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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即使是很小的风险都有可能超过期望的收益。所以Ｒｏｓｅ
提出，为了预防而长期用药只适用于高危人群。
第三，由于医疗资源有限，意味着医疗卫生是一个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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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量供应的系统，需要优先考虑那些最有可能受益或可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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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最多的群体。

目前国内关于疾病预防策略与措施理论的讲解多着手
于疾病的三级预防，而对一级预防中的高危人群策略和全人
群策略的讲解却浅尝辄止。１９９２年Ｒｏｓｅ教授在（Ｒｏｓｅ’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中通过丰富的实例和图表对

这两种预防策略的理论基础、优点和局限性做了生动翔实的
讲解““。尽管Ｒｏｓｅ的观点提出已时隔２０余年，其间，人类
基因组计划和其他重大科学进展促使医学乃至公共卫生都
向着个体化的方向转变；但是，Ｒｏｓｅ的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近年来，很多国外学者对相关问题的讨论以及
ＷＨＯ推广的慢性病预防策略¨’，也正是充分反映了Ｒｏｓｅ思
想的先进性。

本文将对Ｒｏｓｅ提出的高危人群策略和全人群策略的理
论基础和优缺点，以及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对Ｒｏｓｅ理论的讨
论和再认识作简要介绍和分析。
１．高危人群策略：该策略主要是对疾病风险高的个体，
针对致病危险因素采取干预措施，降低其未来发病风险。回
顾近几十年来国内外的疾病防治实践，不难发现，高危策略
更能获得重视和偏爱。究其原因，一方面，尽管很多生理指
标、疾病严重程度以及危险因素与疾病风险间的关联等都是
连续的定量分布，但是医学领域内习惯了二元思维，用一定
的标准将人群划分为患病和不患病、高危和正常，即治疗或
预防措施只限于针对那些“异常”者。当然，考虑到临床和预

防实践的可操作性，这样武断的二分过程也无可厚非。此
外，高危策略与现行以医疗卫生系统为主导的生物医学模式
也较为适应。高危策略还有其他优点：
第一，由于发现了个体存在的某些健康问题，激发了动
机，无论是高危个体还是医生都会愿意接受这种解决问题的
干预措施；同时，又不会对其他风险较低的个体造成干扰。
第二，任何干预措施都会有费用，还可能产生不良反
应。如果每个人承受的费用和风险都相同，则收益越大，收
益／风险比越高。对高危个体实施干预，收益更大，所以收益／
ＤＯ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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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人群策略也有局限性：
第一，２０世纪７０一８０年代，对个体未来疾病风险的预测
主要是根据单个危险因素及专家拟定的界值。这种做法对
疾病风险的预测能力不高。于是Ｒｏｓｅ提出了风险悖论（ｉｎｋ
ｐａｒａｄｏｘ），即多数患者是来自数量庞大的低危人群，而不是少
数的高危人群。早年的心血管病流行病学研究及模拟研究
证实了Ｒｏｓｅ的理论¨’；近期对ＷＨＯ全球疾病负担数据库的
一项分析也支持该理论抽Ｊ。于是，高危策略中风险评估标准
的确定面临两难局面。如果采用较为宽松的标准确定高危
个体，在一定时间内高危个体中多数人都不会发病，预测能
力不强；如果增加限制因素，预测能力提高，但高危人群大大
局限，对筛检出的高危个体来说是最好的，但对降低人群总
的疾病负担又作用不大。不过，近年来随着研究证据的积
累，已发展出一些多因索风险预测工具ｎ“，或称之为基线风
险策略（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ｒｉｓｋ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９】。在Ｒｏｓｅ年代，个体总胆固

醇水平超过某界值时，医生才会建议降胆固醇治疗。如今，
研究者会根据年龄、性别、吸烟状况、血压、总胆固醇及其他
行为或疾病风险因素，综合判断个体未来发生心血管疾病的
风险。对于风险高的个体，无论其总胆固醇水平如何，都会
推荐进行降胆同醇治疗，有研究显示，他汀类药物可以在血
脂正常的个体中降低心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ｂｌ。
Ｍａｎｕｅｌ等归１利用加拿大心脏健康调查数据，对单一危
险因素升高策略和高基线风险策略在减少冠心病死亡的效
果方面进行了比较。前者是对总胆固醇水平＞６．２

