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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流行病学·
中国结核病控制直接面视下
督导化疗的系统评价
王晓梅刘剑君王娟
【摘要ｌ

目的

昊涛詹思延

评价直接面视下督导化疗（ＤｏＴ）对结核病病例管理的效果。方法

通过《中国

全文期刊网》（ｃＮＫＩ）、万方数据库和Ｍｅ曲ｎｅ数据库检索１９９４—２００４年关于ＤＯＴ有关文献和资料，
并进行系统评价，包括定量分析（Ｍｅｔａ分析）和定性分析；评价指标为治愈率。结果

共检索２０４篇

文献，＾选１２０篇。（１）管理措施：全程督导组与全程管理组治愈率合并后率差ＲＤ值（９５％（：ｊ）为
Ｏ

１４（Ｏ ０６～０ ２２），Ｐ＜０ ０００ ０１。按全程管理执行严格程度进行分层分析，全程督导和管理严格的

全程管理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６），ＲＤ值（９５％ｃ，）为０ ０２（０

０３），全程督导与未提及

００～０

是否严格的全程管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４），且Ｄ值（９５％ａ）为Ｏ

１８（Ｏ ０６～Ｏ ３０），不严

格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尸＜０ ０５）ＩＲＤ值（９５％凹）为Ｏ １６（Ｏ．０７～０ ２４）。全程督导组与自服药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尸＝０ ００２），ＲＤ值（９５％凹）为０ ２４（Ｏ．１０～０ ３８）。（２）化疗方案：短疗程与长疗
程化疗方案治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０３），合并ＲＤ值（９５％ｃｆ）为０ ０４（０

０１～０

０７）。结论

只要管理严格，强化对结核病病例的不同管理模式，如全程督导和全程管理，可以使患者达到相同
的治疗依从性。患者的依从性与化疗方案、给药方式（每日给药或间歇给药）等因素有关。

【关键词】结核病；直接面视下督导化疗；系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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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面视下督导化疗（ｄｉｆｅｃｔｌｙ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ｙｓｔ（、Ⅱｌａｔ记ｒｃｖ【ｃｗ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Ｄ（）Ｔ）是ｗＨＯ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的结
核病病例管理方法，在很多国家已经应用了十几年。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８３ Ｊ匕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生统计学
系（千晓梅、手娟、景涛、詹思延）；中国疾病坝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预防

国外对ＤＯＴ的执行情况进行过系统评价…，部分专

控制中心（刘剑君）

家对ＤｏＴ的推广提出了置疑，但这些大多是针对

第一作者现＿＿『＿：作单位：…）【）５【）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拧制中心结
棱病预防控制中心

英文文献的评价，没能够涵盖中国的文献。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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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１９９２年实施“卫Ｖ项目”以来，ＤｏＴ在中同也已

