 

决策人员需要了解什么 

由于慢性病的管理需要生活方式和日常行为的改变，必须重视患者在卫生保健中的

中心作用和责任。以此方式以患者为中心构成当前临床实践中的一个重要转变。目前，

系统将患者置于保健的被动接受者角色，错过影响他或她可努力促进个人健康的机会。

必须重新围绕患者和家庭调整慢性病卫生保健的方向。 

你们目前处于何种状况？ 

¤ 你们的卫生保健系统在何种程度上强调患者和家庭在慢性病照护中的作用？ 

¤ 如果将相当大部分的保健转给患者，怎样改进你们的卫生保健系统？是否会节约资

金？你们的系统是否效率会更高？ 

¤ 如果你们继续忽视患者的作用和责任，将会发生什么？ 

你们能做些什么？ 

考虑利用慢性病创新照护柜架的这些基础材料： 

■ 卫生保健组织：组织和装备卫生保健团队 

■ 卫生保健组织：支持自主管理和预防 

行动范例 

● 向患者和家庭提供关于慢性病管理的基本信息。 

● 在卫生保健相互作用期间纳入支持自主管理指示。 

● 为患者和家庭举办关于慢性病管理的教育和技能建设讲习班。 

● 利用书面教育材料补充自主管理信息。 

● 通过电话或因特网在卫生保健机构外使患者和家庭获得信息和自主管理支持。 

● 利用计算机化的患者自我评估以产生个性化的自主管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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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患者的社区中支持他们 

决策人员需要了解什么 

慢性病患者的卫生保健并非在门诊部门口开始或终止。它必须延伸，超越门诊部并

扩展至患者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为成功地管理慢性病，患者和家庭需要来自他们社区其

它机构的服务和支持。此外，社区可在并非由有组织的卫生保健提供的卫生服务方面弥

补重要缺陷。 

你们目前处于何种状况？ 

¤ 你们的卫生保健系统在何种程度上依靠各种以社区为基础的服务来支持慢性病的保

健？ 

¤ 你们的卫生保健系统是否有方法与以社区为基础的服务交流信息和相互影响？ 

¤ 你们的卫生保健工作者是否经常将慢性病患者转诊到以社区为基础的服务？ 

¤ 你们的社区资源是否获得充足的资助以帮助处理卫生保健组织未满足的需求？ 

你们能做些什么 

考虑利用慢性病创新照护框架的这些基础材料： 

■ 社区：通过领导和支持鼓励取得更好的结果 

■ 社区：提供认识和减少耻辱 

■ 社区：筹集和协调资源 

■ 社区：提供补充服务 

行动范例 

● 支持并使社区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参与提供慢性病的保健。 

● 建立一个结构，卫生保健组织可以此与以社区为基础的服务交流关于政策和战略的

信息。 

● 支持社区组织在决策和计划服务方面的作用。 

● 制定跨越卫生保健组织和社区的患者信息共享战略。 

● 确保雇主了解慢性病管理。采取措施支持工作场所的预防和自主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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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强调预防 

决策人员需要了解什么 
大多数慢性病是可以预防的。此外，慢性病的许多并发症也是可预防的。减少慢性

病的发病和并发症的战略包括早发现、增加身体活动、减少使用烟草以及限制长时期不

健康营养。预防应是每一卫生保健相互作用的组成部分。 

你们目前处于何种状况？ 
¤ 你们的卫生保健系统在何种程度上强调预防慢性病的发病或并发症？ 

¤ 如在每一次卫生保健联系中对预防战略进行讨论，你预期会对你们公民的健康产生

什么影响？ 

¤ 如在你们的卫生保健系统中忽略了预防工作，你如何预测慢性病的患病率？ 

你们能做些什么？ 
考虑利用慢性病创新照护框架的这些基础材料： 

■ 政策：将政策结合起来 

■ 政策：加强伙伴关系 

■ 政策：支持立法框架 

■ 卫生保健组织：组织和装备卫生保健团队 

■ 卫生保健组织：支持自主管理和预防 

■ 卫生保健组织：利用信息系统 

■ 社区：提供补充服务 

行动范例 
● 确保在初级卫生保健就诊中处理慢性病的预防。 

● 向卫生工作者提供信息和基本技能以帮助患者 大限度地减少与慢性病有关的风

险。 

● 支持可抑制营销公共卫生风险（如烟草和酒精）的规章和法规。 

● 支持以人群为基础的预防活动。 

● 监测患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和查明有患慢性病危险的人。 

● 通过教育和各种手段帮助提供者实施“以预防为主”。 

● 确保每次遇见患者均注意处理预防。 

● 将对提供者的奖励调整一致，从而使预防努力受到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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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筹资：确保对创新照护的充足和可持续财政支持 

提供资金是实施上面描述的八项基本要素的一个重要手段。一般说来，对慢性病卫

生保健的适当资助应以与主流卫生保健系统相一致的原则为指导（见世界卫生组织《2000

年世界卫生报告》以获得对资助卫生系统完整评审）： 

¤ 应保护人们避免疾病造成的灾难性财政风险 

¤ 健康的人应贴补患病的人 

¤ 富人至少应在某种程度上贴补穷人。 

尽管有这些一般原则，但是慢性病具有对筹资产生影响的独特的特点，并且应对这

些特殊的特点予以考虑。 

需要一系列服务来管理慢性病 
慢性病照护的统一连续体包括预防、长期维持治疗、管理急性症状恶化、康复以及

姑息治疗或临终关怀。对某些患者而言，还需要社区中的持续社会服务。这些不同形式

的服务通常跨越一系列环境并且往往由若干截然不同的卫生保健小组提供。因此，通常

造成不必要的重复服务，大量浪费稀少的经济资源。 

尽管所需服务的范围，重要是的铭记更加昂贵的干预并非一定是更好的。在大多数

卫生保健系统，存在着通过认真审查所需的服务改进资源利用的机遇。当前管理慢性病

的做法似乎是昂贵的，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但是它不应掩盖这一事实，即对一些疾

病已有低成本的干预措施 — 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已有首选（第一线）治疗。 

 

