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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北京市中关村社区高血压病例管理方案
实施效果评价
吕岩玉

李子贵

王利红

肖峰

樊朝阳

孙谨芳

汪关宝

陈博文

【摘要】

武阳丰

刘颖

王增武

谢晓桦

目的探索适合社区应用的、规范有效的高血压病例管理方案。方法采取以正常血

压值为管理目标，以《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为指导的社区高血压病例管理方案，对中关村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５６７例签约的高血压患者进行随访研究。结果

６个月后，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控制率明显上

升（Ｐ＜０．０００１），由原来的５０．４４％上升到６９．８４％，整体血压水平显著下降（Ｐ＜０．０００１），收缩压
（ＳＢＰ）下降了３．７２ ｍｍ Ｈｇ（１ ｍｍ

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舒张压（ＤＢＰ）下降了２．６７ ｍｍ Ｈｇ，基线血压异常

者ｓＢＰ下降了８．５９ ｍｍ Ｈｇ，ＤＢＰ下降了５．２６ ｍｍ Ｈｇ。患者的危险行为如吸烟、食盐过多、不参加体
育锻炼的比例明显下降（Ｐ＜０．０５）。家庭医生对患者６个月内人均随访次数为７．６９次±２．３７次，按
要求随访患者的血压控制率明显高于不按要求随访患者的血压控制率（Ｐ＜０．０００１），随年龄、文化程
度的增高按时随访率有升高趋势（Ｐ＜Ｏ．００１）。结论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施的高血压病例管理方

案，对提高社区患者的血压控制率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模式，患者按照家庭医生的要求随访有利于血压
控制。
【关键词】高血压；病例管理；社区卫生服务；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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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控制率低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美国

生活方式，告诉患者在什么情况下立即复诊，下一次

１９８８—１９９１年有７０％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未得到满

随访的时间。对于初诊的患者要建立健康档案，并

意控制。我国１９９９年大中型医院门诊高血压抽样

进行随访管理。

调查表明，高血压的知晓率为７７．０％，治疗率为

（２）对患者进行随访：根据分类，确定随访间隔。

７０．０％，治疗控制率为３３％，控制率为２３．０％…。

对于血压正常者１个月复诊一次，对于血压异常者

国内外经验表明，控制高血压最有效的方法是社区

和血压虽正常，但有药物副作用或者有并存临床情

防治幢Ｊ。２００２年卫生部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控

况的患者２周随访一次。对于连续２次血压异常

制正式列入社区卫生服务专项内容。包括高血压在

者，要对患者进行转诊或者请专科医生会诊。每次

内的慢性病控制成为社区卫生服务的重要任务。对

随访家庭医生小组要按照处理的规定对患者进行一

社区的高血压患者实施规范化管理是社区慢性非传

系列的服务。由于病例管理的简化，可以使更多的

染性疾病防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对慢性

防治人员参与进来，如护士负责测量血压、身高、体

病进行良好的控制和管理，在社区卫生服务中保证

重，监督患者的随访，社区的防保人员对患者发放健

持续的、以循证为基础的实践。本课题以《中国高血

康处方，进行面对面的健康教育。

压防治指南》（《指南》）为指导，根据我国社区卫生服

（３）对患者的信息进行管理：社区高血压病例管

务的具体情况（如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偏低、医疗设

理方案要求对高血压患者的个人基本资料和随访资

备简陋等）设计了社区高血压病例管理方案，在北京

料进行记录，中关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

市中关村社区实施６个月后，对实施效果进行评估，

应用计算机软件记录，这种电子化病例管理方式可

研究其有效性和可行性，为探索适合社区的高血压

以提醒家庭医生按时对患者随访，为高血压患者的

病例管理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管理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２００１年北京市中关村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登记的高血压患者，排除长期外出者，共５６７

（４）签约式服务：家庭医生小组与患者实行签约
制服务。家庭医生小组由家庭医生、社区护士和防
保人员各一名组成，并由家庭医生负责。为签约患
者提供每周７天、每天２４小时的服务。

