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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1 

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全科门诊与专科门诊随访观察分析 

 
周杨威 

卫生部北京医院 卫生部北京老年医学研究所 100730 

 

目的   观察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在全科门诊和专科门诊两种不同就诊方式下的门诊随访中二级预

防和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情况，分析全科门诊和专科门诊在患者治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方法  根据患者的就诊方式分组，坚持选择全科门诊就诊超过 1 年的患者为全科组，坚持选择心内

科和内分泌代谢科专科联合就诊超过 1 年的患者为专科组。按照入选标准和排除标准，最终全科组

入选 201 例患者，专科组 217 例患者，采集病史和病历查询核实，建立 EXCEL 表，录入患者一般

信息、基本临床信息、冠心病及糖尿病相关药物治疗现况，记录危险因素控制现况和患者 1 年内门

诊随访的血清学和辅助检查次数，记录 1 年中患者住院行血运重建治疗住院治疗冠心病及因急性冠

脉综合征或糖尿病急症发作急诊就诊次数，调查全科门诊医师背景 

结果  全科组就诊患者平均年龄 67 岁，明显高于专科组(p<0.001)。男性患者明显多于女性约 2~3:

1(p=0.282)。专科组患者冠心病基础用药率高于全科组(p<0.001)。专科组二甲双胍、α-糖苷酶抑制

剂的使用较全科组使用率高（p=0.025, p=0.009），但以上药物均在两组中占最高比例。胰岛素的

使用中均以长效胰岛素和速效胰岛素为主。此外两组中血压的达标率较高，BMI 达标比例较低，超

重和肥胖者所占比例较高（p=0.005, p=0.006, p=0.007）,心率不达标者两组均占较高比例，分别

为 48.26%和 54.38% (p=0.006)。既往 1 年中全科组血脂、糖化血红蛋白、尿微量白蛋白等项目的

复查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50）。全科组 80.1%的患者为稳定期患者，专科组中约 7

4.65%的稳定期患者，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专科组既往 1 年中血运重建者 14 例明显多于全科

组（p=0.025）。 

结论  1.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的门诊随访管理中，全科门诊二级预防用药选择与专科门诊基本一

致，但在二级预防管理中全科门诊与专科门诊均存在不足，三甲医院全科门诊定位于冠心病合并糖

尿病患者二级预防管理与专科门诊存在类似问题；2.三甲医院设立的全科门诊应当明确自身意义和

工作内容，合理职能划分，专科医生也应主动配合全科医生，鼓励和促进此类患者回归社区进行慢

病管理，促进分级诊疗制度的实施。 

 
 
S-002 

高血压分级诊疗宁波经验 

 
王胜煌 

宁波市第一医院 315010 

 

中国心血管病报告 2014?估计全国有心血管病患者 2.9 亿，其中高血压患者 2.7 亿，脑卒中至少 70

0 万。根据 2009-2010 调查显示，高血压知晓率 42.6%，高血压治疗率 34.1%，高血压控制率 9.

3%，治疗控制率 27.4%。我国 90％的高血压患者就诊于城镇社区和乡村卫生服务机构，基层是防

治高血压的主战场，基层医生是高血压防治的主力军，只有提高基层医生管理高血压的技能，规范

治疗和管理高血压人群，才能真正提高高血压的控制率。但是，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东西部经济差

别较大，基层医疗水平参差不齐，导致指南从理论到实践、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因

此，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探索一种具有可操作性强，易于掌握的基层高血压分级诊疗路径，是当前

的重要课题。我们将从基层高血压的特点、基层高血压的管理、药物治疗策略出发、来探索宁波基

层高血压分级诊疗路径，旨在为基层高血压人群防治与分级诊疗寻找一个“捷径”。 

一、基层高血压人群特点 

二、基层高血压人群的血压管理 

1、基层高血压人群血压测量的有效方法 

2、家庭自测血压是实现基层高血压远程管理与分级诊疗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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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层高血压人群的药物治疗策略 

1、提高高血压群体血压达标是关键 

2、起始联合应是基层高血压药物治疗的主流策略 

3、简化和优化是提高基层高血压群体达标率的必由之路 

4、SPC 具有使用方便、依从性高、达标率高等优势 

我国应用固定单片复方制剂历史悠久，在上个世纪 60-70 年代，我国就发明了复方利血平（复方降

压片）、复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降压 0 号）、珍菊降压片复方制剂。这些药物的特点：①疗效充

分；②价廉；③患者依从性相对较好等，目前这些药物仍然是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主力军。作为

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降压 O 号”治疗原发性高血压长期疗效和安全性评价研究的初步结果显

示，降压 O 号治疗患者的血压达标率高达 90%，其安全性研究目前仍在继续评价中。 

2012 年发布的新型单片联合制剂治疗老年高血压中国专家共识提出：已使用 1 种降压药物治疗且

血压未达标的老年患者，可换用 SPC 药物治疗；已使用 2 种降压药物且血压达标的老年患者，从

提高患者依从性、简化治疗的角度出发，可换用 SPC 药物治疗；需要 3 种或以上降压药物才能控

制血压的老年患者，如无禁忌证其药物治疗方案一般应包含 1 种利尿剂；依据现行指南建议，RAA

S 阻断剂／噻嗪类利尿剂 SPC 可作为其药物方案的组成部分。 

5、SPC 应该是提高群体高血压达标率的首选 

我国现有高血压患者众多,90％患者分布在基层(乡村/城镇社区)。广大基层医疗水平相对落后，人

群防治意识淡薄，基层作为高血压防治的主战场，基层医生作为高血压防治的主力军，不能很好掌

握指南和灵活应用，高血压的防治就更谈不上“广覆盖”的目的。我国人群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及

控制率较低，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与基层医生高血压防治知识和技能欠缺有关。从目前各国更

新的高血压管理指南来看，当前的高血压控制策略是早期使用联合治疗方案，尤其是新型 SPC 药

物，其性价比高，疗效显著同时患者依从性佳，理应作为中国基层高血压防治的首选方案。 

四、宁波市高血压人群分级诊疗管理路径 

宁波市基层高血压人群管理主要依靠宁波市三级医疗网络体系、医联体和宁波云医院，建立了宁波

市高血压人群分级诊疗管理路径。初级：患者家庭血压测量的自我管理；一级：家庭签约医生进行

血压管理；二级：社区中心首席医生或者区县专家指导管理；三级：宁波市心防中心专家或者三甲

医院专家指导管理（疑难高血压）。 

转诊途径：1.宁波云医院的高血压云门诊的互联网 2. 医联体的三级医院基层医疗科或者全科医学

科（微信、电话、双向转诊单）3.宁波市镇、区、市三级医疗体系 

基层医生高血压患者转诊指征 ：1）高血压急症或亚急症 2）治疗 2-3 月血压未达标者 3）年轻患

者且血压水平达 3 级 4）怀疑继发性高血压患者 5）妊娠和哺乳妇女 

6）可能存在白大衣高血压或隐匿性高血压患者，需要进一步明确诊断 7）难治性高血压 

8）血压波动大，临床处理困难者 9）患者服降压药后出现不能解释或难以处理的不良反应 

10）因合并其他严重疾病或伴发多重危险因素或靶器官损害而处理困难，需要进一步检查和治疗者 

五、小结   中国 90%的高血压在基层，提高基层医生防治高血压的技能，才能实现高血压人群管理

的提升。优化和简化降压治疗符合基层高血压人群防治的需求，应该成为基层高血压群体治疗的主

要策略。家庭血压测量和远程血压测量是未来血压自我管理的必由之路，应该动员患者广泛使用电

子血压测量和带有远程功能的电子血压计。SPC 可以简化高血压的治疗，使高血压的治疗成为非

常容易掌握的一项技术，可以使治疗控制率提高到至少 60％以上，这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对中国

总体高血压的控制，尤其是 2 级以上高血压，SPC 可以作为中国基层高血压临床治疗路径的首

选。利用互联网技术可以提高高血压的管理效率，轻松实现高血压的分级诊疗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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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03 

2016 慢性心力衰竭的指南解读 

 
马中富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080 

 

慢性心力衰竭为社区中的常见病，常常会急性发作而致人命。如何管理好这类病人仍是全科医学的

难点.5 月 21 日～24 日，欧洲心力衰竭年会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召开，本次会议正式颁布 2016 年欧

洲心脏病学会（ESC）急性和慢性心力衰竭诊治指南。 与 2012 年 ESC 急性和慢性心衰指南相

比，新指南更新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S-004 

基于社区大人群的 2 型糖尿病患者微血管并发症现况研究 

 
施榕 1 娄洁琼 2 

1.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2.上海中医药大学公共健康学院 

 

目的  了解上海市社区 2 型糖尿病患者微血管病变（视网膜病变和肾脏病变）的患病情况，探讨其

危险因素。 

方法  于 2014 年 5 月-2015 年 4 月，随机抽取上海市浦东新区和杨浦区的 6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纳

入管理的确诊 2 型糖尿病患者共计 5245 人。设计调查问卷，收集患者的人口学资料、实验室和临

床资料并进行免散瞳眼底摄片，根据尿微量白蛋白/尿肌酐比值（ACR）及眼底摄片结果评价其微

血管病变的情况，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危险因素。 

结果  共完成筛查 5078 人，其中男性 2191 例，女性 2887 例，平均年龄（64.50±6.93）岁。糖尿

病肾脏病变（DN）的患病率 38.4%，其中早期肾病期患者占 90.4%；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的

患病率 21.2%，非增值期轻度病变患者占比 66.5%。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率达 50.8%，本次新诊断

DR 的比例高达 92.1%，不同性别间微血管并发症患病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糖尿病患者中

微血管病变的患病率随着年龄、病程、糖化血红蛋白和肥胖程度的增加而增高（P<0.05）。糖尿

病病程对微血管并发症患病率影响不尽相同，当病程<5 年，DR 患病率为 11.5%，DN 患病率达 33.

3%，两者患病率均随病程延长而上升，病程每增加 5 年 DR 患病率约上升 6%而 DN 患病率约上升

4%。糖化血红蛋白控制达标时，DR 患病率为 15.5%，DN 患病率为 29.0%；当糖化血红蛋白>7.

0%时，DR 患病率迅速上升至 27.3%，DN 患病率上升为 41.0%。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

示，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发生与病程、体质指数、糖化血红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及高血压相关（P

<0.05）。 

结论  上海市社区 2 型糖尿病患者微血管病变的患病率较高，且以早期、轻度病变为主。病程、高

血压、体质指数、糖化血红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是糖尿病微血管病变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提示积

极控制血糖、血脂、血压及维持适宜的体重对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防治意义重大。 

 
 
S-005 

以岗位胜任力为目标的 H-C 管理模式探索 

 
戴红蕾 张佳 卢崇蓉 朱文华 陈丽英 臧国尧 裘力锋 方力争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310016 

 

为进一步提高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过程中社区实践基地的教学培训质量，我们以全科医生基层

岗位胜任力为最终目标，探索建立了“H-C 即综合性医院与社区实践基地一体化”教学管理模式。通

过建立“一体化”教学管理制度、制定“三年融贯、逐年递进”的培训计划、设置“交叉互补、科学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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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程体系、打造“紧密结合、共同提升”的全科师资队伍、以及建立“实时有效、持续优化”的反馈

和质量改进制度等方法，达到综合性医院与社区实践基地一体化的教学管理，从而保证了社区实践

基地的教学质量，促进社区实践基地的全科建设和发展。 

 
 
S-006 

三甲医院全科医学科助力全科规培工作 

 
冯玫 

山西医学科学院 山西大医院 全科医学科 030032 

 

全科医学科于 2011 年 11 月成立，是山西省第一个综合医院开设的全科医学科；设有全科医学门

诊和病房（两层 50 张床）医生 10 人：全部硕士以上学历； 全科医学科所有医师均分别参加了英

国、国家及山西省全科医学师资培训班并获得师资培训证书；《门诊》  开设了：全科医学科门

诊、慢性病管理门诊、健康管理门诊、贫血门诊和全科教学门诊； 全科医学科门诊—解决多病共

存患者和未知病患者在分科太细的大医院就诊难得问题；慢性病管理门诊—负责全院慢性病人的开

药、复诊工作，带学生熟悉各种慢性病的诊治、用药及管理；健康管理门诊—负责体检人群的咨询

和指导；贫血门诊-从症状学入手，培养学生疾病分析能力；全科教学门诊---培养学生问诊、接诊

及常规检查处置能力；《病房》 收治内外妇儿的各种未知病和多病共存患者，解决了大医院这类

病人住院难的问题；健康体检人员；坚持以人为本的全科理念，建立 24 小时服务电话、每位住院

患者均有档案及随访记录，按时随访指导；《技能训练中心》—由全科医学科主任负责，配备教学

及管理人员，充分利用各种模拟人、心肺听诊等体格检查器材、各种侵入性穿刺以及临床思维培训

等设施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临床合作科室》---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神经内科、精

神科、急诊科、皮肤科、眼科、耳鼻喉科、中医科、康复医学科、影像科、检验科、院感及防保科

等并聘相关科室的老师定期为规培生讲课培训 

《基层实践基地》---医院成立了社区卫生服务指导中心，全科医学科主任担任副主任、负责教学工

作，负责学生基层实践管理和双向转诊等学习工作。对所管辖的 4 个社区中心和下设的 11 个社区

服务站（25 个村卫生所）进行定期辅导、支援、出诊，制定并管理好全科规培生的培养。 

《承担全省全科师资培训工作》； 2014 年至今共举办 3 期山西省全科医学临床师资培训班，共培

训学员 387 人；于 2015 年 12 月和 2016 年 7 月举办两期全科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全科医学专

业基层社区实践基地骨干师资培训班，共 241 人参加了培训班，并取得了全科培训师资资格 

l  专科指导老师---- 聘请耳鼻喉科、普外科、眼科、儿科、骨科、泌尿外科、康复科、精神科、中

医科、门诊、院感及防保科相关老师为指导教师  

对我院相关科室进行全科医学研究生及规培生指导老师带教培训。《全科医师规培工作》全科住院

医师招收情况----- 2014 年度全科规培生共 13 人；2015 年度全科规培生共 30 人；2016 年度全科

规培生共 38 人 

由科主任主持；每月 1 次读书报告会，了解规培生学习生活情况，遇到问题及时沟通解决； 成立

了社区指导中心— 规培生、研究生的培养：现在培学员 45 人，在读全科研究生 5 人 ； 全科医学

教学门诊—以 GP-IP 模式带教， 解决全科规培生、研究生和进修生的门诊教学问题； 在病房 PBL

教学形式进行全科医学教学查房；规培生每月一次的学习、生活汇报会； 规培生为基层医务人员

进行医院感染相关知识培训；全科病房就是他们的家，解决了全科规培生无归属感的问题，也便于

对全科医学规培生的管理；临床实践：规陪生亲自管病人、参加科室值班，并每天早晨由规陪生交

班；有执业资格的规陪生由老师带教分管 4-5 个病人 

《协作培养及宣传工作》每周一科里副高以上医生做山西健康之声广播--全科专家门诊直播节目；

和省卫计委协作成功举办了 2015 年发展中国家全科医生技能培训班；培训太原市卫校及长治市卫

校农医班的带教老师，一起讨论如何培养好学生；与太原市卫生局协作开展学分制培养全科医生，

根据基层人员少他们可以利用业余时间来学习，主要培养和提高基层全科医生的临床技能水平；与

太原市晋源区卫生局合作，为晋源区培养乡村医生 200 多人，已持续进行了两年多了，取得了很好

的效果，乡村医生的全科理念及诊疗水平得到了提高；建立社区和乡村医生弹性进修制度，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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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学习的时间，尽力让他们带着问题来、解决问题回，以短平快的方式解决实际问题，并建立良

好的联系。 

《科研工作》开科五年来，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科技厅、省卫计委、省留办、山西医科大

学、山西大学重点实验室等方面的科研项目，累计经费 100 万左右，就全科医学理论及临床、教

学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 

《成绩和荣誉》 

l  科室 2013 年被评为“山西省巾帼文明岗” 冯玫：荣获—山西省十大杰出女知识分子、山西省巾帼

文明标兵、山西省道德模范；翟艳萍护士长：荣获山西省护理比赛金奖 

总之，五年的全科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特别是对全科医学规培生的培养

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可以成为全科医学规培学生的家，使他们能有归属感而安心学习。我们