多非传染性疾病，包括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精神病和癌症，

能通过低成本的干预，特别是通过与饮食、烟草和生活方式等

有关的预防行为有效地予以解决。 
 

宏观经济与卫生：投资卫生领域，促进经济发展 

宏观经济与卫生委员会报告，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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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患者的需求是长期的并且是可预测的 
与患有急性问题的患者不可预测的需求相比，慢性病患者可能在经常和可预期的基

础上利用卫生保健服务。因此，自愿私营保险计划可能试图避免给这些“高危”患者保

险或收取较高的保险费。如保险费上涨过高，患者可能选择放弃这一类型的财政保护，

从而将自己及其家庭置于财政灾难的风险之中或因慢性病未得到治疗而丧失生活质量的

更高风险之中。 

对慢性病的资源配置向历史现状提出挑战 
慢性病具有共同基本特点，并且对卫生保健系统提出相似要求。然后，资助特定疾

病纵向规划时常损害综合的、协调一致的照护，不仅占用资源（财力、人力和时间），而

且将注意力转离对慢性病显示的共同问题进行处理的这些日常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

慢性病的更好管理，可推迟或避免许多高成本急性保健的医疗干预。实际上，如慢性病

创新照护框架得以实施，对急性保健服务的需求实际上可能减少。 

为实施慢性病创新照护，有必要重新评价传统的卫生保健资源分配细目。综合筹资

改革意味着将传统上分离的预算项目 — 如 HIV/艾滋病和糖尿病 — 结合起来以促进有

成效和有效率的卫生保健。 

因资源分配现状而长期存在的问题 
问题 事实 

将资源分配给不具成本效益的干

预 
许多慢性病干预是有效的和可负担得起的，但它们未得

到应用。 

将资源分配给使分散短暂的保健

长期存在的卫生系统 
围绕分散短暂保健设计的卫生保健不能对慢性病患者的

需求作出有效反应。 

将资源分配给采取分散做法的若

干疾病 
不再孤立地考虑慢性病。越来越认识到，相似战略可对

治疗许多不同疾病同样有效。 

极大部分支出用于所选子群 在许多国家，卫生支出集中于富裕或城市地区，或三级

医院 

由捐助者资助的基础设施缺乏可

持续性和依靠外部资源 
若干国家卫生支出总额的一大部分依靠捐助者。在某些

情况下，捐助者可能通过支持某些疾病和排斥其它疾病

以及由于某些捐助者财政援助的时间限制非有意地支持

一种分散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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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由，如本报告中提供的理由，可说服决策人员必须产生新的资源或将现有资

源转拨用于慢性病的照护。决策人员可能还想了解作出这一改变所涉及的短期费用。利

用切合实际的患病率和一年中推荐的患者接触次数，可获得卫生保健人员在时间方面的

费用。还可估算一些慢性病的药物治疗费用。信息系统、培训和社区拓展方面的投资等

间接费用是可以考虑的其它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但是事实上为慢性病合理使用卫生

资源可能并非那么昂贵。实际上，若干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明以非常低的费用改善人口

的健康状况是可能的。 

 

 

为慢性病产生资源的战略 
卫生保健资源的缺乏在大多数环境中都是一个问题。然后，宏观经济与卫生委员会

（宏观经济与卫生：投资卫生领域，促进经济发展；宏观经济与卫生委员会报告，2001

年）断定，平均而言，甚至中低收入国家增加其用于卫生的预算支出是可行的。委员会

估计，到 2007 年和 2015 年，这些国家可将其支出分别增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 1%和 2%。

虽然这些数额可能不足以解决全部卫生保健需求，但是它们象征着朝着正确方向采取的

重要而有意义的步骤。 

在为慢性病的保健产生资源方面可考虑若干筹资机制。 

卢旺达 

在卢旺达，预付款试点方案加上外部援助使卫生中心能负担支付对 HIV/艾滋病患者的服

务。2,500 卢旺达法郎（7.80 美元）的年度保险费使一个多达七名成员的家庭享有一年成员资

格。成员受惠于在卫生中心提供的所有服务和基本药物、救护车运送到县医院以及在县医院有

限的一揽子福利。该试点项目显示，以团结价值观念为基础并以外部援助为补充的社区预付制

可确保复杂和昂贵的慢性病患者个人获得保健。在三个试点地区的预付款方案已导致： 

¤ 增加使用卫生服务，包括预防 

¤ 从财政方面改善卫生服务的可及性 

¤ 提高保健质量 

来源：www.unaid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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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预付款方案 
诸如普遍税收和社会保险等全民预付款方案是卫生保健资金 进步、稳定和可持续

的来源。在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那里正规经济部门具有相当重要的规模，对社会保

障的贡献也是一个可持续的供资来源。 

 

 

社区筹资 
在迫切需要补充供资来源的贫穷国家，社区筹资计划是向穷人提供财政保护和使他

们获得基本卫生保健的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这些计划比使用者付费提供更加公平的获

取，更好地适应慢性病患者的需求并且较可持续。 

通过下列方面可增进社区筹资计划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 妥善确定目标的补贴以支付贫穷人群的保险费 

¤ 联合再保险计划以扩大小的风险群体的有效规模 

¤ 投资于有效的预防和疾病管理战略 

¤ 地方社区筹资计划管理人员的能力建设 

¤ 加强与正规筹资和提供者网络的联系 

Preker, AS, Carrin, G, Dror, D, Jakab, M, Hsiao, W, Arhin-Tenorang, D. Effectiveness of community 

health financing in meeting the cost of illness.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80(2), 143-50。 