例患者。这些患者均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家庭医

４．研究方法：基本研究方法为自身前后对照的

生签订卫生服务合同。平均年龄６４．３９岁±９．６７

类实验，对中关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登记的５６７例

岁，受教育程度以大专及以上水平居多（４９．５６％），

高血压患者实施病例管理。６个月后，对干预前后

医疗费支付方式中公费医疗者占９８．０６％。

的相关指标进行比较，对实施效果进行分析。

２．原发性高血压的诊断标准ｂ１：未服抗高血压

５．统计学分析：对高血压信息管理系统的随访

药的情况下，血压达到收缩压（ＳＢＰ）≥１４０ ｍｍ Ｈｇ

数据库资料用ＳＡｓ ８．０软件进行统计处理，采用配

（１ ｍｍ

对￡检验、Ｙ２检验、线性趋势检验等。

９０ ｍｍ

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和／或舒张压（ＤＢＰ）≥

Ｈｇ；既往有原发性高血压史，目前正服抗高

结

血压药物，血压虽已低于１４０／９０ ｍｍ Ｈｇ，亦诊断为
高血压。

果

１．管理前后血压变化情况：通过病例管理，５６７

３．干预措施：

例患者的ＳＢＰ和ＤＢＰ分别下降了３．７２ ｍｍ Ｈｇ和

（１）以正常血压值为控制目标的管理流程：社区

２．６７ ｍｍ

Ｈｇ，管理前后其变化均有统计学意义

高血压病例管理方案对初诊和复诊的高血压患者均

（Ｐ＜０．０００１）。基线血压异常者ＳＢＰ下降了

要进行评估、分类、处理。对于患者的评估按照有无

８．５９ ｍｍ

危险体征、血压、生活方式和有无并存临床疾病进

血压变化显著（Ｐ＜０．０００１）（表１）。血压的控制率

行，对于有紧急情况的患者或者家庭医生认为处理

从５０．４４％上升到６９．８４％，有明显提高（Ｐ＜

不了的情况要立即将患者转诊。对患者的分类以

０．０００１），≤６０岁和６１～７５岁两个年龄组的患者在

ＳＢＰ≥１４０ ｍｍ Ｈｇ和／或ＤＢＰ≥９０ ｍｍ Ｈｇ为标准，分

管理前后无论是ＳＢＰ、ＤＢＰ，还是总的血压控制率变

为血压正常和血压异常两类，对于患者的处理包括

化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查找血压异常的原因，调整治疗方案，指导患者改善

Ｈｇ，ＤＢＰ下降了５．２６ ｍｍ Ｈｇ，管理前后

２．管理前后高血压患者危险行为的改变：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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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２·

家庭医生小组对患者强化非药物治疗，高血压病例
管理人群中吸烟、食盐过多、不参加体育锻炼的比例

升趋势（ｘ２＝２９．９１６４，Ｐ＜０．０００１）。
表４

北京市中关村社区影响高血压患者随访的因素

显著下降（Ｐ＜０．０５），但饮酒、饮食、情绪易激动的
变化比例没有明显改变（表３）。
表１

北京市中关村社区高血压患者管理前后
ＳＢＰ和ＤＢＰ的变化（ｊ±ｓ）

基线例堡堡堕坐垦塑篁！竺竺坚！！ 笪墨堕坐里望篁！竺竺坚！！
血压数

ＳＢＰ

ＳＢＰ

ＤＢＰ

异常２８１ １４４．９８±１１．３８

８６．８０±８．２１

正常２８６ １２５．０９±６．４０

７８

合计５６７ １３４．９５±１３．５６

８２．３５±８．０６

００±４．９２

ＤＢＰ

１３６．３９±１０．８２＋８１．５４±７ ３１＋
１２６

１３±９

７７．６６±７．３１

５３

１３１．２３±１１．４０＋７９．６８±７．０４’

＊配对￡检验，Ｐ＜０．０００ｌ

表２

注：趋势＿）ｃ２检验，Ｐ＜ｏ·００１

北京市中关村社区高血压患者
血压控制率的变化情况

年龄例
（岁）数

笪型堕望型兰！兰！
ＳＢＰ

ＤＢＰ

讨

论

笪望亘笙型主！垄！

ｓＢＰ＋ＤＢＰ

ｓＢＰ

ＤＢＰ

ｓＢＰ＋ＤＢＰ

本项目在社区应用的高血压病例管理方案是在
《指南》的原则指导下研究制定的，但并未完全按照
此规定去做，一是对患者的分类没有按照绝对危险
分层，这主要是考虑到我国目前的社区卫生服务的

＊）ｃ２检验，Ｐ＜０

表３

水平还很低，社区医生的学历低，专业技术水平与专

０５

科医生有很大的差距；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医疗设

北京市中关村社区高血压患者管理前后
行为变化情况

舞舅—；孺—ｉ磊丽ｘ２值Ｐ值
管理前

吸烟

６０（５６５）１０．６２

饮酒

４３（５６５）７．６１

食盐过多

２５２（５６４）４４．６８

饮食不合理２７５（５６３）４８．８５

秘刊本育锻炼８３（５６３）１４．７４
情绪易波动

５９（５６３）１０．４８

管理后

３６（５６６）６ ３６’６．６０３０＜０

３３（５６６）５．８３

１．４２９６＞０．０５

２１９（５６５）３８．７６＋４．０６８１＜０
２５２（５６４）４４．６８

０５

０５

１．９６２９＞０．０５

５７（５６５）１０ ０９＋５ ６１８６＜Ｏ．０５
４４（５６５）７．７９

２．４６２９＞０．０５

注：括号内数据为高血压病例管理的患者例数，＊）［２检验，Ｐ＜

备比较简陋，检查项目有限。由于社区卫生服务的
基础水平限制，要使《指南》的危险分层变成基层的
具体行动，在实际操作中还有一定距离。二是随访
间隔与《指南》有差异。《指南》对于高血压患者的随
访间隔要求随患者的总危险分层及血压水平而定，
但是危险分层很复杂，社区的医生做不到对患者准
确分层，因此，我们的病例管理只要求按照关键指标
血压对患者进行分类与随访。对于血压异常者，２
周随访一次，对于血压正常，无其他异常症状的患
者，１个月随访一次，随访间隔较《指南》规定的时间