每月一次的工作生活汇报会，规培生们都特变喜欢“回家来”，所以，我们的体会是住培基地的三甲

医院非常有必要成立全科医学科，它确实可以助力和指导全科规培生的培养工作；有助于很好的完

成培养全科医学师资工作；能够解决大医院多病共存患者的就诊难住院难问题；有能力承担全科相

关的科研工作。 

 
 
S-007 

全科医学住院医师培训方案优化研究的设计与初步探索 

 
王爽 吴瑛 刘雪君 于晓松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全科医学科 110001 

 

目的  基于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 based education)理念，探索如何优化以能力为本的全科医学住

院医师培训实施方案。旨在进一步强化全科医学住院医师核心能力的训练，破解“培养什么样的合

格全科医师”以及“如何培养全科医学高素质人才”的现实问题。 

方法 采用文献研究和访谈法，探讨当前全科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进而，

本文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从成果导向教育理论的视角出发，提出优化全科医学住院医师培训实施

方案的设计思路，并进行了初步探索。 

结果  （1）明确我国当前全科医学住院医师培训的现状与问题。（2）分析美国、英国、澳大利亚

全科医学住院医师培训成熟经验借鉴的可行性。（3）提出基于成果导向教育理念的全科医学住院

医师培训方案的设计思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明确新时期国家所需合格的全科医学人才类型，

其不仅仅能胜任基层全科医师岗位要求，而且应具备培养下一代合格全科医师以及促进全科医学学

科发展的能力。②国家卫计委发布《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试行）—全科培训细则》总

体培养目标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可行的成熟经验，进一步明确我国合格全科医师的核心能力要求。

③建立以成果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以学生为中心的全科医学住院医师培养模式：包括理论依据、

以能力为本的培养目标、操作程序、实现条件和评价方法 5 个方面。④强调培训全过程的反思学

习，并采用成长记录袋（portfolio）的方法，强化形成性评价。 

结论  本文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基于成果导向教育理念的全科医学住院医师培养模式。培训方案优

化设计的创新思路在于不仅可为城乡基层提供合格的全科医师，而且为下一代全科医师培养提供师

资、为学科发展提供高素质的人才储备。 

 
 
S-008 

四川省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制度实施情况分析 

 
赵光斌 

四川省人民医院 610072 

 

目的  通过对四川省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规培）制度现状的调研，了解全省全科医生规培基地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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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况及教学质量，为完善省级全科医生规培基地建设，提的高规培生教学质量提供依据。 

方法  2014 年 11 月至 2016 年 5 月，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和访谈的方法[1]，对四川地区 21 家规培

基地和社区卫生中心的师资 256 人、学员 381 人，其中社会招生 49 人，委培 78 人，基层定向培

养 254 人。教学管理人员 147 人。就规培制度和教学方法进行调研。计数资料组间比较用 R×C 表

χ2 检验。 

结果  师资、学员、管理人员对规培制度满意度分别为 71.2%、69.7%、74.6%（χ2=10.56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议。调研对象对规培模式、教学大纲、教材、教学安排、考试制度、

培训质量、配套政策等平均满意度分别为 89.2%、90.4%、69.5%、63.2%、77.3%、83.5%、65.

5%，差异显著（χ2=781.28 p＜0.001）。师资、学员和管理人员对教学法的满意率分别为 88.

2%、70.4%、64.7%（χ2=16.76P＜0.05），三组间有差异。 

结论  教师、学员和管理人员对全科医生规培制度及教学法满意度较低，与 2013 年对全国规培基

地的调研结果[1]相比无明显升高。主要存在教学大纲、教材实用性不强，专科内容太多，学员反映

教材是多专科内容简单地组合。教学安排不合理,教学方法专科化。各规培基地合格的全科老师较

少，带教老师资无全科思维及理念，不了解社区医疗实际情况，社区需要的临床技能学不到，学到

的知识社区用不上，结果是社区全科医生临床三基实际操作能力很差。规培基地所在的医院普遍存

在重视专科规培生，不重全科规培生。内科、外科分科太细，全科规培学员在一个专科实习时间太

短，科室还没有熟悉又要转科了。待遇低及政府支持力度不够等问题，影响了全科医生培训质量。 

 
 
S-009 

民营基层医疗机构的定位和运营探讨 

 
段民屹 

成都正广兴家庭医生集团 610052 

 

1、探讨民营基层医疗机构的差异化服务特点和运营方式 

2、从民众对医疗服务的实际需求，分析如何满足民众对基层医疗服务的多元化需求 

3、民营基层医疗机构以医疗的服务性行为为特色，进行产品设计、团队组织、学科建设和质量控

制，从而和二、三级医疗机构以医疗技术性提供的特点，形成相互补充和支撑的联动关系，从而提

升整体医疗质量和民众对医疗服务的获得感。 

4、公立基层医疗机构以均等化为首要目的，保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提供，此类以政府买单为主

体。民营基层医疗机构以满足民众对基层医疗服务的提升需求为目的，此类需要以市场买单的行为

为主体，与公立基层医疗机构相辅相成共同构建真正能成为健康和费用的“守门人”体系 

 
 
S-010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全科医生与医疗保险 

 
耿俊强 

慈信（北京）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361012 

 

全科医疗体系是整个医疗健康以及医疗支付体系的入口和基础，全科医生作为居民健康管理和健康 

管理费用守门人，覆盖全部人群，法律上也是唯一合法了解和查看居民健康档案的医生团体，掌握

全科诊疗领域的所有处方权以及专科领域的医疗方案审核权（由保险机构授予），掌握该医疗保险

覆盖范围内的转诊权利等，直接掌握或者影响整个的医疗服务流，医药器械流，医药费用流，健康

数据流等等，落实全科医生制度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医生执业的独立与自由，使得医疗保健行

业的主力--医生队伍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医保支付制度的破冰也

从根本上改变了医患关系的设计，使得医生和患者的利益在执行层面趋于一致，从国家医改顶层设

计上取得根本性的突破。这两项制度上的突破是迄今为止医改最大的突破，将重塑中国医疗保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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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客观上为这两项制度的落实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保障。  

在刚需的领域引入专业化服务，重塑价值链，打造生态链，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全科医生服务体系建

设将成为中国商业医疗保险发展的战略基础。  

 
 



 
 

大会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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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1 

社区健康干预对老年三高患者控制状况的影响 

 
韩鹏飞 1 王健 2 

1.上海市徐汇区天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中山医院 

 

目的  通过对上海市徐汇区天平街道 65 岁以上老年慢性疾病患者进行综合健康干预，评估干预效

果，为以社区为基础的综合健康干预的推广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将 1552 位管理库中的老年慢性疾病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干预组采取综合健康干

预，对照组采取常规健康宣教。干预 2 年后，评价两组血压、空腹血糖和血脂的控制情况。  

结果  干预组 777 人，对照组 775 人。两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对照组血压、肌酐和

总胆固醇异常率均显著升高（P<0.05），谷丙转氨酶异常率则显著降低（P<0.05）；干预组血

压、空腹血糖、谷丙转氨酶、尿酸、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异常率较基线水平均有较大幅度降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通过以问题导向的群体健康照顾，依托三级医院在社区对高血压、糖尿病、高尿酸症、血脂

异常低成本的综合治疗途径与方法，对老年人进行预防性照顾、改善求医遵医行为，提高高血压、

糖尿病的治疗率和控制率，减少心脑血管并发症的出现，是可行的。 

 
 
OR-002 

现代生活方式下的北京城区居民 2010 年血脂谱及血脂紊乱分析 

 
张晏 曹素艳 杨书文 付静 刘安楠 王蕾蕾 

北京医院 100730 

 

目的  了解 2010 年处于现代生活方式下的北京市区居民血脂谱和血脂紊乱的现患率及其相关危险

因素的现状。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对北京市区居民进行调查。共入组共 26182 例，男性 13914 例，女性 1

2268 例。测定其身高，体重，腹围，血压。取空腹血测定其空腹血糖，血总胆固醇，甘油三酯，

血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并询问家族史和既往病史。对受检者分性别进行

血脂数值，血脂紊乱现患率的比较，并进行了多因素分析。 

结果  1、男性女性血总胆固醇分别为：5.26±0.99mmol/l，5.30±1.13mmol/l；男性女性甘油三酯分

别为：1.89±1.53mmol/l，1.35±0.82mmol/l；男性女性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分别为：2.92±0.71mm

ol/l，2.74±0.79mmol/l；男性女性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分别为：1.26±0.28mmol/l，1.55±0.31mmol

/l。2、男、女性不同性别单项血脂紊乱患病率分别为 49.54%和 41.62%。2.年龄，血胆固醇，甘油

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升高和高密度脂蛋白降低，女性与单项血脂紊乱正相关（P<0.05）。 

结论  现代生活方式转型中的北京市区居民 2010 年的血脂谱和血脂紊乱的现患率及其相关危险因

素，正接近于发达国家 10-20 年前的水平。 

 
 
OR-003 

全科医生在脑卒中患者疾病预防中的地位 

 
姜睿 

医大二院 150086 

 

我国脑卒中已经成为全球高发的第一大国，是目前中国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脑卒中的发生率在 

以每年 8.7%的速度递增。脑卒中已经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防控脑卒中任重而

道远。全科医生作为医疗综合水平高的健康“守门人”，主要在基层承担预防保健、常见病多发病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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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和转诊、病人康复和慢性病管理、健康管理等一体化服务任务。全科医生是承担脑卒中的预防与

后期康复管理的最有利实施者，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以社区为单位，以脑卒中为首要目标，采取

有计划的、全面的、持续的指导干预，长期康复管理工作，从而显著提高治愈率，有效降低脑卒中

的致残、致死率，减少并发症。本文主要阐述全科医生在脑卒中疾病的预防与康复管理中的具体作

用与地位，只有做到真正的完善、持久和有序，才能达到以人为中心、以社区为范围、以问题为导

向、以预防为先导的脑卒中健康照护。 

 
 
OR-004 

老年冠心病患者的基层管理 

 
单海燕 韦晓洁 刘骜 贾芮 祁慧萌 于晓松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全科医学科 110001 

 

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日益老龄化，据 WHO 有关老龄化社会标准，我国在 2001 年就步入老龄

化社会，是目前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老年冠心病发病率在我国逐年

递增，已成为老年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因此，研究老年冠心病的特点及基层管理是非常必须的。 

 
 
OR-005 

以大量心包积液为主要表现的结缔组织病 1 例 

 
骆东慧 单海燕 于晓松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全科医学 110001 

 

心包积液是结缔组织病较少见的临床表现之一，本文报道了以大量心包积液为主要表现的结缔组织

病 1 例，经糖皮质激素抗炎，改变病情抗风湿药等对症支持治疗后病情显著改善，心包积液吸收明

显，提示合并心包积液的结缔组织病患者经正规抗风湿治疗后，其心包积液即可吸收，无需特殊处

理。 

 
 
OR-006 

增加对风湿性多肌痛的认识 

 
郭敏杰 

北京和睦家医院 100016 

 

一名 25 岁的美国在中国留学的女性，因为广泛性的肌肉痛和多关节痛 3 年，症状加重而收入医院

行相关检查，此名患者在过去 3 年期间反复周身肌肉疼痛和头部疼痛，且伴有身体两侧多发关节

痛，关节僵硬，周身乏力，并自觉今年记忆力明显下降，睡眠较差，容易醒，曾就诊多家美国的医

院，行多项抽血化验和包括头部和身体的关节的影像学检查，肌电图等均未见异常，诊断为“风湿

性多肌痛”，因患者拒绝药物治疗，转而进行针灸治疗，针灸治疗效果很好。入院查体提示颈部，

双上肢，双下肢多处压痛点，给予基本检查排除严重器质性疾病，诊断“风湿性多肌痛”，并推荐患

者于针灸科，并可尝试瑜伽治疗等整合医学治疗方法，门诊随诊。 

这个病例让我们进一步加强了对“风湿性多肌痛”这种疾病的认识，风湿性多肌痛在美国的发病率 

为女性中 3.4%，男性中为 0.5%1 ，女性发病者的数量是男性的近 10 倍，发病的高峰年龄在 20 岁

至 50 岁。 

风湿性多肌痛在病理生理上讲，是身体对外周的感觉信号扩大化。我们在患者的肌肉关节的病理上

不会看到有炎症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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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表现包括：慢性广泛性身体疼痛（肌肉和关节），晨僵，关节活动度下降，关节肿胀，乏力、

抑郁、厌食、体重减轻和低热等全身症状，睡眠较差，认知能力诸如专注能力下降或容易忘记，有

些患者会有严重的肢体功能受限。 

 
 
OR-007 

“慢病”管理作为“医联体”基层医疗服务先导的价值 

 
李建国 王红嫚 伍火志 张勇军 罗小燕 董金瑞 

遵义医学院第五附属（珠海）医院 519100 

 

目的  探索慢病管理在“医联体”分级诊治中，在基层医疗机构的实施价值。 

方法  采用文献研究方法，通过回顾国内外分级诊治发展过程，结合我院在医联体慢病管理中的贡

献，剖析目前医改中基层医疗成长困境。 

结果  根据我国目前基层医疗体系的发展水平，仍需在“医联体”样的分级诊疗模式中摸索出解决方

案。 

结论  “医联体”的基层医疗机构规范实施慢病管理，具有可操作性及重要意义。 

 
 
OR-008 

骨矿物质密度减少增加心衰风险的发生机制综述 

 
郑一波 

宁波市第一医院 315010 

 

心力衰竭是全球主要健康问题之一，尽管 ACEI、β 阻滞剂和醛固酮受体拮抗剂等药物及 CRT 能有

效治疗心衰，但心衰死亡率仍居高不下。因此，我们需要探索新的心衰危险因素，更好地理解心衰

的病理生理机制，早期发现高危患者并实施预防措施。 

骨质疏松是一种多因素骨骼疾病，以骨量减小和骨微结构破坏为特征，可通过骨矿物质密度定量诊

断。目前，年龄≥50 岁的女性和男性人群中，骨质疏松比例分别约占 21%和 6%。骨质疏松与年龄

密切相关，随着人口的发展，骨质疏松人群势必会进一步增加。 

骨质疏松和心衰往往被认为是两种互不相干的疾病，但最近研究表明两者之间存在联系。一些流行

病学研究显示心衰与未来骨质疏松及相关骨折存在关系，这可能部分由于慢性心衰发展导致代谢性

骨重塑。而骨质疏松患者心血管疾病风险也增加。来自德国科隆大学心脏中心的 P?ster 博士等进

行了一项研究，旨在研究骨矿物质密度与心衰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骨矿物质密度与心衰风

险呈负相关。 

骨矿物质密度减少与心衰风险增加，两者之间存在的关联可能的机制包括：1.这两种疾病具有共同

的危险因素，如雌激素缺乏、甲状旁腺素（PTH）相对过多、钙摄入不足、吸烟、酗酒、高盐饮

食、大量饮用咖啡、维生素 D 摄入不足和光照减少等。2.冠状动脉疾病导致了这两种疾病的发生；

3.具有共同的病理生理学过程。 

综合上述，骨矿物质密度与心衰风险可能存在相关性，我们可通过研究骨质松松与心力衰竭共同的

危险因素及病生机制，来更好地理解心衰的病理生理机制，以期早期发现心力衰竭高危患者并实施

预防措施。来自杜克大学和退伍军人医疗中心的 Drs Kenneth W Lyles 和 Cathleen S Colon-Emeri

c 考虑将间接测量骨密度（已经进行骨质疏松的筛查）所获取的一些相关指标作为未来心力衰竭风

险的有效标志物。他们还推测旨在提高骨密度的治疗方案是否能同时降低心衰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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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09 

社区老年人骨质疏松症相关因素和健康干预 

 
罗琳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204 

 

目的  通过对骨质疏松症的病情发展特点分析其相关因素，探讨对其进行实施健康干预的效果 

方法  查阅近五年有关骨质疏松症患者健康教育的相关文献资料，从相关因素和相应的健康对策两

方面对文献资料进行归纳总结。 

结果  培养良好健康观念和生活方式，加强运动和合理营养是防治骨质疏松症的有效方式。 

结论  在社区实施骨质疏松症的健康教育干预，提高社区居民对骨质疏松症的认识能力，积极培养

良好生活方式，对稳定病情、预防和延缓病程发生发展以及提高生活质量有重要的意义。  

 
 
OR-010 

“粉丝管理中心”在社区慢病管理中的作用 

 
朱平 

海曙区白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15012 

 

当前，基层医疗机构重点承担了辖区居民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社区慢性病管理又是社区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海曙区自 2011 年试点家庭医生制服务模式，白云中心作为第一