哥斯达黎加 

哥斯达黎加政府成功地通过 1994 年开始的预付机制和卫生部门改革实现了全面普及卫生

保健。这些改革已将覆盖面扩大至以前未保险的 10%人口（大多数为穷人）。已实施虚拟合同

（管理委员会）提高效率和质量，使政府能只用 3%的补充预算支出实现全面普及。卫生部门

改革已确立一种采用综合做法的新的保健模式，该模式预测需求并鼓励以社区为基础的努力。

这一模式建立在初级卫生保健战略的基础之上，以确保对全体人口的及时综合持续保健并包括

有目标的针对预防、发现和治疗的一揽子服务。经过双方同意，供资 — 采购实体和服务提供

者确定他们的预期结果和资源配置机制。 

来源：www.pah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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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权税 
有害产品（如烟草和酒精）的特许权税是劝阻消费的一个有效机制，并可额外帮助

为慢性病产生新的供资。 

在许多国家，忽略了通过特许权税提高香烟价格、增加政府收入和改善健康的机会。

在购买一包地方品牌的香烟所需努力的分钟数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从中国台湾的 7 分钟

到肯尼亚的 92 分钟。在世界各地香烟未能跟上商品和劳务的一般价格水平的增长，使它

们在 2000 年比 1991 年更加负担得起。 

Guindon GE, Tobin S, & Yach D. Trends and affordability of cigarette prices: ample room for tax 

incr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gains.  Tobacco Control 2002; in press. 

几内亚比绍 

在几内亚比绍，Abota 预付制在乡村一级提供获取初级保健和一揽子基本药物以及上级转

诊机构的免费服务。卫生保健是由经过培训的村民自愿提供的。每一个乡村的村委会（该国地

方分权的 低一级）管理 Abota 制度。该战略的优点包括： 

¤ 负担能力。由于交款是在乡村一级并考虑到季节性收入确定的，因此该计划是负担得起的。 

¤ 社区支助。 

¤ 振兴村卫生站的活力。 

自该规划开始以来，已显著改善对基本卫生保健的获取，并且在参与的乡村中已记录接近

普及的成员资格。 

Chabot J et al. National community health insurance at village level: the case 
from Guinea Bissau. Health Policy and Planning, 1991; 6,1: 4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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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中国 

美国的俄勒冈州在实施一项 1996 年选民支持的提高烟草税收和批准资助全州范围烟草预

防和教育规划的倡议之后已在人均消费方面实现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下降。在 1996 年至 1998

年间，俄勒冈的人均香烟消费下降了 11.3%（或人均 10 包）。同样，加利福尼亚州和马萨诸塞

州已显示，实施全州范围的综合烟草控制规划可导致大量减少烟草使用。在选民批准的提高烟

草税收和资助全州范围媒体反吸烟运动的请愿前一年即 1992 年与 1996 年之间，马萨诸塞州的

人均消费量下降了 20%。同一时期，加利福尼亚的人均消费量下降了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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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资源 
私立部门资源正日益被视为公立部门卫生保健的切实可行的供资来源。正如下面印

度的案例所显示的，可从个人产生这些资源。能够捐赠所需医疗设备或基本药物或可确

定在人口健康方面投资不仅是一种社会美德而且有益于商务业务的工商企业是一种补充

资源。 

 

 

…接前页 

特许权税并非只适合于发达国家。相反，世界银行估计，在高收入国家，一包香烟的价格

提高 10%将减少约 4%的香烟需求。在较低收入趋向于使人们更能对价格变化作出反应的中低

收入国家，预期需求将下降约 8%。此外，儿童和青少年比老年人更能对价格上涨作出反应，

因此，特许权税可对发展中国家青少年开始使用烟草产生重要影响。 

在中国，保守的估计提示，香烟税提高 10%将减少 5%的消费和增加 5%的收入。税收的

提高将足以为中国 贫穷的一亿公民中的三分之一资助一揽子基本卫生服务计划。 

Centre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Best Practices for Comprehensive Tobacco Control 
Programs—August 1999. Atlanta GA: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Centre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National Centre for Chronic Disease Prevention and Health Promotion, 
Office on Smoking and Health, August 1999. 

Prabhat Jha and others, 1999, Curbing the Epidemic: Governments and the Economics of Tobacco 
Control (Washington: World Bank). 

印度 

在印度，一些邦已开始实行创新的筹资计划以便为公立卫生保健部门调动私立资源。例

如，喀拉拉邦已制定创新措施，为通过独特的社区参与发起的癌症控制筹集资源。它向公众宣

布，他们对一项开发债券认购额的 25%将用于癌症筛查和控制。这导致了出乎意料的积极反应，

转变为超出预期 700%的资助。指定用于癌症筛查和控制的款项相当于几乎十年的批准预算。 

Purohit, BC. Private initiatives and policy options: recent health system experience in India. Health 
Policy and Planning, 2001, 16(1):8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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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者提供资金 
即使随着本国供资的增长，许多低收入国家卫生预算的一部分将继续依靠外部捐助

者。在这些情况下，至关重要的是国家决策人员提倡处理慢性病的创新照护战略。 

 

 

充分利用现有资源 
决策人员可通过将现有资源用于更加公平和有效的保健增进慢性病的结果。通过以

更为综合的方式管理慢性病，可 大限度地减少急性症状的恶化，从而导致系统更高的

卫生保健效率。 

过慢性病的更好管理可推迟或避免许多高成本的急性治疗

干预。 
 

采纳慢性病创新照护框架 
如在第 3 部分中描述的，实施其中至少一些行动基础材料，是一种好的开始办法。

更好地协调卫生保健工作人员，妥善调整一致的政策，与社区的联系，对预防工作的投

资，以及在 具成本效益的保健层次提供以证据为基础的治疗，这些是在慢性病照护方

面实现重大改善的一些有效方法。 

收集地方证据 
在许多环境中，极其重要的是发展针对特定情况的证据以实施创新照护战略。需要

通 

乌干达 

在乌干达，政府将精神卫生确定为其重点领域之一。精神障碍的治疗被列入卫生政策以及

卫生部门战略性计划内的乌干达 低卫生保健一揽子计划。在政府内有致力于精神卫生议程的

人员参加对于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他们说服了捐助界，精神卫生仍然列入乌干达 低卫生