什进行Ｍｅｔａ分析。

誊篓．ｆ，‘竺要：耋置效果竺！要乎兰兰：３研究的目
的就是系统评价ＤＯＴ在中国的实施效果。

结

果

一、人选文献的一般特点
资料与方法

２０４篇检索到的文献中，１２０篇人选，１９９７年和

１．资料来源：以检索词“结核”、“全程督导”、“全

２００１年发表的文章数最多，达２１篇；文献发表在国

程管理”、“全监化疗”、“ＤｏＴ”、“ＤｏＴｓ”在中国期刊

家级杂志６３篇，地方级杂志５７篇；文献发表在结核

全文数据库（ｃＮＫＩ）、万方数据库、Ｍｅｄｌｉｎｅ数据库中

病专、【ｋ杂志５１篇，非专、Ｊｐ杂志６９篇；所有杂志巾以

检索１９９４—２００４年文献，并进行文献追溯，共检索

《中国防痨杂志》和《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频数最

到文献２０４篇。

高，分别为３９篇和７篇。人选文献第一作者单位属

２．入选标准和排除标准：

于国家级９篇，省级２６篇，地区市级５２篇，县区级

（１）人选标准：①有明确资料来源的描述；②有

３３篇。研究对象以初、复治涂阳患者为主。含各年

明确研究方法的描述；③描述了研究对象；④描述了

龄段人群，中青年男性所占构成比最多。地域分布

十预措施及措施开始的时间；⑤描述ｒ评价指标及

涵盖了２３个省份，以东部省份为主，超过１０份文献

其肯义，结局变茸明确；⑥对数据进行了分析。

的有北京市、河北、江苏、广东等省。

（２）排除标准：剔除资料不完整的研究，对于莺
复发表的研究只保留其中质量最好的研究，剔除其

二、排除文献的特点
２０４篇检索到的文献中，排除文献８４篇，其原

凶包括：由于没有说明数据来源、没有说明研究方

余研究。

３资料摘录：包括基本信息（作者、作者机构、文
献类制、杂志名称、发表年份、研究类型、项目实施

法、没有说明十预措施、评价指标不符合要求、没有
数据分析、重复发表和研究内容不符等。

等），人群特征（研究对象、年龄均数、性别比、研究地

三、Ｍｅｔａ分析

区、病例类型、是否为多中心研究等），评价指标（治

１对结核病病例的管理措施：人选文献涉及的

愈率）和管理措施（牟程督导、强化期督导、全程管理

管理措施包括争程督导（包括医务人员督导和非医

和自服药）四部分信息。

务人员督导）、强化期督导、伞程管理和自服药４种

４．研究方法：系统综述、Ｍｅｔａ分析；研究采用
Ｆ１ｅｉｓｓ法，由率直接计算率差（ＲＤ）值：先用Ｑ检验
进行同质性检验，同质性的研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

情况。其巾，随访性研究９４篇，按干预措施、化疗方
案和项目实施进行比较的队列研究２６篇。
（１）全程督导组与全程管理组比较：①人选文献
中含“篇全程督导组与全程管理组进行比较的文

合并；公式为：

献，针对初治结棱病患者的研究１４个，复治患者的
研究２个。全程督导组与全程管理组相比，根据同

其中ｄ．为第ｉ个研究的效应值，ｗ．为第ｉ个研究

质性榆骑结果，选用随机效应模型，计算得到合并

的权重。则ＲＤ傅的合并效应值公式为：

尺Ｄ值Ｏ １４（９５％口：０．０６～Ｏ ２２），差异有统计学意

面＝等笋

（２）

其中ＲＤ，为第ｉ个研究的ＲＤ值，ｗ。为第ｉ个研究
的权重。以每个研究覆盖的人口数占所有研究覆盖
人口数合计的构成比作为权重。异质性的研究使用
随机效应模型台并，并分析异质的来源；随机效应模
型中对每个研究的权重进行ｒ校正……。公式为：
”＿Ｉ

２

…

１

ｉ再Ｔ订若，，；

Ｌ。’

ｕ—ＴｉｉＦ■酽
。

［Ｑ

（＾

１）］∑ｗ，

５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Ｅｘｃｃｌ、Ｒｅｖ—Ｍａｎ软

义（Ｐ＜０．０００ ０１）。②人选的１４份研究中，有５份
研究结论认为两组治愈率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与
合并结论不一致，对其结果进行敏感性分析，除一篇
文献采用自费药化疗方案外没有发现入选文献的一
般特征与治愈率存在相关性“，而全程督导组治愈
率均高于９０％，全程管理组的效果存在不稳定性，
治愈率最低３８％，最高达１００％；故排除该文献后按

全程管理的严格程度分为严格管理组、未提及是否
严格组和不严格组三个亚组，进行分层分析，经一致
性检验（ａ＝０．０５），仍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具体结果
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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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初治肺结核患者全程督导与全程管理组比较的分析结果

注：ａ：初治涂阳患者；ｂ：复治涂阳患者；ｃ：涂阳患者；ｔｊ：初治菌阳患者；ｗ、ｘｌｚ表示一篇文献中不同的研究地区；＊指治愈的例数／接受治
疗的侧数

针对复治患者的研究有２篇文献人选，但均未

表３

全程督导组与自服药组比较分析结果

提及全程管理执行是否严格，选用固定效应模型，结
果见表２。
表２

复治肺结核病患者全程督导与
今程管理组比较的分析结果

注：同质性榆骑：＃＝５７

３８，自由度＝４（Ｐ＜ｏ ｏｏｏ ０１），总教

脯：ｚ＝３ ３０（Ｐ＝０ ００ Ｊ０），＊同表１

拄：同质性检验：ｆ＝ｏ
ｚ一５

９４，自由度＝１（Ｐ２ ｏ ３３），总效应

５０（ｒ＜０ ｏｏＯ ０１）；＊同表１

上述所指的严格管理组基本上符合以下六个要

求：①组织落实，建立、健全本地区化疗管理网；②对
结核病患者进行初诊宣教；③定期复查、取药，结核
病患者应定期门诊复查；④定期访视，对门诊到期未

来的患者，进行追访；⑤门诊核查结核病患者用药；
⑥统一化疗方案。未提及是否严格管理组是指文章

人选的５篇文献中，文献［１６］认为两组治愈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合并结论不一致。经进一步