ｍｍｏｌ／Ｌ

的个体进行降胆固醇治疗，后者是根据“新西兰心血管疾病
预防指南”推荐的对心Ｊ衄管疾病基线风险增高的个体进行
降胆圃醇治疗。结果显示，以总胆固醇＞６．２ ｍｍｏｌ／Ｌ为标
准，有１１．１％的个体需要接受治疗；而根据高基线风险策略
筛出１２．９％的个体需要接受治疗，其中６６％的个体总胆固醇
水平＜６．２ ｍｍｏｌ／Ｌ。对筛检出的高危个体进行治疗（假定
１００％依从），则ＩＯ年中，前者可预防冠心病死亡１５ ５００人
（１２５／１０万）。后者为３５ ８００人（２９０／１０万）。可见基线风险策

略预测未来疾病风险的准确性及其预防收益，较既往的单个
危险因素的策略已有大幅提升。
第二，“标签效应”，即被判为“高危”的个体可能会承受
很大的心理压力，诱发焦虑、信心受损或自我认知改变，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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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健康。这种情况在缺少有效且可及性好的干预时，会

康的不公平现象ｎ＂。例如，社会经济地位好的个体更有可能

表现得更加明显。

获得行为改变所必需的信息，同时有更多的资源支持其采纳

第三．一级预防筛检的目标与二级预防不同。后者更关

健康的行为；而社会经济地位低下者恰恰相反。所以，全人

注筛检的疾病本身，且疾病的后果通常较为严重，如肿瘤。一

群策略需要更深层次上的措施，即借助一些政策的、法律的、

旦发现疾病，个体对医疗措施有好的依从性。而前者则是通过

经济的、环境的手段，从根本上去除阻碍个体采取健康行为

筛检某些特征、生活方式或疾病，发现未来发生更严重疾病的

的障碍，或控制来自各方不利的压力，努力推动整个人群行

风险。以生活方式为例，人们即使知道吸烟、不健康饮食、少运

为规范的改变，创造一个能促进个体采纳健康行为、有利于

动对健康的危害，真正改变不健康行为的人有多少？凡是这类

健康的环境。这种结构性的、根本性的方法旨在改变个体行

要求个体努力、持久的改变行为，不管是改变生活方式。还是坚

为发生的背景环境，而不是行为本身““。健康教育的方法或

持服药，这样的预防策略达到的效果远不及免疫接种等“一次

类似的医学措施是很重要，但是后一种社会的和政治的措施

性”努力或通过改造环境促使个体行为被动改变的策略来得容

才可以解决根本的原因。

易和有效。遗憾的是。高危策略在本质上就是要求少数人在行
为上必须与众不同，这无疑限制了这种策略的效果。

一些发达国家为消除加工食品中的反式脂肪酸所做出的
努力可以算是全人群策略的一个范例。如果单靠教育个体远

第四。高危策略主要是帮助那些特别易感或显著暴露的

离反式脂肪酸其目的很难实现。一些发达国家出台政策禁止

个体，要么是保护个体免于暴露导致的效应（如服降胆同醇

或限制食品生产商使用反式脂肪酸。这样做的好处是，消费者

药物），或是降低个体的暴露水平（如建议个体戒烟或少饮

不用费心去改变自己的行为，整个食物环境在发生变化““。其

酒）。这种预防方法没有理解和改变发生暴露的根本原因

他范例还包括：饮水加氟、食盐加碘、主食叶酸强化、公共场所

（如为什么会吸烟，为什么少运动，阻碍个体健康生活的障碍

禁烟立法、提高烟草税、立法要求餐馆在菜单上标注所供应食

是什么）。只要问题的根源不解决，就会源源不断地有人步

物的热量值等“．．”ｊ。全人群策略的预防效果显而易见，由于苏

入这个高危行列，医务人员永远是被动地接收和处理高危个

格兰执行了无烟政策，因急性冠脉综合征入院的病例数量在

体和患者，且这个工作量只会越来越大。当问题波及到整个

吸烟者中降低了１４％，在既往吸烟者中降低了１９％，从不吸烟

人群时，仅仅治疗那些患者和显著易感的个体，即冰山的一

者中降低了２１％ｔ”）。尽管如此，许多国家政府迟迟没有采取

角，是治标不治本的策略。

更积极、系统的行动，更多的停留在口头上“”。

除Ｒｏｓｅ提｝岛的以上几点外，近年来一些学者针对高危策

不可否认，全人群策略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略中的药物措施也表示忧虑“仉“Ｊ。筛枪｝“的高危个体需要终