保健一揽子计划并继续获得捐助者资助。 

Report of the Mental Health Policy Project: Working Group Meeting on Financing and Mental Health.  
WHO/MSD/MPS/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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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以便在宏观层次评价总的供资战略；在中观层次评估组织的财务清偿能力和绩效；

以及在微观层次评估干预措施的费用和效果。 

将奖励调整一致 
卫生保健工作人员的预约、慢性病诊断、治疗建议和实施、提供预防和自主管理咨

询以及患者转诊等日常工作极大地影响卫生保健利用、效率和质量。因此，对工作人员

奖励的确定应使卫生保健工作人员能 大限度地提高保健质量，同时将费用减少到 低

限度。特别是，奖励应起到促进预防服务和自主管理的作用。 

 

秘鲁和美国 

由于慢性病通常要求坚持长期治疗，可考虑对患者的专门奖励以促进遵从。例如在秘鲁，

提供食物作为对低收入患者坚持结核病治疗的一种奖励。在美国洛杉矶，向每周至少一次利用

遵守支助服务的 HIV/艾滋病患者分发少量现金奖励。 
Scaling up the response to infectious diseases: A way out of poverty.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Bamberger, JD, Unick, J, Klein, P, Fraser, M, Chesney, M, & Katz, MH. Helping the urban poor stay with 

antiretroviral HIV drug therapy.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00; 90(5): 699-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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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创新照护的行动范例 
法规和政策 ¤ 在公共卫生支出非常低的国家，承诺增加本国财政资源。 

¤ 提高有害产品（烟草、酒精）的税收以减少不健康习惯的流行，

并因此减少慢性病的扩散。 

保险 ¤ 采用预付制保护使用者避免财政灾难和将风险扩散到全体人

口。在预付制并非立即可行的地方，一种替代方案是以社区为

基础的健康保险。 
¤ 把使用者付费看作是一项供资战略，对于慢性病患者的需求而

言不可能是公平的或可持续的。 
¤ 采纳一揽子综合受益计划，包括但不限于预防服务、自主管理

支助、急性和慢性医疗服务、康复服务、急诊服务和以社区为

基础的照护。 

效率 ¤ 采用经济奖励以鼓励质量和效率 
¤ 将资助机制调整一致，使能在大多数适宜和具成本效益的环境

中实施提供服务。 

系统质量 ¤ 包括奖励以促进连续性和由初级保健工作人员协调保健。 
¤ 纳入适当机制以监督和报告保健质量的衡量，包括结构、过程

和结果、获取和患者满意度评估。 

支付制度奖励 ¤ 提供奖励以便 大限度地提高保健质量，同时将费用减少到

低限度：促进预防服务和自主管理。 

私立部门 ¤ 与私立部门合作以便 佳利用可得资源。 
¤ 考虑以一套共同的财务细则为基础利用与私立和公立提供者

的多元化采购协定。 
¤ 利用以获取、服务和质量为基础的公平竞争可改善慢性病患者

的卫生服务。 
¤ 实施卫生保健绩效的认可和持续监测。 

提供 ¤ 考虑实施组织网络，向确定人群提供协调的服务连续统一体并

从临床和财政方面对人群结果负责。 

卫生改革 ¤ 利用改革行动，作为改进为慢性病筹资的一次机会，例如： 
• 资源配置和补偿计划； 
• 发展和实施初级卫生保健； 
• 组织县区综合卫生保健系统和网络； 
• 私立提供者在提供卫生保健、特别是向较贫穷人群提供卫

生保健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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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开始实行变革：经证实的快速传播创新照护的方法 

可立即开始有可能显著影响慢性病发展和管理的卫生系统变革。一项实行迅速变革

的战略可供利用。 

突破系列 
突破系列是迅速改变卫生保健组织提供服务和干预的方式的一项经证实的战略。突

破系列战略是作出变革的一个总体标准结构格式，但它具体概述实施创新卫生保健规划

的关键步骤。 

促进卫生保健改善研究所于 1995 年形成突破系列概念。目的是汇集共同承诺在其组

织内进行系统变革的卫生保健组织团体。这些团体称为“协作组”，由 20 至 40 个不同的

卫生保健组织组成，共同致力于就一特定卫生问题改善一特定临床或实施领域。时间范

围为 6 至 13 个月，并且参加者遵循一个“计划、实行、研究、行动”周期以取得改善的结

果。在促进卫生保健改善研究所一个国家专家小组的指导下，协作组研究、测试和实施

获得的 新科学知识以便在他们的卫生保健组织中加快取得改善。 

迄今为止，突破系列协作模式已应用于各种不同的慢性病。糖尿病、腰背痛、充血

性心力衰竭、抑郁症和哮喘是若干突破系列努力的重点，在许多实施和临床结果方面取

得经证明的改善。 

突破系列实施的一个实例来自 Clinica Campesina，美国一个为总共 15 000 名患者服

务的诊所。该诊所 40%的患者系美籍西班牙人，50%没有保险，并且 100%得不到充分的

医疗服务。糖尿病管理被确定为一个适合于改进的领域。突破系列方法被用于在管理这

一慢性病方面促进迅速改变。到研究期结束时，看到患者平均糖化血红蛋白水平从 10.5

下降至 8.5。鉴于糖化血红蛋白即使下降 1 个百分点意味着死亡、心脏病发作和中风减少

15%至 18%以及心血管并发症减少 35%，这一结果是有重要意义的。值得注意的是，在

Clinica Campesina 的这些临床改善是在没有投入任何补充资源的情况下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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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鉴于目前可获得的关于慢性病及其并发症预防和管理的信息，未能利用这些知识改