批试点单位，推出了具有中心特色的“粉丝式”家庭医生制服务模式。几年来通过“粉丝”模式做好辖

区内慢性病患者的随访管理工作。中心在开展慢性病管理工作中改变了原先单一传统的质控模式，

通过调整组织管理；更新质控方法；改变绩效分配方案等方法推进辖区慢性病管理工作的开展。 

 
 
OR-011 

医护联手模式对全科门诊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的研究 

 
史波英 

浙江省舟山市新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医疗部 316021 

 

目的  了解医护联手模式对全科门诊糖尿病患者管理的效果。 

方法  选取舟山市新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门诊管理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60 例，从 2013 年 10 月

份开始全科门诊实施医护联手模式管理，至 2015 年 9 月结束，在医护联手模式实施前后分别监测

糖尿病患者空腹血糖(FPG)、餐后 2 小时血糖(2hPBG)、糖化血红蛋白(HbA1c)，调查患者糖尿病

基本知识、饮食行为习惯、遵医行为。 

结果  全科门诊实施医护联手模式管理后糖尿病患者的空腹血糖、餐后 2 小时、糖化血红蛋白水平

明显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糖尿病知识掌握、饮食行为习惯、遵医行为明显改

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全科门诊实施医护联手模式管理糖尿病患者，可以更有效的控制患者的空腹血糖、餐后 2 小

时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改善患者自我效能，从而延缓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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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2 

基于临床路径理论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 

基层管理路径的初步设计与试点研究 

 
万荣荣 1 于凯 1 王爽 1 张陆 2 赫曙光 2 赵心 1 肖焕 1 林雪 2 刘雪君 1 于晓松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全科医学科     2.沈阳市和平区长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目的  依据临床路径制定与实施的指导思想，探索有效的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therosclero

tic cardiovasculardisease，ASCVD）基层管理路径。旨在加强基层 ASCVD 主要危险因素的筛查

和治疗，规范基层家庭医生团队 ASCVD 主要危险因素控制的临床诊疗与管理行为，降低 ASCVD

临床事件的首次发生和再发。 

方法  采用文献研究和专题小组讨论法，从慢病共病（multiple chronic conditions or multimorbidit

y）临床预防的视角设计以人为中心的 ASCVD 基层管理路径。进而，采用自身对照临床试验的方

法，比较干预前后的效果。本文的研究对象来源于沈阳市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团队签约、

符合纳入标准的 60 ～ 80 岁具有 2 种及以上 ASCVD 主要危险因素（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或

糖尿病前期、肥胖、吸烟）并存患者为研究对象。干预措施包括：①按照《改进版卡尔加里－剑桥

临床接诊指南》实施以人为中心的临床诊疗，充分考虑患者的意愿、背景和循证证据，明确不同患

者的需要诊疗与管理的主要临床问题。②根据“慢性病管理模型”，强化医患互动的有效性，建立并

发展和谐的医患关系。③为患者自我管理提供技术支持。通过个体和群体的健康咨询，包括医学营

养治疗、ASCVD 主要危险因素诊疗与管理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学习。④为家庭医生团队提供技术支

持，通过临床带教和案例讨论的方式，培训 ASCVD 临床诊疗与管理相关指南以及基层管理路径实

施的内容和流程。主要评价指标包括：①临床指标：血压、血脂、血糖、糖化血红蛋白（HbA1c）

等。②患者主动度。③生活质量。 

结果  （1）基线调查中，患者主动度水平总分及其各个维度与生活质量均呈正相关。（2）干预 6

个月后，总体及不同维度的患者主动度水平均较干预前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

中，主动度第 4 水平，即压力下患者仍能坚持健康生活方式的比例升高明显，由干预前的 16.8%上

升到 43.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患者生活质量总分、心理健康、生理功能、

活力、精神健康、生理职能均高于干预前水平，干预前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4）

患者舒张压水平较干预前有所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实施以人为中心的基层管理路径，加强了医患互动的有效性，改善了患者主动度水平、生活

质量和临床结果，为规范家庭医生团队基本诊疗服务与管理行为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OR-013 

区域协同双向转诊模式初探---以甲状腺结节诊疗为例 

 
陆媛  

同济大学附属杨浦医院 200090 

 

目的  探索基于甲状腺结节单病种管理的双向转诊模式初探。 

方法 对国内双向转诊运行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以甲状腺结节为切入点，通过区中心医院和

四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区域协同合作模式，探讨双向转诊的管理策略和运行路径。 

结果  通过域协调发展模式可改善社区甲状腺结节疾病的双向转诊问题，有利于医疗资源优化。 

结论  区域协同发展模式可作为解决常见病单病种双向转诊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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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4 

通过管理团队促进慢性病管理 

 
马力 姜悦 李娜 王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是造成居民疾病负担的主要疾病，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还带来不堪重 

负的社会和经济负担。国家卫计委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现有慢性病患者已经超过 2.6 亿，慢性病导

致的疾病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近 70%，慢性病造成的死亡占所有人口死亡的 85%左右。 

慢性病一般在年轻时就受到多种危险因素影响，经长期积累才能充分流行，因此有很多预防机会。

慢性病一旦发病，通常需要长期而系统的治疗，需要多学科共同参与的综合性管理。而当今卫生体

系以医院为中心，围绕医院和专家建立，过分重视专业人员和疾病治疗，健康教育效果不理想，慢

性病综合管理效率低，不同学科间缺乏交流与合作。只有积极调动多方力量的积极参与，充分发挥

团队的作用，才能积极应对慢性病井喷的局势，减少慢性病负担。为此，我们依托三级综合性医院

全科医学科，和周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积极组建慢性病管理专家团队，积极探索控制慢性病的团队

式管理模式，汇报如下。 

一、慢性病管理专家团队组成及职责 

1. 一级管理团队 

一级管理团队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社区药师和护士组成，是签约团队的责任医生，负责

初诊患者、病情稳定和治疗方案确定的患者、有高度患病风险患者的诊治，提供医疗服务范围包

括：患者的初步评估、用药、监测；慢性病阶段的诊疗、患者管理和随访；患者教育和家庭照顾；

健康教育和生活指导；建立健康档案和专病档案；实施双向转诊等。 

2. 二级管理团队 

二级管理团队由综合医院全科医学科全科医生/护士、临床药师组成，还包括心理师、康复师、营

养师等，负责社区慢性病患者、双向转诊患者，提供医疗服务范围包括：三级管理团队的协调、培

训和管理；双向转诊的实施、协调和管理；社区慢性病管理指导和管理效果监测、反馈；组织社区

全科医生慢性病管理培训；协助进行社区健康教育。临床药师负责慢性病用药指导、安全用药科普

宣传，提供用药咨询。心理师、康复师、营养师负责相关患者监测和指导。 

3. 三级管理团队 

三级管理团队由综合医院专科医生组成，成员包括心血管内科、内分泌科、神经内科、呼吸科等相

关专科，负责疑难复杂和急危重症患者，提供医疗服务范围包括：参与社区慢性病患者个体化、规

范化治疗方案的制定；为社区制定慢病管理规范；社区出诊提供业务指导；实施双向转诊；提供业

务培训，接受人员进修。 

二、慢性病管理专家团队工作模式和考核指标 

1. 工作模式： 

1）专家团队社区出诊：每周一个半天，以复杂疾病会诊和业务指导为主的示范性、教学性出诊为

主。 

2）实施双向转诊：专家团队出诊过程中如有需到上级医院检查的患者直接预约检查日期，患者按

照日期来综合医院检查，结果待下次团队出诊时解决，或是在综合医院就诊解决后下转回社区。如

患者需住院治疗则在社区直接开立上级医院住院证，按照绿色通道尽快安排。患者出院后直接在社

区专家团队门诊就诊或在团队中的社区全科医生处就诊。 

3）患者健康教育：依托社区现有健康教育大课堂，开展患者健康教育、疾病筛查、安全用药教

育、康复指导等。 

4）社区培训及业务指导：定期开展团队内学习培训活动，对专科医生开展全科理念和全科工作能

力的培训，使之能够适应社区工作的特点，对社区全科医生开展专科知识和临床诊疗能力的培训，

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5）慢性病管理效果监管：对签约慢性病患者定期进行管理效果监管，并将监管结果进行即时反馈

和调整。 

6）共同开展科研项目：围绕慢性病的预防、健康评估、疾病筛查、长程管理等角度，开展慢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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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息化建设相关的科研项目。 

2. 考核指标： 

1）管理指标：专家团队签约率、居民 2 周内患病首选社区的比例、双向转诊合理程度、转诊流程

影响因素及调整、综合医院慢性病下转患者占综合医院慢性病患者比例。 

2）疾病相关指标：四大慢性病管理的治疗率、控制率、事件发生率 

3）疾病管理指标：管理率、规范管理率、管理人数 

三、专家团队管理模式 

1. 技术层面负责人由综合医院专科医生担任，负责保证团队诊疗的规范性和慢性病管理质量。 

2. 内部管理层面负责人由综合医院全科医生担任，负责保证团队内部协调。 

3. 运行层面负责人由社区全科医生担任，负责慢性病管理和双向转诊的具体实施。 

4. 专家团队在综合医院医务处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领导下展开工作，共同进行团队的组建、管

理和统筹。 

慢性病管理团队的组建覆盖慢性病管理从预防、治疗、康复的各个环节，构建无缝化的慢性病全程

管理，是慢性病管理过程中的积极探索。 

 
 
OR-015 

群组管理模式对社区高血压肾脏早期损害患者的自我效能影响 

 
周晨 1 王敬丽 1 张德应 1 高俊岭 2 傅华 2 

1.上海市宝山区大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目的   评价群组管理模式对高血压肾脏早期损害患者的自我效能的效果。 

方法  采用平行对照试验设计。基线调查完成后，将 120 例高血压肾脏早期损害患者，随机分为干

预组（60 例）和对照组（60 例）。干预组的研究对象部以小组的形式进行群组管理；对照组先按

照常规的分组管理模式进行管理，第 7 个月开始群组管理。两组患者均在集中强化干预实施后 3、

6、9、12 个月完成自我效能评估。 

结果  两组干预前、干预后 3 个月、6 个月、9 个月、12 个月时自我效能的重复测量方差结果显

示，两组患者自我效能总分、症状管理自我效能、疾病共性管理自我效能维度得分时间效应与组别

因素的交互效应仍然显著（P＜0.01 或 P＜0.001）。对照组也采取群组管理模式后 9 个月、12 个

月自我效能总分及两个维度得分较前均显著提高（P＜0.001），但两组患比较不再具有统计学意

义。 

结论  群组管理模式可提高社区高血压肾脏早期损害患者的疾病管理的自我效能。 

 
 
OR-016 

天津市糖尿病综合管理医疗协作体工作经验分享 

 
李晶 

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 300070 

 

为配合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推动分级诊疗工作，由天津市卫生计生委基层卫生社区处牵

头，联合天津市人社局、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天津市城区十六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国药控

股天津有限公司、天津怡生家和健康顾问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9 月成立天津市糖尿病综合管理医

疗协作体。协作体的成立旨在为基层医疗机构与三级医院间搭建沟通、学习、服务平台，通过四方

的联合推动糖尿病患者的综合管理，逐步探索出一套技术适宜、可行性强、成效显著、符合天津市

基层医疗机构工作现状的糖尿病综合管理模式。 

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作为全国最大的糖尿病诊疗中心，是一家以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为诊疗特色

的三级甲等专科医院，在项目推动的过程中主要的职责是对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培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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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指导工作，同时也作为基层医疗机构疑难病例的转诊医院，如果患者病情稳定可以由三级医院

转入基层医疗机构随访、用药。国药控股天津有限公司作为医药领域的央企，主要的社会责任在于

保障基层医疗机构糖尿病药品的供应，同时对于基层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当中一些年老、体弱、行

动不便的试点进行药品配送到家的服务。天津市怡生家和健康顾问有限公司主要的职责是要在糖尿

病综合管理中引入健康管理的方法，更好的在糖尿病综合管理中发挥作用。对于十六家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主要的工作任务是作为糖尿病患者综合管理的第一线机构，主要负责糖尿病患者的筛查、首

诊，以及稳定糖尿病患者的日常管理等内容，对于危重患者和病情复杂的患者还需要转诊的上级医

疗机构，同时要承接上级医疗机构下转的糖尿病患者。 

为推动综合管理医疗协作体工作的开展，由天津市卫生计生委基层卫生社区处牵头制定了，《基层

医疗机构糖尿病综合管理方案（试行）》，方案的具体要求包括：1.初诊的糖尿病患者由十六家试

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工作，推动糖尿病患者自愿签约入组。入组后签订服务协议，建立项目管

理档案（项目管理人群底册、体检表、随访表、项目管理病人病历手册等）。2.由签约的主诊医生

固定签约患者进行诊疗服务，并做好基线数据的收集工作，包括：病史采集、家族史、既往史、不

健康生活方式、不良心理状态回顾、近 1 年重大或住院疾病、女性有无妊娠糖尿病史等情况；而且

详细记录体格检查和生化指标结果，包括：血压、身高、体重（BMI）、腰围、胫前色素沉着及足

背动脉搏动 B.完善糖尿病及相关并发症的检查，肝肾功能、尿酸、 血脂、 血流变、 血常规、空腹

血糖、餐后血糖 和 HbA1c，尿常规、24 小时尿微量白蛋白和总蛋白定量检查或微量白蛋白/尿肌酐

比值，眼底镜照相检查、心电图、双下肢血管彩超及踝肱比值（ABI）。同时要做好糖尿病患者基

本知识评估。 

还要做好综合管理人群信息登记，包括：（1）更新健康档案。（2）建立签约管理人群病历记录手

册，做好随访复诊：（预约患者到门诊就诊、电话追踪、家庭访视）复诊根据患者病情而定，面对

面随访应每季度不少于一次，及时分析化验结果，询问药物的使用剂量、方法及副作用及有无低血

糖的症状，讨论饮食及运动方案的实施情况及治疗不达标的原因，确定下一步要达到的目标和下一

步的治疗方案及检查指标，及时更新健康档案，做好病历记录。 

在医疗协作体成立以来，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承担了协作体医务人员多个批次的培训带教工

作，来自社区的医务人员在糖尿病管理方面的专业技术水平得到了很好的提高，很多人已经成为了

所在医疗机构的骨干，而且与院内的专家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对于一些糖尿病患者已经进行了

上下级的转诊，让很多糖尿病患者避免了在大医院排长队的情况，也改善了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

理，通过糖尿病综合管理医疗协作体的建立，为医改及分级诊疗工作做了良好的探索。当然，医疗

改革和分级诊疗工作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作，还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以及人员的培养工作，才能

推动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OR-017 

社区健康干预对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周丽平 许丽霞 

杭州市江干区凯旋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10020 

 

目的  提高社区老年慢性支气炎患者的生活质量。 

方法 将 60 例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干预组各 30 例，干预组采取社区健康干

预，如疾病知识讲解、对患者的心理护理、呼吸训练、排痰训练、长期家庭氧疗等；对照组未采取

社区健康干预，于 6 个月后采用生活质量（QOL）测评表进行评估。 

结果  干预组<8 分者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通过充分利用社区卫生资源为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患者进行疾病防治多种手段的健康干预，可

提高其生活质量，减轻患者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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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18 

社区主观认知下降筛查工具应用现状 

 
郝立晓 1 贾建国 2 

1.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2.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作为一种慢性神经退行性疾病，无有效治愈手段，实现 

“三早”尤为重要。主观认知下降（Subjective Cognitive Decline, SCD）作为 AD 最早期阶段引起关

注，但目前国际上对于该阶段筛查工具的选择意见不一。本文拟就其社区筛查工具的应用情况进行

总结归纳，利于一个广泛有效的筛查工具的建立。 

 
 
OR-019 

不同性别中国人群血清铁蛋白水平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关系 

 
杨艳 顾杰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评价中国人群血清铁蛋白水平与心血管疾病风险间的关系。 

方法  使用 2009 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数据，通过 Framingham 危险评分估算 10 年心血管疾病

风险，以 Logistic 回归分析不同性别中血清铁蛋白水平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相关性。 

结果  6551 名研究对象中男性 3035 人（46.3%），平均年龄 49.3±13.8 岁，女性 3516 人（53.