分析发现该研究自服药组采取合同押金制，实际上
达到了督促管理的作用。
２．化疗方案：文献提及的化疗方案主要包括：短
程化疗方案［初治涂阳化疗方案２Ｈ。飓ｚ，Ｅ（ｓ）√
４Ｈ，Ｒ，、２ＨＲｚＥ（ｓ）／４Ｈ，Ｒ，、２ＨＲｚＥ（ｓ）／４ＨＲ，复治涂

阳化疗方案２心Ｒｚ，Ｅ ｓ，／６Ｈ，如Ｅ、２ＨＲｚｓＥ／

中没有说明是否采取了上述六项措施；管理不严格

６Ｈ，ＲＥ。、２ＨＲｚＥ（ｓ）／６ＨＲＥ］，长疗程化疗方案以及

组是指没有满足仁述六项要求。

不固定疗程化疗方案，以短程化疗方案为主。

（２）全程督导组与自服药组比较：入选文献中有

（１）短疗程化疗方案组与长疗程化疗方案组比

５篇是全程督导组与自服药组进行比较，其中一篇

较：入选文献中含３篇对短、长疗程化疗方案进行比

含初、复治涂阳病例，文献的一般特征与所有人选文

较的文献，采用的短疗程化疗方案均为２Ｈ，Ｒｚ，Ｓ／

献的一般特征没有明显差异。以初治涂阳病例为研

４ＨＲｓ，，与之相比较的长疗程化疗方案均为１Ｉ｛Ｓ／

究对象，全程督导组与白服药组相比，经同质性检验

１１Ｈ：＆，结果显示三组短疗程化疗方案接受督导

（ａ＝Ｏ ０５）选用随机效应模型，计算结果见裘３。

率、坚持督导率、治愈率均高于长疗程方案，化疗失

！里煎鱼盟芏墨查！Ｑ堕至！旦堕盟鲞篁！塑曼ｊ坐』垦Ｅ！韭坐一些，』！！！！翌！！（Ｊ！，！！１．型，迪：！
败率和死亡率均低于后者。经同质性检验（ａ＝

措施的状态下服药，提高了患者的治愈率。

Ｏ．０５）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治愈率进行Ｍｅｔａ分析

者的催函，非专业的健康工作者对患者的协助，金钱

结果见表４。
表４

国外的研究报道在随机对照试验中，给未就诊

肺结核病患者长、短程化疗方案比较结果

激励机制，加强工作人员的监督，这些都能提高治疗
的依从性“…。在南非城市地区的一个随机对照试
验独立地评价了ＤｏＴ的效果，结果显示门诊护士
直接观察和自我监督相比，没有显著提高治疗效果。