变卫生保健系统是不正当并且毫不顾及我们全体人民的未来。国家及其决策人员可继续

误导的分散短暂和无计划的保健方向，或这些领导人可指导调整其卫生保健系统的方向

以改善总体人口健康。结果将导致社会和经济的更加繁荣。 

本部分提供了慢性病照护方面改革创新的特定战略，描述了改善保健的八项基本要

素，确定了来自慢性病创新照护框架的可用以支持这些内容的微观、中观和宏观层次“基

础材料”。对具有不同可用资源水平的国家或区域可采取的特定行动范例作了概述。决策

人员对从哪里入手进行变革以改善慢性问题保健的战略具有阐明的作用。 

决策人员还拥有关于如何资助慢性病保健的准则。提出了确保充足和可持续的财政

支持的战略，包括产生新的财政资源和充分利用现有财政资助的方法。什么时候变革就

是现在，并且描述了突破系列方法以便在卫生保健组织中实施迅速改善。 

由于知情决策人员的领导，可迅速推进卫生保健系统的发展。目标是利用一个新的

全面框架使得有可能在慢性病保健方面改革创新。该框架支持关于持续卫生问题的保健

思想转变，并且鉴于有限的资源，将显著推进努力以解决管理不同患者需求的问题。通

过创新，卫生保健系统可将其重点从急性保健模式转向慢性保健模式，从而 大限度提

高稀少的似乎不存在的资源的回报。 

虽然改善慢性病照护的解决办法是复杂的，但是可通过在卫生保健系统的不同层次

利用这些基础材料和确保对这些改革的资助予以简化。决策人员应在可行时在系统微观、

中观和宏观层次实施变革，从利用其中一些基础材料开始。这些变革将随着时间推移支

持补充更多基础材料并且 终将完成慢性病创新照护框架以改善慢性病的结果。利用革

新的人将感受到今天的效益并且为他们国家未来的健康和经济繁荣确保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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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护的创新做法： 

从案例研究到随机试验的证据 

 

报告在前面已讲到，世界各地正在发展创新的规划以改进慢性病管理。但是，

虽然规划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支持慢性病照护创新措施有效性的科学依据也

是必不可少的。系统获取的证据使之有可能确定一种干预措施，例如一种测试法，疗法

或规划，可产生比其它方案更好的结果。通过以依据为基础作出决定，就可提高卫生保

健的效率和效益并减少浪费。 

慢性病创新措施的依据尚处在早期积累阶段，多数规划评价项目在发达国家开展。

此外，并不认为现有一切依据是同等的：例如，案例研究与随机试验相比不能提供相同

水平的有效性。本部分中选用了来自创新规划文献的一些例子。这不是一次详尽无遗的

审评。但是，数据是令人信服的，对改进慢性病照护感兴趣的每个人都可从这些研究中

学到东西。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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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慢性病的创新措施和新战略对一系列结果变数具有不同的正面影响。依据显示

创新规划可成功地做到： 

¤ 改进生物学疾病指数 

¤ 减少死亡 

¤ 节约资金和卫生保健资源 

¤ 改变病人的生活方式和自我管理能力 

¤ 改善机能、生产能力和生活质量 

¤ 改进照护程序 

创新措施可改进生物学指数 

控制糖尿病患者的血糖 
糖尿病自我管理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因为病人必须在其日常生活中作出众多方面的

行为变化。自我监测血糖水平、坚持和调整服药、定期检查脚部问题以及持续地注意饮

食和参加体力活动等成为每天关注的事情。事实上，对这种慢性病，病人及家庭与卫生

保健提供者相比所承担的照护责任为 95%以上。 

促进自我管理技能的行为干预措施在糖尿病患者的若干生物指标方面已显示有效。

值得注意的是糖化血色素水平、饮食脂肪和整体热量摄入、体量及血糖水平的降低。血

压控制也有改善。 

丹麦普通医师业对创新的综合糖尿病照护规划和通常的做法进行了比较。该规划包

括使保健提供者收到关于其绩效的反馈信息、提醒定期进行糖尿病复查、支持作出决定

以及支持自我管理。在六年之后，干预组中的病人与按惯例接受照护的病人相比，血压

和胆固醇水平有了显著降低。 
Anderson RM et al. Patient Empowerment. Results of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Diabetes 

Care 1995;18:943-949. 
Wilson W, Pratt C. The impact of diabetes and peer support upon weight and glycemic control of 

elderly persons with NIDDM.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987;77:634-5. 
Diabetes Control and Complications Trial Research Group. The effect of intensive treatment of 

diabetes on the develop ment and progression of long term complications in IDDM. N Engl J 
Med 1993;329:977-86. 

Aubert RE, Herman W, Waters J et al. Nurse case management to improve glycemic control in 
diabetic patients in a 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1998;129(8):605-12. 

McCulloch DK, Price MJ, Hindmarsh M, Wagner EH. Improvement in Diabetes Care Using an 
Integrated Population-Based Approach in a Primary Care Setting. Disease Management 
2000;3(2):75-82. 

Sadur CN et al. Diabetes Management in a 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Efficacy of care 
management using cluster visits. Diabetes Care 1999;22(12):2011-2017. 

Olivarius, NF, Beck-Nielsen, H, Andreasen, AH, Horder, M, Pederson, P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of structured personal care of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001;323: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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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病患者的血压、心率和胆固醇显著下降 
坚持每日按处方服药，坚持不断的锻炼计划并治疗各种高危因素（包括高胆固醇、

高血压、吸烟和体重超量），通常可使心血管病患者受益。其中每项任务要求病人改变行

为，所以需要采用行为干预措施。在总体上，研究表明行为自我管理干预措施在帮助病

人实现这些目标方面是有效的。 

1996 年一次综合分析研究了行为或社会心理治疗措施对冠状动脉疾病患者疾病结果

的影响。参加选定研究的 3000 多名病人（治疗组 2024 人，对照组 1156 人）产生如下结

果： 

¤ 接受治疗的病人收缩期血压降低较多（效应量差 –0.24） 

¤ 接受治疗的病人心率下降较多（效应量差 –0.38） 

¤ 接受治疗的病人胆固醇水平下降较多（效应量差 –1.54） 

¤ 未经治疗的病人死亡风险显著较大（比值比 1.70） 

¤ 未经治疗的病人心脏病复发风险显著较大（比值比 1.84）。 
Linden W, Stossel C, Maurice J. 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s for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a meta-analysis. Arch Intern Med 1996;156:745-752. 