7%），平均年龄 49.2±13.7 岁。血清铁蛋白四分位数间距 36.71-138.75ng/ml，中位数 75.08ng/m

l。以 Framingham 危险评分估算的 10 年心血管疾病风险低、中、高危组分别占 79.5%、15.7%、

4.8%。男性血清铁蛋白中位数（121.61 VS 46.14, P<0.001）及 Framingham 危险评分（8.6±6.0 

VS 7.3±1.6, P<0.001）均较女性高。男性 10 年心血管疾病风险中危组（30.6% VS 2.8%）和高危

组（9.8%VS 0.5%）所占比例均高于女性（P<0.001）。女性 10 年心血管疾病风险≥10%的风险随

血清铁蛋白水平分组的升高而升高（趋势分析 p<0.001），而男性无此相关性。 

结论  中国女性血清铁蛋白水平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呈正相关。 

 
 
OR-020 

帕金森病患者血浆同型半胱氨酸水平与骨质疏松发生的关系 

 
杨文平 占伊扬 丁海霞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探讨帕金森病患者的血浆同型半胱氨酸水平与骨质疏松发生的关系. 

方法  选取我院 2013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帕金森病门诊和老年神经内科门诊的帕金森病患者 56

例作为观察组（PD 组），入选患者均符合英国脑库帕金森病诊断标准，排除家族性帕金森病及其

他继发性帕金森病，同时排除其他药物导致骨质疏松的可能。其中服用左旋多巴制剂的 42 例，未

服左旋多巴制剂的 14 例。选择同期来我院体检的健康人 66 例为对照组，两组人员性别，年龄等一

般资料均具有可比性（P＞0.05）。 

采用双能 X 线骨密度检测仪（DEXA），分别对两组人员进行骨密度检测，计算得出 BMD 和 T

值，依据世界卫生组织关于骨质疏松的诊断标准，将骨密度结果分为三类，正常：T≥-1，骨量减

少：-1＞T＞-2.5，骨质疏松：T≤-2.5；同时，观察对象清晨空腹采取静脉血，采用酶循环法检测血

浆同型半胱氨酸(Hcy)的水平。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分析。比较两组间骨质疏松

的发生率，及两组间 Hcy 水平的差异。同时分析 PD 组内服用左旋多巴患者在骨质疏松发生率和 H

cy 水平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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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PD 组骨质疏松的发生率为 35.71%，对照组骨质疏松的发生率为 17.71% ，两组比较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 ) ；PD 组内服用左旋多巴患者在骨质疏松发生率为 38.79%，未服用左旋

多巴的患者骨质疏松的发生率为 27.8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 Hcy 水平比较，PD 组的 Hcy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服用和不服用左旋多巴的患者，Hcy 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PD 组内比较，服用左旋多

巴的患者 Hcy 水平与未服用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PD 组内，发生骨质疏松的帕金森患者

的 Hcy 的水平明显高于未发生骨质疏松的帕金森患者，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帕金森病患者中，血浆高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可能是导致患者发生骨质疏松的原因之一。 

 
 
OR-021 

老年人代谢综合征与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相关性分析 

 
张宁 1 汤亚雨 1 贾坚 2 丁海霞 1 占伊扬 1 

1.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科    2.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全科医学科 

 

目的  探讨代谢综合征（MS）与轻度认知功能障碍(MCI)的相关性。     

方法  2015 年 11 月～2015 年 12 月来自南京仙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老年患者代谢综合征 106 例，

对照组 201 例。记录入选对象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身高、体重及血压，记录既往冠心病、脑

卒中、糖尿病、高血压病、高脂血症等病史，吸烟、饮酒等个人史，完成血脂、空腹血糖等实验室

检查，应用简易精神状态检查表(MMSE)、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营养风险筛查（MNA-SF）、

Morse 跌倒评分表、焦虑抑郁评估表等，比较两组间血压、血糖、血脂、体重指数等指标，并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1)MS 组认知功能障碍发生率(49.5％)高于对照组(44.6％)；(2)MS 组的 MMSE 总分测验评分

（总分 24.8±4.6)低于对照组(总分 26.5±3.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DL 及 MNA-SF 评

分差异无有统计学意义(P>0.05)；MS 组焦虑抑郁表评分（焦虑表评分 6.11±1.6，抑郁表评分 6.03

±1.7）均高于对照组（焦虑表评分 4.78±2.7，抑郁表评分 4.92±2.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05）；(3)代谢综合征是 MCI 的独立危险因素(OR =1.918，P=0.008)。 

结论  代谢综合征是 MCI 的独立危险因素，代谢综合征患者更易出现焦虑、抑郁情绪。 

 
 
OR-022 

国内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管理现状 

 
高文娟 1 吴浩 2 

1.首都医科大学全科与继续教育学院 

2.首都医科大学全科与继续教育学院，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目的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不仅发病率和死亡率高，还有负担重、年轻化、疾病谱超前等特点。我国

分级诊疗不断推进，尤其是在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方面。阐述国内外慢病管理现状，为我国更好

推行分级诊疗提供参考。 

方法  本文通过检索数据库相关文献，总结和分析国内外慢病管理模式和现状。 

结果  从以病人为中心、系统化管理、团队化服务、信息化平台方面阐述国外慢病管理，从以家庭

医生为纽带、以重点疾病为突破口、加强区域间互利合作、加强政策支持和保障方面阐述国内管

理。 

结论  目前国外慢病管理体系已经非常完善，我国分级诊疗不断推进，但仍有全科医生数量不足和

能力不强、医疗设备落后、医保杠杆调节不到位、双向转诊不完善、信息缺乏共享等问题，故需借

鉴成功经验，突出慢病管理，实现医改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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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3 

社区慢性病管理模式探讨 

 
张倩 

北京医院 100730 

 

近年来，我国慢性病死亡占总死亡的比例呈现持续上升趋势，由 1991 年的 73.8%上升到 2006 年

的 82%。同时，慢性病正在向年轻劳动力人口转移。因此，探索合理高效的慢病管理模式具有重

要的意义，已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任务。 

我国目前慢性病管理方式医院管理占 19.8%，社区卫生机构管理占 52.4%，自我管理达 2.35%。

在慢性病管理中，目前提倡社区医疗机构指导下的患者自我管理和社区机构管理。社区为慢性病患

者的就诊提供的便捷性和经济性，增强了患者定期就诊和规律服药的意识，而且在合理使用医疗资

源、减少医疗成本等方面都有着广阔的前景。利用社区健康服务巾心的管理，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医

患关系，增加患者自我管理的责任感，丰富了慢性病人群的医疗知识，另外，社区和医院的双向转

诊让患者能够更加及时的得到有效治疗和控制，可整体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且有研究显示，以高

血压为例，实行社区慢性病管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通过一些具体的慢病管理办法，保障老年高

血压患者在日常饮食、行为方式、健身运动以及心理健康等多个方面均得到明显的促进，使得患者

的高血压病情得到显著的改善，观察组比对照组在收缩压、舒张压、尿微量白蛋白、空腹血糖、低

密度脂蛋白等方面均要明显优于对照组。值得关注的是，给予患者适当的心理护理措施，对于缓解

患者的紧张情绪，提升患者在治疗过程当中的依从性有重要作用。 

以人群为基础，重视疾病发生发展的全过程（高危的管理，患病后的临床诊治、保健康复，并发症

的预防与治疗等）的慢性病管理已成为一种综合的社区干预模式。 

目前，我国对于社区慢性病患者的干预模式通常有综合干预、家庭干预、自我管理模式。就北京局

部地区抽样调查显示，这三者虽有一定成效，但都存在不足。各种新的管理模式也在探索中。1 项

针对高血压患者的横断面调查表明，80％的患者愿意参加群组管理活动。群组管理可以弥补以上干

预模式的不足。群组管理强调以患者为中心．注重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患者与患者之间相互沟通

与交流．是一种值得采用并进一步发展的慢性病管理模式。 

此外，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信息化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医疗也不例

外。目前已有部分地区试点“云医院”， 它在线上是一个虚拟的网络医院，线下是一家混合所有制医

院，通过线上线下的互动，就诊患者能够很便捷的实现门诊、住院、检查、体检的预约，更能实现

定制的健康服务管理和咨询。患者可以直接通过视频或电话进行看病，或者去社区向“云医院”进行

咨询，医生根据对患者的诊疗情况开出对应患者病情的电子处方单，患者收到处方单以后，可以在

网上直接购买，让附近的医院配送或者自己凭借自己的身份证到定点医院购买药品，足不出户就能

看病。这对目前医疗模式是个强有力的挑战。 

除此以外，近年来，社会上也纷纷出现了对慢病管理新模式的各种尝试及探讨，如厦门市的“三师

共管”服务模式、“快乐生活俱乐部”慢病管理项目等，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同时，国外的慢病管理

发展较早，且他们在此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之处，如加拿大政府拟创建的公

共卫生与初级卫生保健融合的临床公共卫生学科，以及目前已建立的动态医疗教育管理中心(centre

 for ambulatorycare education，CACE)，都不失为好的方向，值得我们借鉴。 

总之，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速，社区慢病管理问题将逐渐凸显，需要全社会动员起来，做好准

备，积极探讨慢病管理模式，为我国的社区慢病管理提出更好的运行方式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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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4 

成都地区社区老年人心血管危险因素的变化趋势分析 

 
王宾友 1 陈祥吉 1 黄晓波 2 杨雷 1 刘雅 1 

1.成都市第二人民老年病科    2.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心内科 

 

目的  分析成都地区老年人群 2008 年与 2013 年 5 年间心血管危险因素的变化趋势。 

方法 利用 2008 年与 2013 年成都地区慢性病防治项目的现况调查资料，分析年龄≥60 岁人群的数

据，比较 5 年间肥胖、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水平及患病率变化。 

结果 与 5 年前相比，无论男性、女性还是总体人群，腰围、收缩压、总胆固醇、HDL-C 及 LDL-C

平均水平有升高(P＜0.05)。与 5 年前相比，无论男性、女性还是总体人群，腹型肥胖、高血压和

高胆固醇血症的患病率有明显的升高，而糖尿病前期的患病率有下降（P＜0.05）。女性及总体人

群的高 LDL-C 血症的患病率升高（P＜0.05）。两次调查均显示，成都地区老年人群的高血压知晓

率、治疗率及控制率比较低。与 5 年前比较，高血压知晓率与治疗率无明显变化（P＞0.05），但

高血压控制率有下降趋势（P＜0.05）。 

结论 成都地区老年人群中，肥胖、高血压、糖尿病及脂代谢异常等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患病率

高。随着时间的推移，多项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平均水平及患病率呈上升趋势。探讨心血管危险

因素变化趋势，对降低心血管疾病事件的发生和疾病负担具有重要意义。 

 
 
OR-025 

药师参与老年人合理用药的实践及体会 

 
孙雪林 张亚同 纪立伟 胡欣 

北京医院药学部 100730 

 

目的  随着我国老年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老年慢性病病导致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增加。老年慢病

管理是由医生、药师以及护士共同参加的疾病管理模式，药师参与提供全程药学服务，可有效改善

老年慢病的治疗效果和预后。本文探讨药师在老年人慢病用药的指导作用，关注老年人群用药特殊

性，促进老年人合理用药。 

方法 分析讨论 1 例老年患者不合理用药的病例，患者女性，72 岁，诊断高血压病 2 级、级高危

组，心脏扩大，阵发性房颤，心功能 I 级。根据房颤患者血栓危险因素评分(CHA2DS2-VASc)系统

和房颤出血评分(HAS-BLED)系统评估后，给予华法林(2mg/次)抗凝治疗，同时检查国际标准化比

值(internationalnormalized ratio, INR)为 2.3，在华法林最佳的抗凝强度范围(INR2-3) 内。入院后

第 2 日，患者检查结果提示甘油三酯升高，加用瑞舒伐他汀片(40 mg /次，每晚服用)调脂治疗。入

院 7 天后，INR 结果回报 5.8，药师建议瑞舒伐他汀和华法林存在药物相互作用，二者合用可引起

凝血因子Ⅱ时间延长或出血。考虑瑞舒伐伐他汀会增加华法林抗凝强度，导致短期内 INR 出现波动

变化，立即停用瑞舒伐伐他汀和华法林，给予 5mg 维生素 K1 肌内注射拮抗华法林。入院第 9 及第

11 日测 INR 值分别为 2.4 和 2.1，恢复给予口服华法林 2mg，INR 值稳定在 2.0～3.0。 

结果  在药师对于药物治疗的建议下，发现药物合用存在的药品不良反应，调整患者用药方案，预

防了使用华法林导致的出血，保障了老年患者的用药安全。 

结论  老年人由于特殊的生理状态、疾病进展的不同时期，影响药物药动学特点与药效学变化，因

此药师需要密切关注老年人群特点，加强患者用药教育，为老年人群的合理用药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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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26 

社区高血压病综合干预效果研究分析 

 
曹永 

天津市河北区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 300150 

 

目的    探讨对社区高血压病综合干预的效果分析。 

方法   通过阅读文献，结合我国实际阐述高血压病流行现状及社区干预（包括健康教育、建立个人

健康档案、病人随访管理及合理饮食、适当运动及控制吸烟等的生活方式干预及心理指导）等方法

的效果分析。 

结果   高血压病是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严重危害人类的生命和健康,是我国引发心脑血管疾病死亡

率第一位的疾病。社区高血压综合干预可以有效降低高血压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及病死

率，减少并发症发生，有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利用社区对居民实施社区干预是高血压病管理的

有效途径。 

 
 
OR-027 

北京地区老年人群颈动脉硬化危险因素分析 

 
杨书文 张晏 付静 

北京医院 100730 

 

目的   利用彩色多普勒诊断颈动脉斑块，分析影响颈动脉斑块形成的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我院体检中心接受多普勒检查的老年检查者 1459 名为研

究对象，根据受检者颈动脉有无斑块分为正常组和斑块组。通过问卷调查受检者年龄、性别、饮酒

史、吸烟史、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并检测受检者空腹血糖、血总胆固醇（TC）、甘油三

脂（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血同型半胱氨酸

（Hcy）、血尿酸。分析其与颈动脉斑块形成相关性。 

结果  年龄、吸烟、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高同型半胱氨酸是影响颈动脉斑块形成的

危险因素。 

结论  早期预防这些危险因素做出有效干预，可降低心脑血管事件风险。 

 
 
OR-028 

出院计划在老年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韩珮莹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210000 

 

目的  分析出院计划模式在老年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及价值。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至 12 月在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老年科入住治疗的 120 例老年类风

湿性关节炎患者为研究对象，应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60 例。对照组患者

给予常规护理干预和健康宣教，观察组患者采用出院计划模式进行干预，服务内容涵盖入院-出院

前准备-出院后延续护理等方面。比较 2 组患者遵医行为、生活质量及 RA 慢性期急性发作发生率

的差异。 

结果  出院后 1 周、1 月和 6 月，观察组 AIM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3.5

6,13,64 和 20.08,P＜0.05）。两组患者 AIMS 总分随时间变化趋势不同（F 时间=156.71，P＜0.0

5）； 在出院后 1 周、1 月和 6 月，观察组遵医行为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遵医行为评分随时间变化趋势不同（F 时间=141.01，P＜0.05）； 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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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患者慢性期急性发作发生率及再次住院率明显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

5）。 

讨论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在我国常见的 RA 中,不仅从青壮年时期发病的 RA 延续到老年的数字庞

大,而且每年新增加的老年 RA 例数也是十万数计的。目前在国内，出院计划并未纳入医疗、护理常

规，与出院计划相似的内容是出院指导及临床随访，两者存在本质的区别，出院指导仅限于一定的

健康教育指导，无法涵盖病人及家属出院后将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主要依赖于病人的主动性，其随

意性强而持续性差。出院计划是医疗团队人员，从患者入院时就有计划地向患者提供适当的健康照

顾，并整合其所需的健康资源，使患者能安心出院，家属可以放心让患者出院，让患者得到完整且

持续性的照顾。应用出院计划这种护理模式，不仅是为病人提供信息，掌握自我管理技能和促进其

行为的改变，减少可能导致病情恶化的危险因素，更重要的是促使病人变被动治疗为主动合作，形

成参与配合的新型护患关系，给病人提供各种学习知识机会，使病人有效应对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

困难，克服负性心理，帮助病人改善生活方式，建立良好的行为习惯，坚持长期规范的治疗护理，

从而减少并发症，提高其生活质量。出院计划应用于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能够有助于改善患者的遵

医行为，降低急性发作发生率，有效地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OR-029 

多元化健康教育课程对认知功能障碍患者干预效果的研究 

 
周 露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210008 

 

目的  分析多元化健康教育课程对认知功能障碍患者干预效果的研究。 

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至 6 月在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老年科入住治疗的 120 例 65 岁以