泰国的调查者发现，随机被分配到ＤＯＴ组的病例
注：同质性检验：ｚ２＝０ ５３，自由度＝２（Ｐ＝０
３

７７），总效应：ｚ＝

（他们选择由健康中心工作人员或社区成员或家庭
成员来监督）比对照组自我监督的病例有更高的治

０“Ｐ＝０ ００３）；＊同表１

（２）不固定疗程化疗方案疗效分析：不固定疗

愈率和完成治疗率。

程，即强化期２个月，总化疗期不变，以痰菌涂片阴

ＤＯＴ项目是复杂多变的。除了监督服药，还包

转后算起，连续３个月阴性为阴转治愈。人选文献

括一系列其他干预措施，通常比ｗＨＯ的ＤＯＴｓ五

中含３篇不固定疗程化疗方案的研究，治愈率分别

要素要广泛得多。这些联合的干预措施通常很少被

达到９８

说明，因为调查人通常关注直接面视法这一促进依

４

８、４

２％、９８

３％、９８．１％，平均化疗期分别为

７、５．１个月．远期疗效随访一年细菌学复发率

从性的主要因素”“。

分别为２．０％、１．９％、０．５％，均低于报道的３ １％，该

美国专家Ｐａｕｉ Ｆ．Ｒｉｓｋａ系统总结了３４个研究

３篇文献研究结论均认为不固定疗程的化疗方案可

的结果，发现治疗的结局可能取决于药物剂量的丢

行。

失比例和给药方式（每口服药还是间歇服药）；生物

因素，如药物动力学；个体的免疫反应和疾病的部
讨

论

位。我们研究的结果也显示，患者的依从性与化疗

现代结核病化疗方案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药物治

方案、给药方式（每日给药或间歇给药）以及采取的

疗方案，国外报道实施有效的结核病管理，大部分结

督导形式相关。短程化疗方案的治愈率（尺Ｒ＝

核病患者的治愈率可以达到９５％以上。当对患者

１

的管理存在严重的问题时，治疗成功率可能会降低

这与美国专家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当然，我们的研

到５０％，也就是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不好，没有完成

究均为类实验研究，没有除去其他因素对患者依从

用药的疗程，从而导致治疗失败。为了提高结核病

性的影响，结果的取得应该不完全是督导作用的结

患者的药物治疗的依从性，有关专家提出了ＤＯＴ

果，其他要素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的方法…。

０５）均高于长疗程方案，化疗的失败率低于后者，

随着ＤｏＴ这一措施的提出、应用和发展，它的

我们的研究发现．总体来看全程督导（即ＤＯＴ）

含义也在不断的变化，在医务人员或家庭成员等的

组的疗效要优于全程管理组，但是管理严格的全程

面视下服药将是对这一方法的最原始的解释，根据

管理组与全程督导组在治愈率上差异没有统计学意

我们的研究结果和国外结果显示，ＤＯＴ将是督导方

义（Ｐ＝０．２５）。也就是说，全程管理组如果对涂阳

式的代名词，随之而来的将是针对不同人群的各种

肺结核病患者实施规范化全程管理，可获得与全程

不同的督导方式，如电话、短信督导、家庭督导等；效

督导同样的效果，并有可能节省人力、物力、财力。

果如何主要取决于管理的程度。

由此可见，ＤＯＴ与全程管理化疗有可能产生相同的

本研究运用循证的思想充分利用现有的文献资

依从性结局，关键在于管理的程度。全程督导组与

源对ＤＯＴ在中国的实施情况进行丁系统的评价，

自服药组的比较发现，全程督导组的总体疗效明显

节约资源，实施周期较短。研究的局限性主要是发

优于自服药组，但资料同质性差（Ｐ＜０．０００ ０１）。

表的文献都是类实验研究，没有严格的对照，文献的

有一份研究结果与合并结果相反，认为两组治愈率

质量不是很高，将会影响结论的得出。同时也存在

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进行敏感性分析发现该研究

潜在的发表偏倚的问题。因此建议在实施一项新的

自服药组采取合同押金制，并非通常意义上门诊患

措施之前，搞好研究设计，做好基线调查，设立相对

者无管理状态下的自服药，可以认为是在采取干预

严格的对照组等，增加设计严格的随机对照研究或

！芏堕塑堑堂壁查！！！！王！爿星！！堂萱！塑堡！！！！兰Ｅ！ｉ！里！盟：』坚！！！ｚ！！！！！！！！：！！！盟！！
干预性研究的数量，同时实施｛叶＝研究有助于衡量这

１２王雪静，端木宏谨，手黎霞，等传染性肺结核病＾两种管理上
式的治疗效果分析结桩病与胸部肿瘤，ｌ ９９７，２ １０７

些因素在不同的背景下的作用和可接受性，为今后
对措施的评价工作打好基础。为了更好的评价
ＤＯＴｓ策略，建议制定ＤＯＴｓ策略实施效果的系统

６７

１３马册萍，宋瑶，张艳秋，等河南省贫崮地区农村结核病人督导
管理的探讨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２０（Ｊ２，２２（３）５６

５８

１４叶传昌，谢巾碧初治涂阳肺结核病人治疗管理质量蝮测分析

指标评价体系。

疾病监测，１９９９，１４：３７７—３７８
１５齐立友平谷县山区实施Ｄ０ｌｓｌ０年质量和效果评价中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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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讯·
２００６年全国肝病学术会议暨新进展研修班
由中华医学会电子音像出版社和《中华传染病杂志》编辑部共同举办的“２００６年全国肝病学术会议暨新进展研修班”，定
于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４一１７日在湖南省张家界市召开，此次会议也将为《中华传染病杂志》递选征集优秀论文，并推荐在该杂志上
发表。大会将邀请翁心华、庄辉、成军、斯崇文、魏来、任红、贾继东、段钟平、徐小元、谭德明等知名专家做专题讲座，并进行大
会交流。
会议秘书处：北京东四西大街４２号中华医学会老楼二单元５０ｌ室。联系人：曹继霞；邮编：１００７１０；电话／传真：ＯｌＯ一
８５１５８７５８；电话：叭０—８５１ ５８７５７；手机：１３６５１２７５８５３。Ｅｍａ；ｌ：ｊ州ａｃａｏ＠ｙａｈｏｏ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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