创新措施使死亡减少 

心脏病死亡减少 41% 
审评了涉及 3000 多名冠状动脉疾病患者的 23 项研究，发现接受行为/社会心理干预

措施的患者显著地降低了死亡或发生非致命心脏病发作的风险。特别注意到心脏病死亡

率下降了 41%，非致命心脏病发生率减少了 46%。 
Linden W, Stossel C, Maurice J. 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s for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a meta-analysis. Arch Intern Med 1996;156:745-752. 

创新措施节约资金和卫生保健资源 

运动锻炼：延长寿命，经济有效 
稳定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参加了为期 14 个月的适度运动锻炼规划。与对照组病人相

比，运动组的病人平均多活了 1.82 年。考虑到锻炼规划的费用、减少住院产生的费用节

约以及因锻炼时间损失的工资，多活一年的费用为 1773 美元。 
Georgiou D, Chen Y, Appadoo S, Belardinelli R, Greene R, Parides MK, Glied S.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of long-term moderate exercise training in chronic heart failure. Am J Cardiol. 

2001;87(8):9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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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不必要的检查 
腰痛是所有成人慢性健康问题中 常见、费用 高和造成残疾 多的问题之一。临

床实践不符合当前关于诊断检查和干预措施的建议，从而造成过度使用卫生保健服务。

一种创新的照护规划包括电话鉴别分类以减少不适宜的就诊和/或检查、非手术选择方案、

三分钟的腰部检查以及在诊断检查前的会诊。此外，鼓励雇主制定过渡时期工作政策并

鼓励医生少建议卧床休息以及少开病假。取得的结果如下： 

¤ 一年中使用的脊髓 X 光照片减少了 23% 

¤ 标准普通X光照片的数量从5张减少到3张，使用的普通胶卷减少了30% 

¤ 进行早期腰部检查但随后不做腰部手术的比例从 4:1 减少到 3.4:1 

¤ 不适当地接受理疗的病人百分数下降了 30% 
The Institute for Healthcare Improvement's Breakthrough Series Collaborative on Providing More 

Effective Care for Low Back Pain. 

规划每花 1 美元就可节省 4 美元 
向医生传授交流和疾病管理新技能的一个创新规划改善了低收入哮喘患者的健康状

况并降低了卫生保健费用。参加规划医生的病人急诊次数减少了 41%。成本效益分析考

虑到新开处方的药物费用以及医生的培训费用。结果是为提供病情管理信息和支持医生

每多花 1 美元就可为政府卫生保健基金（Medicaid）直接节省 3 至 4 美元。 
Rossiter LF, Whitehurst-Cook MY, Small RE, Shasky C, Bovbjerg VE, Penberthy L, Okasha A, Green 

J, Ibrahim IA, Yang S, Lee K. The impact of disease management on outcomes and cost of care: 

a study of low-income asthma patients. Inquiry 2000;37(2):188-202.  

治疗费用和住院病人减少 
印度针对慢性哮喘患者的创新自我管理培训规划促成了健康状况的改善并减少了医

院和急诊室的使用。除了通常的照护，培训由四次技能培训课组成。病人随机分为两组。

结果如下： 

¤ 损失的工作日：18 和 34（自我管理组和对照组） 

¤ 住院人次：6 和 13 

¤ 急诊人次：12 和 22 

¤ 年度总费用：5,263 和 6,756 卢比 
Ghosh CS, Ravindran P, Joshi M, Stearns SC. Reductions in hospital use from self management 

training for chronic asthmatics. Soc Sci Med. 1998;46(8):1087-93. 

创新哮喘自我管理规划的财政影响非常显著。规划的内容强调症状管理、坚持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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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改变生活方式方面的病人教育和培训。对 47 名病人使用干预措施一年前和一年后的成

本效益分析结果如下： 
¤ 每位病人与哮喘相关的治疗费用减少了 472 美元 
¤ 每位病人的住院费用从 18,488 美元减少到 1538 美元 
¤ 每位病人因哮喘损失的收入从 11,593 美元减少到 4589 美元 
¤ 规划费用（208 美元）与效益的比率为 1:2.28 
Taitel, M., Kotses H, Bernstein IL, Bernstein DJ, Creer, T. A Self-Management Program for Adult 

Asthma. Part 1: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Journal of Allergy and Clinical lmmunology 
1995;95:529-40. 

为改进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管理创建的一个由护士指导的多学科规划包括病人和家

庭教育、饮食养生法、药物检查以及社会服务咨询。在采取干预措施后 90 天检查了结果，

有如下发现： 
¤ 因心力衰竭问题再次住院的人数减少了 56.2% 
¤ 因所有其它原因再次住院的人数减少了 28.5% 
¤ 与对照组病人相比，再次住院超过一次的病人百分比显著较小（16.4%和 6.3%） 
¤ 与对照组病人相比，照护费用较低（每位病人少 460 美元） 
Rich MW, Beckham V, Wittenberg C, et al. A multidisciplinary intervention to prevent the 

readmission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N Engl J Med 
1995;333:1190-1195. 

评价了针对哮喘患者的一个创新的综合外展规划。规划内容包括：哮喘管理方面的

个别指导、一个分段照护治疗规划（由一名护士、儿科医生和过敏症专科医师设计）以

及由一名护士定期通过电话联系确保遵从治疗方案。对 53 名病人（年龄 1 – 17 岁）进

行 6 个月至两年的随访结果显示： 
¤ 急诊减少 79% 
¤ 住院减少 86% 
¤ 年度费用节省 87,000 美元左右 
Greineder DK, et al. Reduction in Resource Utilization by an Asthma Outreach Program. Archives 

of Pediatric and Adolescent Medicine 1995;149(4):415-420. 