上老年患者，住院天数大于 30 天，初中及初中以上文化水平，MMSE 评分 10~27 分之间，ADL

评分 20~60 分之间，应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60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

健康教育，观察组患者采用每周两次健康教育课程，连续四周，内容涵盖记忆力、定向力、计算

力、自理能力训练等方面。比较 2 组患者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依从性、住院天数、住院满意度的差

异。 

结果  实施后 1 个月收集有关数据，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处理，对两组定量数据比较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两组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观察组 ADL、MMSE、住院满意度评分明显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讨论  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上重要的社会问题，老年轻度认知功能损

害（MCI),是正常老龄和早期老年痴呆之间的过渡阶段，特指有轻度记忆力损害但其他功能完好。

早期病人可出现在近期记忆、定向力、感知力、语言表达和完成复杂工作能力的减低，中期病人出

现行为和人格的改变，晚期病人大多数功能丧失，生活不能自理，缺乏特异性治疗手段。大量的国

内外研究证实早期的健康教育和认知干预活动可以延缓 MCI 向痴呆发展的进程。目前我们临床上

使用的是传统的一对一填鸭式健康教育模式，形式单一，患者的专注度、配合度、接受度、满意度

均不理想。多元化健康教育课程借鉴于儿童早教形式中采取的小群体教育活动模式，它的核心是教

育方式、对象多元化，有效的提高不同个体的健康知识和能力，同时提高个体参与的积极性，在信

息处理和教育形式的设计、教育环境的创建覆盖多元化因素。多元化健康教育课程内容根据老年人

记忆力减退、反应能力下降，视力、听力衰退等生理特点，采用由少至多、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

形式，重视整体课程的设计安排、创办方法、效果评价，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教育内容更全面系

统化。群体式学习较个人学习具有速度快、趣味性强的优点，课程设置中护士采用多个途径，针对

患者的关节及肌肉功能恢复提供一种安全性较高的训练方式，一步步的引导病人用言语表达，刺激

大脑皮层，并以能力较高的患者为示范中心，激发参与者的积极性，互相学习，互相监督，适时的

感知、智力刺激对脑的结构与功能在生理、生化方面式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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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30 

老年骨质疏松合并高血压患者骨密度及骨代谢标志物的临床研究 

 
陈宇宁 钱珂 丁怡 

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213003 

 

目的  骨质疏松（osteoporosis, OP）和高血压（hypertension, HTN）都是老年人的常见疾病，随

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同时合并两种疾病的人数逐渐增加。OP 合并 HTN 早期无任何临床症状，

易被忽略，而后期又容易发生骨折，因此严重影响患者生存质量。骨代谢是一个由骨形成和骨吸收

构成的动态平衡过程，一旦体内平衡被打破，破骨细胞作用大于成骨细胞作用，骨破坏大于骨形

成，就会导致骨质疏松。骨代谢标志物可以及时反映体内骨转换状态，其灵敏度高、特异性强，因

此在研究骨质疏松发病机制、治疗药物及流行病学方面具有重要临床意义。本文通过检测 OP 合并

HTN 患者各部位骨密度、骨代谢标志物的变化，早期发现体内骨代谢过程的改变，及时进行抗骨

吸收或促进骨合成治疗，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方法  选取我院 2013 年 6 月至 2015 年 10 月间收治的老年患者作为观察对象，参照 2015 年原发

性骨质疏松诊疗指南及 2015 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随机分为骨质疏松组（OP）80 例及骨质疏

松合并高血压组（OP/HTN）80 例。比较两组间骨密度变化及四项骨代谢标志物：骨钙素（O

C）、甲状旁腺素（PTH）、I 型原胶原 N 端前肽（PINP）、β 胶原降解产物（β-CTX）的变化。 

结果  与 OP 组骨密度相比，OP/HTN 组腰椎 L1-L4、髋部 Neck、Torch 的骨密度水平均显著降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与 OP 组相比，OP/HTN 组 PTH、β-CTX 水平均显著升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与 OP 组相比，虽然 OP/HTN 组 OC、PINP 均升高，但 2 组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OP 与 HTN 存在密切相关性。HTN 既可使 OP 患者体内 PTH 分泌增加、使破骨细胞的活性

增强，亦可使体内 PINP、OC 成骨细胞的活性增强，即形成高骨代谢型，但是体内骨吸收与骨形

成偶联失衡，骨吸收明显大于骨形成，从而导致 OP 的进一步加重。因此不论高血压病程的长短，

控制血压均可减缓 OP 患者骨量的丢失。对 OP 合并 HTN 的患者进行骨代谢标志物的测定有利于

OP 的早期诊断、病情监测和药物治疗效果评估。 

 
 
OR-031 

北京市社区居民骨质疏松症健康行为采纳情况及干预研究 

 
于溯 杜雪平 孙艳格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00038 

 

目的  随着经济迅猛发展,人口老龄化愈加严重，骨质疏松严重威胁人们健康，我国成为了不折不扣

的骨质疏松患病大国。本研究旨在了解北京市社区居民骨质疏松健康行为采纳情况现状，并对干预

效果进行评价。  

方法  于 2011 年 6 月，采用目的性抽样方法，在北京市西城区北区（原西城区）、西城区南区

（原宣武区）、东城区、海淀区各选择 1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募集志愿

者的方式征集研究对象，共 1000 人。其中干预组 500 人，对照组 500 人。干预前采取问卷调查的

方法，了解患者骨质疏松健康行为采纳情况；后干预组根据已制定的《北京市城镇居民骨质疏松症

社区规范化管理标准》进行规范化管理 2 年，对照组则进行常规管理。干预前后对两组骨质疏松健

康行为采纳情况进行调查，并评估干预效果。 

结果  58%的居民目前采取了适量运动措施，43.1%的居民补钙及维生素 D，10.9%按医嘱服药。

经过 2 年规范化管理后，干预组自身前后对比,骨质疏松健康行为采纳率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在饮食方面提高幅度最大，为 38.5%；在按医嘱服药方面提高幅度较小，为 17.3%。干预组

健康行为采纳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按医嘱服药方面，干预组高于对照组 1

6.6%；补钙和维生素 D 方面，干预组高于对照组 25.2%；控制饮食方面，干预组高于对照组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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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仅如此，经过 2 年的规范化管理，不良生活方式改善情况乐观，减少咖啡因摄入的居民占

40.8%，增加钙含量高的食品的居民占 67%，40.5%的居民避免影响钙吸收的因素，30.6%居民戒

烟，34.8%居民戒酒，50.4%的居民减少钠摄入，23.1%的居民减少服用导致骨质疏松症的药物，5

3%的居民特意增加钙摄入。 

结论  北京市城镇社区居民对骨质疏松健康行为采纳情况不良，经规范化管理后该情况显著提高，

且不少人在不良生活方式方面明显改进。可见在社区进行骨质疏松症规范化管理切实、有效。 

 
 
OR-032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中西医治疗进展 

 
胡亚芳 

杭州市拱墅区米市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1000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fatty liver disease，NAFLD)已经是西方国家慢性肝病和肝功能

酶学异常最常见的原因，疾病谱包括非酒精性单纯性脂肪肝（nonalcoholic simple fatty liver，NAF

L）、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NASH）及其相关肝硬化和肝细胞癌。我

国的发病率也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但存在地域差异，因样本对象、性别和年龄不同，报道结果差异

较大，目前缺乏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NAFLD 与肥胖和胰岛素抵抗相关,被认为是代谢综合征中

肝脏的表现。目前的治疗主要为减重和锻炼，但许多有前景的药物正在研究中，如血脂调节药、胰

岛素增敏剂、抗氧化药物等。目前西医尚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和药物，而中医药在改善肝功能，缓

解症状等方面，疗效确切，副作用小，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现结合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流行病学、

发病机制等特点，对其中西医治疗和管理进展综述如下。 

 
 
OR-033 

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全科-专科团队协同管理实践体会 

 
赵付英 1 姜岳 1 刘玉江 1 

1.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目的   探讨全科-专科团队协同管理在高尿酸血症和痛风诊疗中的作用。 

方法  通过具体的临床案例，先由全科医生接诊，然后专科医生从专科的角度提出管理的意见，协

同管理，实施高尿酸血症社区管理规范，不断总结经验，提高全科医生对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管理的

临床水平。 

结果  全科-专科团队协同管理可以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和患者满意度。 

结论  全科-专科团队协同管理在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管理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OR-034 

济南市文东社区 65-80 岁老年人使用阿司匹林 

预防心脑血管事件的调查研究 

 
杨敏 刘学梅 尹香翠 王文奇 郭玲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250014 

 

目的   了解济南市文东社区 65-80 岁老年人使用阿司匹林预防心脑血管事件情况。  

方法  选取 2016 年 3 月至 2016 年 7 月在济南文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健康查体的文化东路居委会和

科学院居委会 65-80 岁老年人 402 例，根据既往病史将研究对象分为心脑血管事件一级预防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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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161 例）和二级预防组（ｎ＝241 例），计算各人群中阿司匹林的实际使用率。  

结果  整体人群的阿司匹林使用率为 20.89%。其中，心脑血管事件一级预防人群的阿司匹林使用

率为 9.31%，有心脑血管病史的二级预防人群的阿司匹林使用率为 28.63%。  

结论  阿司匹林在文东社区预防心脑血管事件中整体使用率偏低。 

 
 
OR-035 

社区心血管疾病患者合理用药知识水平和需求状况调查分析 

 
李久胜 武静 

天津市南开区三潭医院 300193 

 

目的  调查分析社区心血管疾病患者合理用药知识水平和需求状况。 

方法 选取 2013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某社区的 213 例心血管疾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对一问

卷形式调查患者合理用药知识水平和需求状况。 

结果  社区心血管疾病患者临床用药为高血压、冠心病以及调节血脂类药物，发生的不良反应共计

80 例（占 37.59%），以双下肢水肿、咳嗽、心律失常、哮喘、肝功能异常、骨骼肌肌力减退的发

生率为主，造成不合理用药的主要原因为缺乏药学健康教育、长期服用药物时间过长、联合用药不

当、盲目随意停药以及频繁更换药物等。 

结论  社区心血管疾病患者存在较多不合理用药现象，应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加以干预，可考

虑成立社区合理用药咨询服务机构，满足患者对医药知识的需求，提高合理用药知识水平。 

 
 
OR-036 

社区高血压患者控制不佳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闫爽 

天津市塘沽区新港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459 

 

目的  探讨社区高血压患者控制不佳的原因并寻找对策 

方法  在社区全科门诊治疗管理的高血压患者中选择血压控制不佳的 10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

照年龄分为中青年组和老年组，并进行调查分析 

结果  血压控制不佳的原因主要与高血压知识缺乏，不良生活方式，经济能力及用药依从性等因素

相关 

结论  在高血压患者治疗中，应重视个体化的综合治疗方案，加强健康教育，倡导健康的生活方

式，强化管理。 

 
 
OR-037 

米氮平联合舒必利治疗慢性精神分裂症的随机对照分析 

 
邵红敏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480 

 

目的  探讨米氮平联合舒必利治疗慢性精神分裂症的路程疗效和安全性，为临床更合理用药提供依

据。 

方法  选择 2009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间我院精神科收治的慢性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为研究对

象，随机将 86 例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3 例，观察组给予米氮平合并舒必利治疗，对照组给

予单用舒必利治疗，治疗时间为 12 周，在治疗前、治疗后 2、4、8、12 周,采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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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PANSS）评价疗效、不良反应症状量表（TESS）评定药物不良反应。  

结果  治疗 12 周，观察组显效率 62.7%，有效率 92.1%；对照组显效率 46.5%，有效率 69.7% ，

两组疗效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  

结论  米氮平联合舒必利治疗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疗效优于单用舒必利治疗者，可明显改善阴性症

状，安全可靠，不良反应少。 

 
 
OR-038 

家长陪同下中小学生个性化健康教育用于减肥的效果观察 

 
王华伟 崔天伟 齐茵林 王军伟 

天台县人民医院 317200 

 

目的   观察家长陪同下个性化健康教育用于中小学生减肥的效果。 

方法  招募肥胖中小学生 191 人，采用家长陪同体格检查、陪同接受健康教育方式，重点检查代谢

综合征相关指标，讲解“学生减肥六要点”，4 个月后回访。 

结果  191 名中小学生中 105 人体重有下降，占 54.97%，女生下降占比 71.43%，住家学生下降占

比 78.10%，初中学生下降占比 80.65%。 

结论  家长陪同、管理下个性化健康教育对中小学生肥胖控制有一定效果。 

 
 
OR-039 

甲状腺功能筛查对妊娠的重要性 

 
张艳 

天津市河北区望海楼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140 

 

甲状腺是人体最重要、最大的内分泌腺体，其分泌的促甲状腺素(TSH)是促进机体生长发育、提供

能量和热量的重要物质。在整个妊娠过程中，母体甲状腺激素的产生、循环、代谢、调节均会随妊

娠的不同时期而发生生理性变化，由于下丘脑一垂体一甲状腺轴系统在妊娠期处于一种特殊的应激

状态，易引起甲状腺功能异常，临床上常见的主要有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甲亢)和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甲减)。当妊娠合并甲亢未得到有效控制时，可导致胎儿发生流产、早产、死胎、先天性发育异

常、低体重儿等；而妊娠合并甲减可导致胎儿脑发育障碍，严重者甚至发生呆小症。因此，妊娠期

甲状腺功能筛查能了解孕妇的甲状腺功能情况，及时发现甲状腺功能异常，采取干预措施，以减少

不良妊娠结局。 

 
 
OR-040 

慢病防控领域循证决策开展的国际经验剖析 

 
石建伟 1,2 于德华 1 陆媛 1 潘莹 1 张含之 1 肖月 2 杨蓓蕾 3 王朝昕 1,2 

1.同济大学附属杨浦医院    2.同济大学医学院    3.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在慢性病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循证慢病防控在英美等国的成功经验，使其成为我国慢病防控方式改

进的重要方向和必然趋势。本研究系统回顾并比较国内外慢病防控领域循证决策的应用和实践状

况。在国外发达国家，慢病循证证据积累不少，目前理论和实证研究正聚焦于循证干预的实践与推

广阶段。而我国慢病防控循证研究尚缺乏系统理论指导，循证干预手段设计、循证实践和推广均处

于落后状态。因此，未来首先需要通过定性和定量的探索性研究，摸清我国各地循证慢病的实践现

况及其影响因素，为进一步促进和深化慢病循证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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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41 

慢病防控领域循证应用现况：美国、澳大利亚、 

中国、巴西的跨国比较研究 

 
王朝昕 1,2 于德华 1 陆媛 1 潘莹 1 张含之 1 肖月 2 杨蓓蕾 3 石建伟 1,2 

1.同济大学附属杨浦医院全科医学系    2.同济大学医学院    3.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揭示美国、澳大利亚、中国和巴西四个国家在慢病防治领域，循证理念或方法的

应用现况及所受到的阻力。 

方法 于各国公共卫生机构开展共计 50 项定性半结构式访谈，内容为循证慢病防治的现况、实践与

推广的阻力因素。 

结果  美国和澳大利亚正致力循证防控干预措施的推广，而中国和巴西处于证据积累阶段。但普遍

地，政府投入不足或资金来源不稳定，缺乏有效的机制是阻碍 EBCDP 实施的主要因素。 

结论  政策因素对各国慢病循证防控的影响存在一定共性，但也因各国政策背景不同存在差异。发

达国家经验可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循证慢病防治提供一定借鉴。 

 
 
OR-042 

老年男性骨密度与血清脂联素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王文怡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讨老年男性骨密度(BMD)与血清脂联素（Adiponectin，APN）水平的关系。 

方法  240 例老年男性，平均年龄 85.39±5.17 岁，采用双能 X 线测定三组受检者正位腰椎的骨密

度，根据骨密度 T 值分为三组：骨密度正常组，骨量减少组，骨质疏松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E

LISA）双抗体夹心法检测各组血清 APN 水平，同时测定各组骨转换指标。 

结果  1.三组间比较，骨量减少组血清 APN 低于骨量正常组，骨质疏松组血清 APN 显著低于骨量

减少组，骨质疏松组血清 APN 显著低于骨量正常组。2. 血清 APN 水平与骨密度 T 值呈显著正相

关（r=0.475，p＜0.01）。3. 以骨密度 T 值为应变量，其他变量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

析，血清 APN、总 25-羟维生素 D、CTX、骨钙素进入回归方程。 

结论  血清 APN 对老年男性骨质疏松的发病可能发挥着重要作用。 

 
 