０．０５

３．管理过程中的随访情况：中关村社区参与高

短，这种随访间隔适合社区患者看病方便的特点，便

血压病例管理的５６７例患者，６个月内人均随访次

于社区医生对患者进行管理，也符合社区对医生处

数为７．６９次±２．３７次。有４８７例患者能够做到至少

方量的规定。社区卫生服务在我国开展的时间较

每月随访一次，占总人数的８５．８９％（表４）。遵照病

短，还处于发展阶段，对于社区慢性病的管理控制还

例管理的规定，按时随访的患者有３１３例，占总例数

没有适宜的模式。因此，我们在充分体现《指南》宗

的５５．２０％。按时随访患者的血压控制率为

旨的前提下，探索研究一个尽量切合社区实际情况

８９．４２％，明显高于不按时随访者的血压控制率

的高血压病例管理方案，为寻求规范、有效、适合社

４７．４５％（Ｐ＜０．０００１）。性别不同，按时随访率的差

区卫生服务机构应用的高血压病例管理模式做有益

异无统计学意义。有并发症患者的按时随访率

的探讨。

（３８．０２％）较无并发症患者的按时随访率（５９．８７％）

在中关村社区高血压病例管理研究中，对象为

低（Ｐ＜０．０００１）。随着患者年龄的增长，按时随访

与中关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的高血压患者，他

率呈现上升的趋势（Ｙ２＝１４．１８８０，Ｐ＜０．００１）。随

们在加入管理之前，已经接受治疗。研究结果表明，

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患者的按时随访率亦呈现上

参加病例管理的高血压患者无论是ｓＢＰ还是ＤＢ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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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明显下降（Ｐ＜０．０００１），血压控制率明显提高

按时随访对于患者的血压控制非常重要。随访有利

（Ｐ＜０．０００１）。可以认为该社区病例管理方案的实

于医生对患者加强健康教育，督促服药，密切医患关

施在血压控制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每个年龄

系。ｗｉｌｌｉａｍ等№ｏ发现在随访中不依从治疗的高血

组患者ＳＢＰ的控制率都较低，以致影响总的血压控

压患者年龄多在５０岁以下和没有并发疾病的患者。

制率。以前，控制血压一直把重点放在降低ＤＢＰ

根据中关村社区随访情况的分析，家庭医生小组应

上，随着循证医学的发展，美国预防、检测、评估与治

当对年轻及文化层次低的高血压患者加强管理，对

疗高血压全国联合委员会第五、第六次报告提出要

于有并发症的患者，应该密切关注他们的随访情况，

同等对待ＳＢＰ和ＤＢＰ的控制。３“ｏ。从本研究结果

对于行动不便的患者应该做到及时上门随访。另

可以看出，中关村社区病例管理患者的血压控制率

外，家庭医生与患者签约，使医患关系相对稳定，有

主要是受ＳＢＰ的影响，家庭医生应该把更多的注意

利于病例管理方案中随访的实施。

力放在ＳＢＰ的控制上，尤其是中老年人群，这有利
于整个人群血压控制率的提高。

本文结果表明，在城市社区对高血压患者实施
签约式服务、采取以血压为管理目标的病例管理方

生活方式的调整提供了防治高血压的可能，也

案，可以有效降低社区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水平，提高

被证明可有效降低血压并降低其他心血管病危险因

血压控制率，并且患者的危险行为也得到一定的改

素，且花费少及危险性小。社区高血压病例管理方

善。管理过程中家庭医生应该加强对患者的随访，

案为患者进行生活方式的改善提供了详细的指导和

提高随访的依从性，进而提高血压的控制效果。

要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小组负责对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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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压控制率要明显高于不按时随访的患者。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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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发展中国家出生缺陷和残疾国际大会征文通知
在我国卫生部以及多个国外和国际组织的支持下，由中华医学会承办的第二届发展中国家出生缺陷和残疾国际大会定
于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１—１４日在北京九华山庄举行。会议将就出生缺陷和残疾领域的广泛议题进行交流和讨论。１１日为会前研
讨会，目的是扩展与会者出生缺陷和残疾防治理论知识，提高实际应用技能。有多名世界著名专家将在研讨会上做报告，并
和与会者进行面对面讨论。会议提供同声传译服务。参加会议可获得国家级继续教育学分。会议现征集论文（需同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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