减少急诊 
为患有与哮喘相关问题的急诊病人创建的三堂课教育规划产生了积极的结果。该规

划（由一名护士实施）强调坚持服药、预防哮喘发作的方法、戒断吸烟以及松弛法。119
名病人接受了这种干预措施，122 名病人接受了标准医疗。在 12 个月期间，参加创新规

划的病人急诊次数（每 100 人为 68 人次）显著地少于对照组病人的急诊次数（每 100 人

为 220 人次）。急诊费用的减少（628 美元/人）弥补了教育干预措施的费用（85 美元/人）。 
Bolton MB et al. The Cost and Effectiveness of an Education Program for Adults Who Have Asthma. 

Journal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1991;6(5):4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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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照护有助于病人改变生活方式和自我管理条件 

病人停止吸烟 
由护士管理并以家庭为基础改变冠心病高危因素的规划不但采用了针对血脂过高的

运动锻炼和饮食 — 药物疗法，而且对住院病人采用干预措施以戒断吸烟。还通过电话

联系进行以住所为基础的管理。对 585 名病人的评价结果显示，与接受标准医院照护的

对照组病人相比，参加创新规划的病人成功地改变了目标高危因素，结果如下： 

¤ 吸烟戒断率为 70%（对照组为 53%） 

¤ 显著地降低了血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 

¤ 提高了机体能力（9.3 对 8.4 代谢当量） 
DeBusk RF, Miller NH, Superko HR et al. A case-management system for coronary risk factor 

modification after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1994; 120:721-9. 

病人学会自我照护 
包括教育内容（例如关于诊断和治疗过程的信息）的创新癌症规划可增加病人的知

识并促进更好的自我照护措施。这种规划不但可减少焦虑和忧伤等症状，而且可使病人

更好地遵从医疗建议。 
Richardson JL, Shelton DR, Krailo M, and Levine AM. The effect of compliance with treatment on 

survival among patients with hematologic malignancies.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1990;8(2):356-364. 

Jacobs C, Ross RD, Walder IM and Stockdale FE. Behaviour of cancer patients: a randomized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education and peer support groups.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1983;6:347-353. 

秘鲁和海地的病人自我管理复杂的治疗方案 
在为具有很少正式教育和物质资源的个人提供自我管理支持和仔细的后续检查时，

他们可成功地管理针对耐药性结核或 HIV/艾滋病的复杂药物疗法。在这些创新的干预措

施中，强调了病人在管理自身疾病方面的作用并传授了行为技能。 
Farmer, P, Leandre, F, Mukherjee, JS, Claude, M., Nevil, P, et al. Community-based approaches to 

HIV treatment in resource-poor settings.  Lancet 2001;358:404-409. 

创新措施导致提高机体能力、生产能力和生活质量 

病人可做更多的活动 
慢性关节炎引起了创新规划设计者和研究人员很大的兴趣。若干项研究的结果显示

了自我管理干预措施对此类慢性病患者的显著影响。创新的自我管理规划可始终如一地

产生如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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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疼痛和疲乏 

¤ 提高活动水平、有氧代谢能力以及体能耐力 

¤ 降低残疾水平和减少机能限制 

¤ 改善自述健康状况 
Lorig, K. and Holman, H. Arthritis self-management studies; A twelve year review. Health 

Education Quarterly. 1993;20:17–28. 

Lorig KR, Sobel DS, Stewart AL, et al. Evidence Suggesting That a Chronic Disease 

Self-Management Program Can Improve Health Status while Reducing Hospitalization. 

Medical Care 1999;37:5-14.  

Noreau L, Martineau H, Roy L, Belzile M. Effects of a modified dance-based exercise on 

cardiorespiratory fitness,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health status of person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Am J Phys Med Rehabil 1995;74(1):19-27.  

Kovar PA, Allegrante JP, MacKenzie CR, Peterson MG, Gutin B, and Charlson ME. Supervised 

fitness walking in patients with osteoarthritis of the knee: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1992;116(7):529-34. 

病人在精神和身体方面感觉更好 
包括放松、应对技能培训、形象化培训以及解决问题等内容的多方面干预措施可显

著减少与癌症相关的症状，包括忧虑、疼痛、疲劳、咳嗽、呕吐和恶心。 
Fawzy FI, Cousins N, Fawzy NW, Kemeny ME, Elashoff R, and Morton D. A structured psychiatric 

intervention for cancer patients. Archives of Gen.Psychiatry 1990;47:720-725.  

Arathuzik D. Effects of cognitive-behavioural strategies on pain in cancer patients. Cancer Nursing 

1994;17(3):207-214. 

Lorig 及其同事研究了由同龄人领导的慢性病自我管理规划对心脏病、肺病、中风或

关节炎等各种慢性病患者的影响。接受过 20 小时培训的同龄领导人主持了社区的规划，

每一小组有 10–15 名参加者。规划为期 7 周，每周 2.5 小时。重点为自我管理技能，包

括症状控制、卫生行为、情绪调整、与卫生专业人员的勾通以及解决问题的技能。研究

结果显示急诊和门诊人数显著减少，改进了健康行为，减少了症状并改善了健康状况。

在开展规划之后至少两年内明显减少了对服务的利用和精神痛苦。 
Lorig KR, Ritter P, Stewart A, Sobel D, Brown B, Bandura A., Gonzolez V., Laurent D., Holman H. 

Chronic Disease Self-Management Program: 2 Year Health Status and Health Care Utilization 

Outcomes. Medical Care  2001;39:1217-1223. 

减少工作/学校缺勤天数 
若干项研究显示了创新自我管理规划对工作和学校效率的影响。通常，学习和实施

自我管理技能可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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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学校缺课天数 
¤ 减少工作缺勤 
¤ 提高效率水平 
Bolton MB et al. The Cost and Effectiveness of an Education Program for Adults Who Have Asthma. 