OR-043 

25 例重症哮喘诊治临床分析 

 
杨振伟 1 姚鉴 1 

1.缙云县人民医院    2.缙云县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重症哮喘综合治疗中呼吸机支持治疗的价值。 

方法  根据《支气管哮喘诊断》[1]标准筛选 25 例重症哮喘患者、胸部 X 线片排除伴发气胸、胸廓

畸形等。分别检测不同类别的患者中的血常规、血气分析、胸片。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综合治疗。 

结果  25 例患者中 7 例经药物治疗后好转，其余 18 例均需不同程度的呼吸机支持治疗，1 呼吸循

环衰竭死亡。 

结论  重症哮喘危重患者，经综合药物治疗无效,应尽早予以行呼吸机辅助通气，可提高重症哮喘呼

衰抢救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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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44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糖尿病患者疾病认知与自我管理分析 

 
郑森爽 王媛 

天津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300221 

 

目的  探索糖尿病患者对糖尿病认知水平与自我管理行为、自我健康认知间的关系，为糖尿病健康

管理工作的改善提供依据。 

方法 采取随机抽样方法，选取天津市 16 个区县内研究对象 1310 例，调查其糖尿病知识水平；自

我管理行为：健康饮食、体育锻炼、遵医嘱服药、自我血糖监测频率；自我健康认知：自我健康评

分、主观满意度、症状评分。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变量间关系。 

结果  本研究共 1038 名糖尿病患者纳入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糖尿病认知与健康饮食（β

=0.079，P=0.011）、自我血糖监测频率（β=0.098，P=0.002）间存在正向关系。在自我健康认

知中，1）健康饮食与自我健康评分（β=0.065，P=0.038）、满意度评分（β=0.187，P=0.000）

存在正向关系，而健康饮食与症状评分存在负向关系（β=-0.099，P=0.001）；2）自我血糖检测

频率与自我健康评分（β=-0.067，P=0.032）、满意度评分(β=-0.144，P=0.000)存在负向关系，而

自我血糖监测频率与症状评分存在正向关系（β=0.143，P=0.000）；3）满意度评分与症状评分

（β=-0.207，P=0.000）存在负向关系，与自我健康评分（β=0.187，P=0.000）存在正向关系。模

型拟合优度检验结果：=206.419，df=38，P=0.000；GFI=0.971，AGFI=0.921；RMSEA=0.06

5，90%CI：0.051~0.074，提示拟合良好。 

结论  糖尿病患者对糖尿病的认知程度越高，对健康饮食和自我血糖关注度越高；关注健康饮食等

日常自我管理行为有助于提高患者的自我健康认知，减轻糖尿病症状；而关注血糖监测等医疗行为

可能使患者自我健康满意度下降，提升对糖尿病症状的关注。提示在对糖尿病患者进行健康管理

时，应提高其对糖尿病的认知，同时改善生活方式，转移注意减少对病症的关注。 

 
 
OR-045 

异常升高的 CA19-9 

 
李晨 沙悦 郭涛 曾学军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分析 CA19-9 升高的原因 

方法 整理分析一位 CA19-9 明显升高的自身免疫性胰腺炎患者的诊疗经过。通过 Pubmed 搜索“CA

19-9”文献，分析其明显升高的良性病因。 

结果  CA19-9 在许多疾病中会明显升高，在治疗过程中下降至正常，可提示良性疾病。 

结论  在 CA19-9 异常升高时诊断肿瘤需谨慎。 

 
 
OR-046 

肿瘤相关骨软化症患者的诊疗分析并一例病例报道 

 
张雅芝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通过对人群中常见症状“骨痛”患者的分析，了解少见病肿瘤相关骨软化症（TIO）的疾病特

点、诊断方法，及时识别及转诊，减少误诊、漏诊率。 

方法  通过对 1 例“进行性骨痛 3 年”患者的临床诊疗分析，学习常见骨痛症状的鉴别诊断，了解 TI

O 患者诊断方式，并对相应文献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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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文报道 1 例进行性骨痛 3 年，疼痛逐渐由双膝关节上升至双侧大腿、髋部、腰背部。因不

影响行走一直未予以诊治。2 年后提重物后疼痛加重，摇摆步态，活动受限，行走不稳，逐渐出现

不能独立行走，翻身困难。曾予以“中药、针灸及牵引”治疗效果不佳。血生化检查提示血磷低[0.4

8、0.63mmol/L↓（0.8-1.5）]，碱性磷酸酶（ALP）升高[296、351U/L↑（50-135）]。骨密度（g/c

m2/T 值）：L1-4 0.558/-3.9；全身骨显像：肋骨及多关节骨盐代谢异常增高，考虑为代谢性骨病

所致；骨骼 X 线提示：骨质密度减低，T6-8 椎体略呈双凹形改变。考虑低磷骨软化病变。为明确

病因，行奥曲肽显像及 68Ga-PET/CT 均提示筛窦部位代谢性升高的软组织影。考虑患者 TIO 可能

性大，为定位手术部位，完善副鼻窦 CT 平扫、鼻窦平扫+增强 MRI 亦支持异常信号影。故予以鼻

窦肿瘤切除，术后病理提示磷酸盐间叶尿性组织肿瘤。术后随访检测血磷逐步升至正常，术后第

1、3、5、7 天测血磷分别为 0.69 mmol/L，0.66mmol/L，1.20mmol/L，1.35mmol/L，患者骨痛症

状明显改善。 

结论  骨痛是全科医师常见主诉之一，骨痛病人需了解自身骨代谢情况，其实出现低血磷已不少

见，但容易被不少医师忽视。其实，低磷性骨软化目前国际上已有越来越多的认识，除了先天性基

因异常，TIO 是获得性的病因之一。肿瘤相关骨软化症（TIO）为骨软化症少见病因之一，临床表

现为低血磷、生长缓慢或身高变矮、佝偻病或骨软化症。患者通常有严重的低磷血症，多为肿瘤分

泌 FGF-23（一种调节因子）引起肾脏排磷增加造成。诊断主要困难是寻找肿瘤。此类肿瘤一般较

小，且常源于间叶组织，多位于骨或软组织内，位置隐匿，生长缓慢，不易被发现，造成诊断困

难，因此，寻找肿瘤病灶是 TIO 诊治的重要过程。奥曲肽显像等多种核素现象多有帮助。一旦定位

肿瘤，立即行手术治疗，完整切除可以使病情得到明显缓解。本文回顾性分析了 1 例 TIO 患者的病

特点、诊断方法及诊疗启示，旨在拓宽全科医师对该疾病的认识，了解 TIO 常见的临床表现及检查

方法。增加对骨痛及骨质疏松等疾病的鉴别诊断，尤其是对于骨痛进行性加重的患者，加强管理，

及时转诊。 

 
 
OR-047 

饮酒-活动后胸闷-心功能不全 

 
马勇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患者，38 岁，男性，主因“胸闷、憋气 6 年，加重 1 月”于 2016 年 2 月 16 日在我院住院治疗。 

诊断方面：患者青年男性，慢性病程，表现为活动后胸闷、憋气、夜间呼吸困难等。上次住院考虑

不除外酒精性心肌病可能，经利尿、扩血管、强心、抗凝等治疗后症状缓解，长期服用 β 受体阻滞

剂、ACEI、螺内酯改善心脏重构，症状完全缓解，心脏血栓消失，复查超声心动图完全正常，病

情控制可。但 2012 年 12 月自行停药、再次饮酒，1 月前症状明显加重，再次出现胸闷、憋气，伴

有夜间入睡后不能平卧，心脏超声提示心肌病变、全心功能不全（LEVF 23%）、心尖部血栓。结

合患者病史、辅助检查、饮酒史，诊断首先考虑酒精性心肌病可能性大。 

同时对该患者进行了鉴别诊断及诊治。并重点分析了患者此次为何病情加重及患者依从性差的原因

分析。最后论述了提高依从性的具体措施。 

 
 
OR-048 

三级甲等医院全科医学科开展结对帮扶活动模式的实践体会 

 
朱艳 雷李美 

丽水市人民医院 323000 

 

浙江省丽水市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通过多年实践探索，认为只有真正把基层医院的发展与城市医

院的效益紧密结合起来，加快形成合作办医的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以全科医学科为支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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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医护人员开展业务培训，对普通居民开展健康宣教，才能缓解新时代医患供需之间的矛盾。 

 
 
OR-049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下远程血压管理对基层 

高血压防控的影响分析 

 
唐以俊 罗洪林 晏秀容 

成都高新区合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11731 

 

目的  探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下远程血压监测对基层高血压防控的效果。 

方法 选择 116 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进行为期 3 个月的血压治疗干预，包括监测血压水平、指导

生活方式、调整药物治疗，比较入组前后血压控制达标方面的差别。  

结果  在 3 个月的干预过程中患者接受指导次数达 7.94 次/例，平均每月 2.62 次/例；患者主动参与

血压管理，74.1%患者主动向家庭医生询问各种高血压防控知识；经过为期 3 个月的远程血压干

预，接受高血压远程管理的患者血压 2 周达标率达到了 81.9%、3 个月达标率达到了 53.4%。 

结论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下的远程血压监测是一种针对基层的有效的高血压综合治疗和管理方

式，通过签约服务可以密切的联系患者与家庭医生，有利于增加患者依从性、提供差异化服务，使

降压治疗个体化、提高血压达标率，尤其适用于药物依从性差、不能定期门诊随诊、缺乏高血压治

疗相关知识的中青年高血压人群。家庭医生团队通过远程血压监测的方式对高血压患者实施综合

性、个体化的降压治疗，可以减少患者就诊时间和就诊次数。在目前基层家庭医生队伍人员严重不

足的情况下，可以提高基层高血压管效率，在基层值得推广的一种技术。 

 
 
OR-050 

胃结肠瘘 3 例合并文献复习 

 
曾维文 汤琪云 

江苏省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 210000 

 

目的   探讨胃结肠瘘的临床特征。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200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于我院明确诊断为胃结肠瘘的病例 3 例，分析其诊

断和治疗等临床特点。 

结果 3 例病人既往均有胃大部切除术、胃空肠吻合术病史。临床表现主要为腹胀 3 例，粪性呕吐和

（或）嗳气 1 例，大便性状改变 1 例，腹泻 2 例，体重下降 3 例。诊断手段：3 例均通过肠镜和钡

剂灌肠发现胃结肠异常通道，胃镜、上消化道造影、CT 也有助诊断。治疗：3 例均通过一期手术

治疗，术后长期随访示恢复良好。 

结论 对于胃大部切除术后、胃空肠吻合术后病人，出现腹泻、粪性呕吐和（或）嗳气、体重下降

时应警惕胃结肠瘘的发生，结肠镜和钡剂灌肠是比较推荐的诊断方法，行一期手术治疗可得到良好

疗效。 

 
 
OR-051 

以心律失常为首发症状的炎性肌病一例 

 
王涵菁 郭志刚 吴京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炎性肌病（Inflammatory myopathy）是一组以骨骼肌炎性细胞浸润和肌纤维坏死为主要病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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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异质性疾病。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为具有明确病因的感染性肌病，如病毒性心肌炎、寄生虫性

心肌炎和热带肌炎等；另一类为病因未明但与自身免疫有关的特发性炎性肌病，包括多发性肌炎

（PM）、皮肌炎（DM）、包涵体肌炎等。炎性肌病可累及皮肤、肺、肌肉、心血管系统、消化系

统、肾脏等不同靶器官，临床表现比较复杂，但以皮肤、肌肉损害为主要表现者多见，以心脏、肺

损害为主要表现的少见。现将笔者近期收治的一例以心律失常为主要表现的炎性肌病报告如下。 

1 病例报告 

患者女，55 岁，主诉阵发性心悸、胸闷 3 年余，于 2015 年 10 月 18 日入院。患者自 3 年前开始

出现阵发性胸闷，持续数分钟至数小时不等，2015 年 10 月份起多次在外院测血压高，心电图提示

“频发室性早搏”，诊断为“冠心病、频发室性早搏，高血压病”，给予拜阿司匹林、波立维抗血小

板，立普妥调脂，并先后给予倍他乐克、胺碘酮、利多卡因等药物抗心律失常，但心悸、胸闷无好

转。为进一步诊治 2015 年 10 月 18 日收入我院。入院查体：全身未见皮疹，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

大。心率 51 次/分，律不齐，各瓣膜区未闻及杂音。肺、腹部（-）。四肢肌力 V 级，肌张力正

常，肌肉无压痛，生理反射对称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住院期间查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46U/L，天

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43U/L，肌酸激酶 1037U/L，心型肌酸激酶 49U/L，超敏肌钙蛋白 I 0.046ng/

ml，肌红蛋白 601.20ng/ml。动态心电图：频发室性早搏，部分呈短阵二、三联律（室性早搏 940

0 个），ST-T 无异常改变。电生理检查提示室性早搏为多源性，位置特殊，手术效果差，建议保

守治疗。故给予可达龙 0.2g 3/日治疗。转氨酶轻度升高，肌酸激酶、肌红蛋白等明显升高，肌钙

蛋白正常，他汀类药物副作用、心肌炎不能排除。经停用他汀类药物、护肝、营养心肌治疗，2 周

后复查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37U/L，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42U/L，肌酸激酶 766U/L，心型肌酸激

酶 69U/L，超敏肌钙蛋白 I 0.047ng/ml，肌红蛋白 437.7ng/ml。动态心电图：频发室性早搏部分呈

短阵二联律伴成对室性早搏（室性早搏 800 个），ST-T 无异常改变。患者病情好转，带药出院。 

2015 年 12 月 4 日患者为复诊再次入院，可达龙已减至 0.2g 1/日。查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35U/L，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36U/L，肌酸激酶 673U/L，心型肌酸激酶 39U/L，超敏肌钙蛋白 I 0.088ng/

ml，肌红蛋白 226.98ng/ml。动态心电图：频发室性早搏部分呈短阵二联律伴成对室性早搏（室性

早搏 779 个），ST 段无明显偏移，II、III、AVF、V4-V6 导联 T 波呈间歇性改变。因早搏频发无法

行冠脉 CTA 检查，查核素心肌灌注显像提示：左心室未见明显心肌缺血。12 月 15 日冠脉造影三

支血管均未见明显狭窄病变，血流 TIMI3 级。考虑到患者肌酶持续升高，且已基本排除他汀副作

用、病毒性心肌炎，查自身抗体十四项：抗核抗体（++）。ANCA、抗心磷脂抗体、体液免疫因子

定量、类风湿因子、C 反应蛋白、血沉等均正常。肌电图：肌源性损害肌电图。经神经内科会诊

后，查左下肢磁共振提示：左侧大腿后内侧肌群弥漫性高信号、脂肪变性并萎缩改变，结合临床多

考虑代谢性肌病。查血氨基酸和酰基肉碱代谢正常，尿有机酸代谢正常，TPMT 基因分型显示 TP

MT 活性正常。12 月 29 日行肌肉活检，所检骨骼肌病理改变符合炎性肌病（活动期），免疫组织

化学染色 CD3++，CD8++，CD4+CD20-CD68+。予人免疫球蛋白 20g 1/日冲击治疗 5 天后，改

为美卓乐 40mg 1/日维持，比索洛尔 5mg 1/日抗心律失常，以及营养心肌、左卡尼汀等药物治疗

后，患者肌酶开始逐渐下降。2016 年 4 月 13 日门诊随访查肌酸激酶 53U/L，心型肌酸激酶 37U/

L，肌红蛋白 39.19ng/ml。动态心电图：偶发室性早搏（289 个）。 

2 讨论  本例患者为中年女性，隐匿起病，病程较长，以心律失常为首发表现，无明显肌无力，抗

核抗体++，病理提示炎性肌病，激素及免疫球蛋白治疗效果好，提示为特发性炎性肌病。特发性炎

性肌病（主要是 PM 与 DM）是病因未明的骨骼肌非化脓性炎症，临床表现以四肢近端肌无力为主

的一组自身免疫性结缔组织疾病，心脏损害是其并发症之一，临床表现多样，据文献报道，最常见

的是心力衰竭，其次为各种类型的心律失常，肌病相关的冠状动脉性心脏病及心肌梗死也有报道。

由于临床症状不典型甚至无临床症状，心电图、心脏彩超等无特异性表现，易被漏诊，因此临床医

生应有意识的主动采取评估。现有的心肌酶学、24 小时动态心电图、心脏彩超等手段简单方便，

可作为常规检查。心脏损害作为炎性肌病的一个重要并发症，应得到临床医生的充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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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2 