第一，无论全人群策略给整个群体带来多大的好处，对

身服药。Ｗａｌｄ和ＬａｗｆＪ纠研究显示，要预防８０％以上的缺血性

多数个体而言，预防的收益不会立竿见影，亦不会特别显著，

心脏病事件和卒中，所有５５岁以上的人及现有心血管疾病的

往往不为感知和理解，也就很难有行动的动力，不只是个体，

个体都需要坚持服药。随着判断高危阈值的降低，需要治疗的

对于医务人员和决策者来说都是如此。

比例还会继续增加，随之而来的费用和药物不良反应数量亦

第二，由于全人群措施给多数个体带来的收益很小。而

增。而个体长期服药的依从性又直接影响这一策略的实际效

任何小的风险都很容易抵消收益，所以对措施的安全性要求

果。此外，这种指望个体配合的预防措施在社会经济地位低下

就更加严格。预防措施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主要是去

的人群中实施将存在更多障碍，进而加大健康的不公平现象。

除或减少某些非自然的暴露，以便恢复生物常态，例如戒烟、

２．全人群策略：该策略不需要确定哪些个体是高危的，

减体重、积极运动、减少饮食中的饱和脂肪和食盐的摄入

而是针对人群中危险暴露的决定因素（即远端病因、病因的

等。这些使恢复常态的措施通常被认为是安全的，对研究证

原因、根本原因）采取措施，降低整个人群危险因素的暴露水

据的要求也不高。第二种措施恰恰相反，不是去除某个假定

平。通过全人群策略可以使大多数人受益，即使每个人因预

的病因，而是通过增加某个非自然的因素实现保护，如降低

防而获得的收益微不足道，但给整个人群带来的累积收益非

血压或胆固醇的药物。对于这类措施，不能事先推定是否安

常可观。与此同时，整个人群的暴露（如血压）分布向着疾病

全，因此对效果及（尤其是）安全性的证据要求就更加严格。

低风险的方向移动，这将促使高危个体移出危险区域，必然

遗憾的是，要证明这类措施对一般人群的微弱的效果和长期

会使异常值的发生率（如高血压患病率）相应降低。

安全性需要开展大规模实验性研究和长期随访观察，在现实

全人群策略可以采取较为表面化的做法，即通过健康教
育鼓励或劝说人们改变自己的行为，这也是目前应用最广泛

中很难实现。所以对于这类措施，除非收益特别显著（如在
高危人群中），否则一般不推荐在全人群中使用。

的方法。其理论基础是，当人们获得必要的信息后，就会做

第三，如果暴露和疾病风险之间呈“Ｕ”或“Ｊ”形关系，那么

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如果公众对某种疾病及其危险因

促使整个人群的暴露分布曲线平移，在一部分人被移出高风

素普遍没有认识，开展健康教育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如上

险区域的同时，又有一部分人被带入到另外—个高风险中““ｏ

所述，多数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行为的影响和限

另外，随着多危险因素综合预测未来疾病风险的准确性

制。如果人们生活工作的环境并不支持甚至是阻碍其选择

大大改善，一些研究者认为高危策略比全人群策略更有效、

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健康教育就像是在推销一个可望而不

更符合成本效益原则。这些学者引用的证据主要是模拟比

可即的行为标准。另外，单纯依靠健康教育还有町能加大健

较高危策略和全人群策略下，通过药物治疗（下转１７８＿贝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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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目前国内开设尿失禁专科门诊的医院很少，一

【５］Ｐｅｒｒｙ Ｓ，Ｓｈａｗ Ｃ，Ａｓｓａｓｓａ Ｐ，ｅｔ ａ１．Ａｎ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些患者不知道到哪里可以就诊。此外，社区卫生服

ＭＲＣ 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 Ｓｔｕｄｙ＂ｒｅａｎｌ．Ｊ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Ｍｅｄ．２０００．２２：４２７—４３４．
Ｌｅｉｃｅｓｔｅｒｓｈｉｒｅ

务中心及一些中小型医院对尿失禁的治疗经验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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