Journal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1991;6( 5):401-407. 
Mayo PH et al. Results of a Program to Reduce Admissions for Adult Asthma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1990;112(11):801-802, 864-871. 
Kotses H, Bernstein IL, Bernstein DJ, et al. A Self-Management Program for Adult Asthma. Part 1: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Journal of Allergy and Clinical lmmunology 1995;95:529-40. 
Evans R III, Gergen PJ, Mitchell H, et al.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to reduce asthma morbidity 

among inner-city children: results of the National Cooperative Inner-City Asthma Study. J 
Pediatr 1999;135:332-338. 

Greineder DK, et al. Reduction in Resource Utilization by an Asthma Outreach Program. Archives 
of Pediatric and Adolescent Medicine 1995;149(4):415-420.  

Wilson SR, Latini D, Starr NJ, et al. 1996. Education of Parents of Infants and Very Young Children 
with asthma: A Developmental Evaluation of the Wee Wheezers Program. Asthma 
1996;33:239-54.  

Clark NM, Feldman CH, Evans D, et al. The Impact of Health Education on Frequency and Cost of 
Health Care Use by Low Income Children with Asthma. Journal of Allergy and Clinical 
lmmunology 1986;78:108-15. 

工人就业稳定 
由兰德公司开展的随机对照试验评估了管理医疗实践中针对抑郁症的质量改进规

划。感兴趣的是这些创新措施能否改善抑郁症患者的照护质量、健康后果和就业情况。

所作的干预使用当地专家和护理专门人员对临床医生和病人进行教育。护士还提供服药

后续检查，或者由经培训的精神治疗医师提供医疗。这一创新规划在一年期间使保健质

量、精神卫生结果和就业稳定性有了改善。在整体上，就诊人次没有增加。 
Wells K,B, Sherbourne C, Schoenbaum M, Duan N, Meredith L, Unutzer J, Miranda J, Carney M, 

Rubenstein LV. Impact of disseminating quality improvement programs for depression in 
managed primary care: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JAMA 2000;283(2):212-220. 

在一个类似的创新项目中，由初级保健发起的针对抑郁症的质量改进规划获得了成

功。46 所初级保健诊所和 1,356 名病人参加了这次随机对照试验。创新措施包括对医生

和护士的特别培训、教育和评估材料以及由护士进行的服药后续检查或者由护士进行的

认知行为治疗。规划的结果表明，与一般医疗相比，费用增加了。但是，在参加新规划

24 个月之后，病人出现重大抑郁症状的天数显著减少，而且他们与接受一般医疗的病人

相比，就业的天数显著地更多。 
Schoenbaum M, Unutzer J, Sherbourne C, Duan N, Rubenstein LV, Miranda J, Meredith LS, Carney 

MF, Wells K. Cost-effectiveness of Practice-Initiated Quality Improvement for Depression: 
Results of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001;286:1325-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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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措施产生更好的卫生保健程序 

可节约 400 年的候诊时间 

联合王国国民卫生服务（NHS）在癌症患者持续照护方面作出了引人注目的改进。

NHS 的两个目标是促进优质照护以及为病人的利益支持创新地重新设计照护程序。据估

计，该项目为乳腺癌、肺癌、肠癌、前列腺癌和卵巢癌患者节约了 400 年的候诊时间。

此外，确认了 200 多种改进服务的方法，其中许多改进需要相对少量的新资源。 
Mayor S. Pilot projects show cancer treatment can be speeded up.  BMJ 2001;322:69. 

病人获得他们所需的照护 
美国综合卫生保健系统中管理糖尿病的一种新措施在改进获取对这种慢性病的管理

以及一般糖尿病照护质量的基本教育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该规划很全面，既涉及病人，

也涉及医疗提供者。其中包括实践指南、体检筛选、医疗提供者的报告、糖尿病教育、

有重点的就诊、便利获取照护以及提醒系统。结果显示在预防性筛检、改进获取糖尿病

教育以及降低糖化血红蛋白值方面取得了显著改进。 
Freidman N, Gleeson J, Kent M, Foris M, Rodriguez D, Cypress M. Management of diabetes 

mellitus in the Lovelace Health Systems’ EPISODES OF CARE program. Eff Clin Pract 

1998;1(1):5-11. 

提高筛检率 
美国一个大型医疗保健组织正在使用一种以人群为基础的措施为其 13,000 名糖尿病

患者改善结果。这一创新规划协助初级保健小组改进糖尿病照护的提供。规划以综合的

慢性病照护模式为基础，包括病人“在线”注册、以依据为基础的常规糖尿病照护准则、

对病人自我管理的更好支持以及重新设计行医实践以包括集体就诊。结果显示了如下领

域内的改进： 

¤ 视网膜筛检率从 56%上升到 70% 

¤ 肾脏筛检率从 18%上升到 68% 

¤ 脚部检查率从 18%上升到 82% 

¤ 糖化血红蛋白检查率从 72%上升到 92% 
Sadur CN et al. Diabetes Management in a 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 Efficacy of care 

management using cluster visits. Diabetes Care 1999;22(12):201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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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世界各地正在发展改进与慢性病相关管理和结果的创新措施和创造性规划。此类照

护创新的范围包括从教育和自我管理培训到由志愿者和社区非专业人员提供服务。创造

性规划制定者采用创新的形式提供新的规划，包括集体就诊、电话随访和以住所为基础

的战略。 

即使在发展的 早阶段，从案例研究到随机实验的依据都是引人注目的。迄今为止，

慢性病创新照护框架的许多“基础材料”已经过评价。但是，对整个框架（即政策、组

织/社区以及病人等各层面）尚未进行全面测试，其中许多内容也尚未在发达国家之外进

行检查。地方机构必须开始发展自己用于慢性病照护的依据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