GAD-7 量表筛查广泛性焦虑障碍在不同人群中的应用 

 
周妍妍 江孙芳 劳力敏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了解 GAD-7 量表适用范围及效度。 

方法 选取从 2006.1 至今关于 GAD-7 量表在不同人群广泛性焦虑障碍筛查的文献，所选文章来自

于 Pubmed , Web of science ,OVID，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等外文期刊及万方、CNK

I、CBM 等中文期刊。 

结果  通过分析不同研究关于 GAD-7 在不同人群的调查，得出在基层医院、综合医院、普通人群、

特殊人群中都可以广泛使用，且均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结论   GAD-7 量表广泛适用于广泛的基础医疗人群，同样也适用于不同人群 GAD 患者筛查，且具

有良好的效度及信度。 

 
 
OR-053 

 全科医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教学方法的改进 

 
葛许华 于德华 张含之 何娟媚 郭爱珍 马琳琳 金花 潘莹 

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 200090 

 

全科医学是一个面向社区与家庭，整合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康复医学以及人文社会学科相关内容

于一体的综合性医学专业学科。2011 年，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指出，到

2020 年，基本实现城乡每万居民有 2 ～3 名合格的全科医生。众所周知，在中国发展全科医学的

瓶颈是缺乏人才，所以培养全科医生便成当务之急。尽管我国全科医学教育近年来发展迅速，但在

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教学方法和手段单一、实践教学重视程度不够、教学研究滞后等问题。全科医

学内容较多，理论知识抽象。加强全科医学课程建设，推动医学教育改革面向基层，适应卫生服务

的需要，全科医学教学方法的研究迫在眉睫。 

1． 全科医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 全科医生培养存在的问题    我国目前从事全科医疗工作的医师数量明显低于国外，总体素质偏

低，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看，都与国外有着一定差距。应借鉴国外经验和结合我国国情，加强全科

医生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提高全科医生的整体素质及优化社区卫生服务。 

1.2 目前临床医学教育体制上的问题   若为初步满足我国民众都能获得全科医学服务的需求，我国

至少尚缺全科医生 20 万名，是摆在我国医学教育与卫生行政部门面前的一项艰巨的任务。志愿接

受全科医学培训的毕业生甚少，能承担全科住院医生培训任务的大学附属医院不多。究其原因却是

医学教育方面的问题。 全科教育工作组织形式具有一 定的局限性，（1）局限于学校内部，忽视了

学校外部的作用因素；(2)理论教育与实践教学“两张皮” ；(3)与全科医学专业相关的隐形课程的建

设有所忽视。  

1.3  学员整体素质需要提高  学历层次较低，同时社区管理人员缺乏社区管理经验。再加之队伍不

稳定，年龄结构不合理，知识更新较差。 

1.4  部分学员对培训缺乏正确的认识  部分学员学习态度不端正，学习意识淡薄，主动性不强，创

业精神缺乏。 

1.5  对医学新动态及科研了解不够 因大多在基层工作，全科医师对医学新动态及科研了解不够，

也没有及时了解新动态的习惯。有相当一部分学员从未接触过科研，没有主动利用自己好的平台去

做一些很有价值的研究。 

1.6  专科医生对于全科医疗及全科医师培训的不理解      

2 .全科医学教学方法的改进： 

2.1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要注意活跃课堂气氛，可用生动的临床案例，以讲故事的方式及看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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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视频等方法，让枯燥抽象的理论知识变得生动形象，便于学生理解和接纳。 

2.2  整合教学内容，要求教师精通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集体备课，认真做好教案，突出重点、难

点和考点。 

2.3 利用多媒体等先进辅助教学手段，将教案做成ＰＰＴ课件，临床病例图片、对照分析表等直观

明了的展现给学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 

2.4  改善教学模式 

LBL+TBL 双轨模式教学法；“以病例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案例教学法；五段式教学法；以问题为基

础的学习可以有效地改善医学教育环境；“以病例为中心、问题为基础、社区为导向”的教学模 式 

（ＣＰＣ教学模式）都是很好的进行模式。在全科医师教学活动中可根据学习需要及课程特点，灵

活采用以上各种教学模式来改进教学效果。 

2.5  利用网络手段辅助教学 

利用网络的方便快捷、信息容量大的特点或通过云学院等网络平台经常进行相关知识培训，让他们

有需要时可及时查看课件及最新指南及进展，更好的服务于临床工作。 

2.6 全面提高教师综合业务水平 

要求教师需要具备多元化的知识结构、丰富的知识和开阔的视野。需要教师努力提升综合素质和业

务能力，尤其是临床经验的积累。 

2.7 加强人文素质的培养，启迪创新思维 

人文教育有助于拓宽知识面和医学模式的转变，有助于医学综合素质的提高。 

2.8 鼓励学员在工作中边干边学，强化科研能力 

全科医生掌握着大量社区居民的疾病资料，掌握着科学研究的第一手材料，鼓励他们带着科研课题

走向社区，在平时服务群众的过程中促进自身整体素质的提高。 

我国政府将“发展全科医学、培养全科医生”确定为国家重要卫生工作方针。中国的全科医学必将面

临进一步发展的机遇。在这发展机遇面前也面临着众多的挑战，其中之一仍是全科医学人才的缺

乏。培养全科医生便成当务之急，全科医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是面向基层社区培养业务素质过硬、适

应社区需求的医药人才，与医学专科学生培养相比，全科医学培养要求学生知识覆盖面更广，实践

操作能更强，全科医学生担负着社区居民“健康守门人”的神圣使命，发现全科医学教学中存在的问

题，积极进行全科医学教学方法的改进很有必要。 

 
 
OR-054 

中国全科医生培训的未来：全科医生的“专业—通才”培养模式 

 
Timothy Noel Stephens 

海口市人民医院 570208 

 

迄今为止，中国的全科医生培训主要包括理论学习，在医院各专科的临床轮转，和在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培训（包括公共卫生实践和健康档案管理）。然而，为了满足中国老百姓对于基层医疗的综

合需求，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培训方法，即“专业-通才”培养模式，来培养全科医疗人才。我们的“专

业-通才”培养模式是以基于“以目标为基础的三环模型教育”，在“三环模型”中包括了十项培训目标。

在全科医生培训中，如此综合、全面的“专业-通才”培养方法，可以真正满足未来中国基层医疗保健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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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55 

中医类别全科医师转岗培训中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卜保鹏 张梁 

河北中医学院 050091 

 

河北中医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自 2012 年至 2015 年，受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委托，连续承办了四期

中医类别全科医师转岗培训班，在全省共培训了近 400 名学员。同时，在 2015 年，还承办了河北

省中医类别全科医学师资培训班，培训了 50 名学员。在培训过程中，我们逐渐总结经验，也发现

了一些问题，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 

 
 
OR-056 

上海市全科医学学术沙龙开展现状分析 

 
叶明浩 封玉琴 张巧 杜兆辉 

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122 

 

由于全科医学起步晚，全科队伍中存在学历层次偏低等问题，导致全科医生的诊疗水平和临床操作

技能良莠不齐。而全科医学继续医学教育是提升岗位胜任力的有效途径。全科医学学术沙龙作为全

科医学继续教育的补充，以优质病例为载体，通过全科医生文献检索、观点分享、自由讨论和专家

扩展等形式，帮助全科医生提高业务水平。全科学术沙龙是一种更适合于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全科医

生的全科继续教育方式。 

 
 
OR-057 

规范化培训的全科医生职业发展问题及分析 

 
薛庆韵 杜雪平 孙艳格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00038 

 

 目的  分析完成“5+3”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简称“规培”）的全科医生，在工作中的优势及问题、职

业发展满意度与职业期待，提出对策建议，为完善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制度和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提

供实践依据。 

方法  通过目的性抽样，以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天津为代表，选取在 2005 年-2013 年进入规

培的全科医生 622 名，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基本情况、工作能力、职业

待遇、职业满意度等信息，采用 Epidata3.0 对数据进行双录入，采用 SPSS19.0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 

结果  （1）全科医生基本情况：规培全科医生 94.7%年龄在 40 岁下，68.3%专业技术职称为医

师，80.2%具有本科学历、16.5%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83.3%工作年限不超过 10 年；（2）全科

医生工作能力：规培全科医生 13.3%为教学师资，25.6%参与科研项目为 1-2 项，5.6%参与科研项

目在 3 项以上，18.5%工作期间发表论文数量为 1-2 篇，5.2%发表 3 篇以上论文，未来 5 年计划申

请科研项目者占 60.5%，未来 2 年计划发表科研论文者占 64.5%，全科医生最希望通过专题讲座

的形式获得临床技能及社区实践方面的继续教育；（3）全科医生职业待遇：规培全科医生的年收

入主要集中在 3 万～9 万之间；（4）全科医生职业满意度：30.4%规培全科医生对于社区药品种

类满意，46.8%对于工作量满意，32.3%对目前工作内容满意，认为公卫工作过于繁重，对工作前

景、科研、职称晋升、薪酬满意度较低。 

结论  （1）规培全科医生职业发展中的优势：学历较高、接受能力强，接受过系统规范的临床培

训、诊疗能力强，工作上有很大的强力和积极进取的愿望，有较强接受继续教育以更新全科医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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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需求，有利于推动全科医学的发展；（2）规培全科医生职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工作时间

短、临床经验尚显不足，职称晋升困难、影响工作积极性，社区卫生服务科研立项较难、缺乏发挥

科学研究的平台，薪酬满意度低、无法使全科医生扎根基层，基层硬件条件无法满足工作需求，公

共卫生工作繁重、继续教育不能满足需求。 

 
 
OR-058 

双导师制在全科医学基层基地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作用 

 
郑世良 

山东省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 261031 

 

目的  基层基地全科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师临床带教能力不足，不利于全科医学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为了提高其教学质量，我们将双导师制引入到基层基地全科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以探讨双导师制在全科医学基层基地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作用。 

方法 选择 2014 年 9 月～2016 年 6 月到我院进行全科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学员 30 例，其中

女 18 例，男 12 例。其中社会化、单位委培、研究生、本单位学员分别为 10、9、8、3 例。采用

双向选择：首先学员在进入基地培训 1 周后选择基地导师，导师同意后双方签字；此后由学员和基

地导师共同选择基层基地导师，学员与其签字。基地导师要求具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从事临床医疗

工作 5 年以上，3 年以上主治医师以上职称，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较高的专业理论水平、临床经

验丰富、高尚的职业道德、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熟悉临床教学工作，具备指导学生论文写作的能

力。基层基地导师要求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从事临床医疗工作 5 年以上，3 年以上主治医师以

上职称，具有熟练的协调能力和强烈的人文情感，娴熟的业务技能，能熟练处理慢性病和预防保健

服务。基地导师负责规培学员培训全过程的指导工作。基地导师和基层基地导师共同制定全科医学

基层基地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计划，利用面谈、微信圈、电话等方式督促学员在基层基地门诊、病

房、预防保健、家庭病房等日常工作，及时检查所带学员各科室的出科考核，双导师签字提出问

题，然后让学员总结，导师及时批阅学员的培训笔记，了解思想变化和工作状况。 

结果  全体规培学员对“双导师制”教学法表示赞成。30 名学员选择了 15 位基地导师，和 6 位基层基

地导师，每名基地导师和基层基地导师分别带教 2、5 名学员。基层基地出科考核均在 85 分以上。 

结论  在全科医学基层基地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应用双导师制效果好，能够培养出具有牢固全科

医学理念、专业实践能力强、有一定基层实践基地经验的综合素质人才。 

 
 
OR-059 

互联网+背景下的全科医学教育培训模式探讨 

 
卢永平 

北京协和医学院 100875 

 

培养大量合格全科医生是提升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质量的迫切需求和医改关键所在，但现阶段我

国高质量的全科医生供给与需求矛盾突出，全科师资匮乏。而互联网+背景下，利用移动互联网技

术和慕课—翻转课堂模式实施全科医生培训，可解决传统培训模式存在的培训规模小、成本高、质

量参差不齐、工学矛盾突出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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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0 

三级综合医院开展全科医学培训的探索 

 
邓琳子 刘德平 

北京医院 国家老年医学中心 100730 

 

开展全科医学培训，加强全科医生队伍和师资队伍的建设，对我国现阶段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探索在三级综合医院开展全科医学培训，通过较为系统的全科医学理论、临床实践技能培

训，进一步完善医师的知识和技能结构，提升岗位胜任能力，同时为全科医学培养师资力量，以期

为实现全科医学规范化培训，保证培训质量提供实践经验。 

 
 
OR-061 

全科医生开展循证医学培训的可行性分析 

 
费娇娇 1 李琰华 2 李俊伟 1 

1.浙江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2.浙江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全科医学科 

 

循证医学自提出以来，受到了各医学专业领域的重视和运用，以循证方法学获得最佳证据指导临床

决策的方法亦广受推崇。全科医学“以患者为中心的健康照顾”的基本原则与循证医学“最佳证据、医

生技能和经验、患者价值和期望”这三方面的核心相一致。研究证实，开展全科循证医疗可促进全

科医学学科发展；有助于全科医生专业素质的提升；更利于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因此，实施全科

循证医疗的理念将是势在必行。然而，受限于证据本身因素、全科医生自身因素、患者愿望因素，

这一理念的具体实施面临重重困难。本文就循证医学在国内外临床实践中的运用情况，以全科医生

开展循证医学培训的可行性作一综述。 

 
 
OR-062 

我所认知的丁香诊所 

 
胡剑平 

杭州丁香综合门诊部 300335 

 

丁香园作为最大的线上医生社区，过去的十余年服务于医生群体。而今，开始着手线下医疗服务于

患者，着力点于全科医学的发展。自今年 1 月开始，已经有两家诊所（门诊部）开始营业。丁香诊

所从一家互联网公司，走到线下，探索线上与线下结合的全科医学模式、规范培训方式、以及标准

推广，作为公立医院的有益补充，希望能够更好的服务于患者。  

 
 
OR-063 

英美全科医学教育和全科医生培训情况分析及启示 

 
薛冰艳 

1.南京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2.江苏省人民医院 

 

目的  对比中国与美国、英国的全科医学教育，借鉴国外全科医学发展的成功经验，加强我国全科

医学教育培训与全科医生队伍建设。 

方法 收集中美英三国全科医学发展的历程、国外医学生的培养策略以及国外全科医生的继续教育

等资料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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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英国、美国的全科医学教育模式更为成熟。两者都需要在医学本科或者博士毕业后接受全科

医学的毕业后培训，培训完成后参加相应考试，考试通过才能获得全科医师资格证书。且两国十分

重视全科医生的继续教育，每年都会安排特定的时间，以不同的形式，进行继续医学教育培训。由

于两者在全科医师选拔制度及继续教育培训方面的严格性，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英美两国全科医师

的质量。相对而言，我国由于全科医学教育开展得较晚，目前仅有极少数高校培养全科医学硕士，

因此全科医学教育制度不甚完善，全科医生的继续教育落实的不够彻底。 

结论  全科医学教育在我国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应借鉴国外先进的全科医学教育模式，从本国国

情和全科医学发展的现状，尽快完善相应配套政策，通过政府、医学界、医学院校及其他教育机构

等共同努力，从我国国情出发，建设并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科医生制度。 

 
 
OR-064 

全科医学师资培训研究进展 

 
王荣英 贺振银 赵稳稳 王金艳 王雅依 张敏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优质全科医学师资是全科医学发展的重要保证。本文查阅国内外有关全科医学师资培训的最新研

究文献，对全科医学师资培训的对象及其特点、国内外全科医学师资培训模式进行了综述，同时对

我国全科医学师资培训模式进行了展望，提出：承担全科医师培训基地的三级综合性医院设置全科

医疗科，建立全科医学教研室，承担全科医学师资培训工作，制定严格纳入标准，编写统一教材，

建立考核机制，保证全科医学师资培训的制度化、科学化，保障全科医学师资质量，从而促进全科

医学的发展。 

 
 
OR-065 

全科医学研究生在精神科培训模式上的实践与思考 

 
吕光辉 1,5 姚弥 1,2,5 孙伟 3 刘朝忠 4 迟春花 1,5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全科医学教研室    2.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睡眠医学科    4.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门诊部     5.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学系 

 

精神卫生服务是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由于现阶段我国国情限制，在精神科专

科卫生服务人员数量不足的情况下，须依赖全科医师在精神卫生领域发挥重要作用，而这一切应以

完善的全科医师精神科培训制度为支撑。本文通过访谈形式总结归纳了全科医学研究生精神科培训

的现状，并针对不足之处提出了相应的改善措施。最终指出，我国全科医学研究生精神科培训经验

尚浅，但全科医学研究生培训作为全科医师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不断完善全科医学研究生精

神科培训，提高全科医师的岗位胜任力，增强全科医师精神卫生服务能力，可逐步有效解决我国面

临的精神健康问题。 

 
 
OR-066 

从教学模式改善谈全科医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性 

 
裘力锋 夏菁菁 乔巧华 晁冠群 方力争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310016 

 

全科医学人才的培养是今后全科医学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全科医学教育与培训又是培养全科医 

师的关键。然而，要想保证并提高全科医学教育与培训的质量就必须依托于全科医学的学科建立，

进行规范化的学科建设是培养高质量的全科医师、发展全科医学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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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L 教学模式是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的高效的教学模式，在全科医学以往的教学过程中，虽然也采

用了这一模式，但是由于缺少全科病房，所以很多教学只能在门诊进行，容易出现失访，一些有利

于拓宽思路的疑难病例也会收入专科病房，不利于全科住院医师的思考和学习。邵逸夫医院全科医

学科在建科初期即设立了全科医学门诊、病房、教研室和健康促进中心，逐渐形成并完善了“全科

首诊、全程管理、多科协作”的诊疗新模式。我们的教研室可以研讨并挑选出优质的病房教学病

例，我们的住院医师可以亲自对病人进行全程管理，在管理过程中不断反思并提高，还能和其他专

科医师之间有持续性的沟通和交流。这使得 CBL 教学模式在我院全科教学过程中的作用得以进一

步的加强，教学的质量得以进一步的提高。  

本文从我院开展的一例发热待查患者的教学为例展开，详细阐述了我院在全科病房中 CBL 教学模

式的应用，并总结了一下的优点：第一，可以整合教研室各位导师的智慧，精心挑选病例，制定教

学计划。病例更有代表性，实用性，可分析性。比如此例发热待查是临床上最难诊断的一类疾病，

因为最终的病因可能会涉及到感染，呼吸，消化，泌尿，骨科，普外，风湿，内分泌，皮肤，神

内，血液等众多学科，几乎涵盖了所有临床科室，需要有全面的临床知识，良好的问诊习惯和过硬

的体格检查技巧，当检查和诊断出现瓶颈时需要医生及时理清思路，找到新的方向，所以对发热待

查的诊断和鉴别诊断，很考验带教老师的功力，同时也会对住院医师临床思维习惯的建立起到很好

的作用。此外，发热待查也是我们社区和综合性医院全科门诊中非常常见的就诊原因，所以非常有

实用价值。第二，住院医师能亲自全程管理病人，基本功的学习更加深入细致。住院医师可以有充

分的时间来详细采集病史和进行全面系统的体格检查，当有疑问时还可以补充采集病史和查体，并

能动态观察患者的症状和体征变化。第三，当疾病诊断出现瓶颈时，让住院医师自己去寻找下一步

的突破点，比如再次问诊，追问病史，实际演练住院医师的解决问题的能力。第四，培养住院医师

在临床诊疗中的沟通技巧，比如讨论如何对患者进行反复留取血培养的解释以及当患者发热一时找

不到原因时内心焦急甚至出现对医生不理解时沟通解释，学习怎么协调处理诊疗中的医患矛盾，同

时取得患者和家属配合。 

所以在一个体系健全的全科医学学科内进行 CBL 教学势必能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这对于其他教

学模式、教学方法的深化和提高也同样也有着不可小觑的意义。全科医学的发展必须依赖高素质的

全科人才，全科医学学科的建设将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必经之路。 

 
 
OR-067 

社区机构举办老年健康管理培训工作探索 

 
姜岳 1 张亚兰 1 

1.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目的  通过课程设计，探索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举办老年健康管理培训班，社区医务人员对社区同

行进行授课，探索社区人培养社区人的继续教育模式。 

方法  承办社区老年健康管理培训班 3 期，进行课程设计、师资选拔、培训实施、效果评估等步骤

开展培训工作，通过考试评价学员的培训效果，采取问卷形式，对学员课程及师资、培训总体满意

度进行评价。 

结果  培训后学员成绩大幅度提升。学员对课程和师资、培训总体满意度的评价都较高，学员收获

较大，培训形式和内容得到学员的认可。 

结论  通过培训班的实施，增强了社区全科医生对外授课的信心和技巧，激发了全科医生参与教学

培训工作的热情，提高社区培训基地的教学能力和组织管理经验，为建立社区人培养社区人的模式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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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8 

临床医学教育早期阶段开展社区医疗实践课程的意义和效果研究 

 
李源杰 沙悦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大力发展全科医学是我国医疗卫生领域当下的基本国策。许多医学院纷纷开设全科医学课

程。但医学生全科教学的时机、方式、内容无统一的模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实践全科医学的第

一线，本研究通过总结教学经验，学生反馈，分析总结医本科阶段开展社区医疗实践课程的意义和

注意事项。 

方法 本校 2012 级八年制医学生第 4 学年下学期设置社区医疗实践课程作为早期接触临床课程。71

名学员已完成基础医学、公共卫生课程学习，尚未进入临床医学课程学习阶段。采用自行设计的问

卷对参加社区医疗实践课程的医学生展开调查和分析结果，并进行小组访谈和汇报，对学员反馈和

感想等定性资料采用主题框架法分析。 

结果   

一、问卷调查 

共有 71 名学生参与课程，回收 64 份问卷，所有学员参与小组汇报。 

男生 20 名，女生 40 名，年龄 21 岁至 24 岁，来自全国 21 个省或直辖市。 

课前问卷调查显示学员中 93.7%认为有必要开设社区医疗实践课程，97%认可生物－心理－社会医

学模式，73.4％认为社区居民需要家庭医生，92.2%认为家庭在患者疾病发生和诊治中作用比较大

或非常大，90.1%认为社会、经济、心理因素在社区居民健康管理和疾病诊治中作用比较大或非常

大；73.4%对全科医学不够了解，62.5%对社区卫生服务不够了解，40.6%仅通过课堂学习、网络

传媒等间接方式接触过社区卫生服务，87.5%不够了解社区－医院的双向转诊，81.3%不够了解中

老年健康管理，78.1%不够了解女性健康管理，64.0%不够了解儿童保健和计划免疫，92.2%不够

了解社区慢性病管理适宜技术。学生表示其他希望从社区医疗实践中了解的内容包括医患沟通（70.

3%）、功能康复（57.8%）、中医中药（56.3%）、社区诊断（54.7%）、全科医学科研（51.

6%）、家庭病床（45.3%）、健康教育和促进（42.2%）、传染病防治（42.1%）等。 

学生提出的希望在社区实践中学习的内容有：全科医学背景条件（政策和国内区域性差别）、社区

医生的职业规划和培养、社区医生的真实工作状态和待遇、社区居民的态度、社区常见疾病诊疗等

全科医疗相关工作、特殊人群健康、社区医疗的技巧、健康促进能力、中医等辅助医疗、信息和科

技支持、社区和医院的区别和联络等等。 

二、小组访谈 

学生普遍表示收获大于预期。反馈提示见习内容包括：日常医疗工作（社区常见病诊疗、病历书

写、健康档案、老年健康管理、家访、解决病人关键问题），康复治疗，妇幼防保，计划生育，辅

助医疗（中医），基本医疗技能（测血压、测血糖、心肺复苏），沟通技能，现行医保政策，社区

卫生站管理等。关于见习的正面反馈：社区医生职业精神（工作艰辛、工作繁重、热情友善、温

和、耐心、细心、敬业），医生执业能力（自信、经验丰富），社区居民享受便利，良好的沟通和

医患关系（医患间熟悉、家人一样的感觉、十分亲密、人文关怀），技术创新（健康小屋），全面

的医疗服务和守门人角色（治疗常见病、给上级医院建议、见微知著、长期随访、防病意识、简便

廉的中医全科适宜技术），发展全科医疗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负面反馈：医疗内容单一（开药、体

检、儿童防保、真正看病的患者较少），医疗水平的差距，全科医师数量少，居民对全科医师的不

信任，资源浪费。 

结论  随着舆论和政策导向的发展，医学生多对全科医学有一定了解和认同，而社区卫生实践见习

课程能促进其更深入、全面且具体的熟悉全科医学的现状。社区实践中学生正面反馈最多的方面，

如社区医生的职业精神、良好沟通和医患关系，正符合全科医学培训的关键领域，应作为课程重点

内容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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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69 

深化医教协同 推进“3+2”江苏模式示范区建设 

 
史卫红 乔学斌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224006 

 

我校临床医学教学团队通过深入调研江苏省基层全科医生的岗位任务和执业能力，完善三年制“校

院共培，三三分段”的人才培养方案。在完成前“1.5”在校的基础和桥梁课程授课的基础上，推进“盐

卫-医教”联合体内临床小班化教学，实现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一体化、专兼职教师团队一体化、教学

质量建设一体化、课程建设一体化；深化医教协同育人机制，探索适合三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教育特

点的基层人才培养途径；不断推进“3+2”江苏模式示范区建设，衔接好“3+2”基层全科医学人才的院

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实现 2 年规范化培训并轨成人本科教育的教学改革，促进基层人

才质量整体提升；借鉴江苏“5+3”一体化培养模式，试点“3+2”高职-本科分段培养基层全科骨干人

才，提升基层全科医生培养质量，实现办学在基层，育人在基层，服务在基层，就业在基层。 

1.校院协同育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1.1 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一体化 

2014 年我校三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正式招生，临床医学专业团队反复调研，校内外专家反复论证，

并邀请国内医学院校及同类院校、校内专家和行业专家联合认证和评估，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对

接执业助理考试要求，制定“校院共培、三三分段”即“1.5+1.5”的人才培养模式，并在“盐卫—医教”

联合体内深入调研，完善和优化“校院共培，三三分段”的人才培养方案。 

1.2 打造“盐卫-医教”紧密联合体 

依据江苏省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标准遴选 15 所临床学院并正式签约授牌，建立“盐卫-医教”联

合体。以江苏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标准遴选了 11 所社区实习基地，264 名学生在 10 所“盐卫-

医教”联合体内实现临床学院—社区基地一体化临床小班授课和毕业实习。 

1.3 专兼职教师团队建设一体化 

（1）通过互聘、互培、互管、互评，打造校院混编师资团队，医生的教学能力与岗位聘任和绩效

考核挂钩，促进教学相长（2）临床学院 217 名新上岗教师参加兼职教师培训（3）280 名兼职教师

参加同课程集体备课（4）规范临床学院教学会议和教学管理（5）本科院校和行业一线的优秀教师

示范授课 12 次，兼职教师现场示范 10 次，23 名兼职教师进行讲课竞赛（6）通过境外研修、国培

省培、学历提升、临床实践、技能竞赛等多种方式，培养骨干教师队伍。 

1.4 教学质量建设一体化 

1.4.1 校院教学管理一体化 

（1）成立系统的三级校院教学管理机构设置（2）制定每级管理机构的规章制度和考核标准，三级

机构定期集中研讨培训。 

1.4.2 系统教学运行监控一体化 

（1）临床学院成立校外专家教学督导小组督导听课、反馈整改常态化（2）校临床医学院教师定期

驻点，随堂听课（3）实施以 PBL 和学生为主体的床边教学改革，形成社区现场教学、床边教学的

教学流程和范式标准（4）10 个临床学院小班统一组织考核，成绩评比并公示。 

1.4.3 临床技能考核标准一体化 

根据培养目标，细化临床和社区基地实习大纲，由基层卫生机构专家认证修改。以执业助理医师实

践技能考核要求为标准，制定统一技能考核标准，组织实践技能大赛，每个小班集中培训，我校组

织竞赛，毕业前返校强化培训和考核。 

1.4.4 课程建设一体化 

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校院一体化基础上，对接基层岗位需求，共同制定课程标准和授课计划，联合编

写教材，共同开展示范课教学，开发精品课程。 

2.深化医教协同,推进“3+2”江苏模式示范区建设 

2.1 医教协同，拓展“3+2”示范区的建设 

在“盐卫-医教”联合体内通过“3+2”教育培训，实现临床医学专科与基层全科医生岗位任务和职业能

力的对接，推进“3+2”示范区的建设，也为后期“3+2”全科人才培养示范区一体化建设打牢坚实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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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2.2 医教协同，提升基层“3+2”全科人才培养质量 

2.2.1 2 年助理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并轨成人本科教育，整体提升培养质量 

以 2015 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和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为支撑推动“3+2”教育

教学改革，分析助理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与成人本科教育的培养要求，实施成人本科临床课程授

课、临床实习与助理全科规培考核并轨，实现“盐卫-医教”联合体内 2 年规范化培训并轨成人本科教

育的教学改革。目前已与南京医科大学成教院结成对口培养单位，实现“3+2”院校教育、毕业后教

育、继续教育三阶段有机衔接，加快培养步伐，促进基层人才质量整体提升。 

2.2.2 试点“3+2”高职一本科分段培养，探索基层全科骨干人才培养 

借鉴江苏“5+3”一体化培养模式，试点“3+2”高职一本科分段培养模式。由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和

南京医科大学及附属第二医院全科规培基地合作试点。通过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和校内-医院-

校内-医院双轨式一体化循环教学模式，实现理论和实践教学的有效衔接，实现专科教育、本科段

培养和助理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一体化培养模式，为基层培养全科骨干人才。 

3.结语  我校率先开展江苏标准化、规范化“3+2”全科人才培养示范区一体化建设，目前形成良好的

发展态势，但因江苏基层卫生人才培养实践时间不长，医教协同示范基地的建设还需在运行中总结

分析，不断完善和改进，为江苏基层全科医生的培养和“健康江苏”建设作出贡献。 

 
 
OR-070 

全科导师为主导的复合导师制在全科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中的探索 

 
卢崇蓉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310016 

 

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培养全科人才的良好方式。现阶段，在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引入

全科导师为主导的复合导师制，全科导师全程、全方位的指导全科住院医师，有利于培训学员掌握

符合全科医疗需求的全科技能，提高培训学员对全科学科的理解和认同，培养全科理念，提高培训

效果。 

 
 
OR-071 

加拿大家庭医学人才培养及家庭医疗服务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徐志杰 1 王静 2 Joan Mitchell RN(EC)3 

1.第二军医大学学员旅    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17 医院    3.Byron 家庭医学中心 

 

目的  我国现代家庭医学萌芽的较晚，对家庭医疗服务模式尚在探索之中，因此，考查国外先进的

家庭医学运行模式对我国加快培养家庭医学人才与推动家庭医疗服务的成熟和普及有着十分重要的

意义，因而本文旨在为加速推进“分级诊疗”模式的落实与加快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建立提供借鉴与

参照； 

方法 本文从家庭医学人才培养和家庭医疗服务模式两方面论述加拿大家庭医学体系的特色，并结

合我国家庭医疗体系建设的现状，为改进我国医疗资源的分配与使用提出建议； 

结果  家庭医学是医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家庭医疗服务在国民医疗卫生服务中的分量是

现代医学服务模式转变的趋势。家庭医学人才作为家庭医疗体系中的核心，其教育培养与服务模式

始终在整个体系的运行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加拿大作为普及家庭医疗服务的典型代表，在疾

病预防与健康促进中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成果。整体上看，加拿大对家庭医学人才教育的高门槛和培

养的严标准，使得其家庭医学人才的素质得到了社会和政府的认可，故而能成为家庭医疗服务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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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加拿大家庭医疗服务做到了为社区居民提供首诊式、预约式的健康保护，减少了患者的就诊和

住院次数，节省了大量的医疗资源和费用，还可以根据居民的生活规律和特性为其制定了系统、细

致的安排，真正体现了家庭医学的全面性和综合性照顾的原则。目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全科医疗实

践有一些创新，制定了一些适合我国国情的政策和制度。但就全国层面而言，家庭医疗系统尚处于

探索阶段，缺乏专业性和综合性，亦未对服务过程中涉及到的大量的社会生活方式和心理健康问题

形成有价值的服务体系。 

结论  尽管我国的家庭医学人才培养体系与家庭医疗服务与欧美部分发达国家尚存在一定的距离，

但自“新医改”以来，国家多部门持续大力推动全科医学与家庭医学在医学院校、医疗机构以及其他

社会体系中的发展，特别是《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的出台，对完善我国的分级

诊疗制度和家庭医生签约制度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操作思路，也对家庭医疗改革的进程做出了承

诺。相信当家庭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完善后，“人人拥有家庭医生”可能不再是空想，

“小病进社区，大病去医院，康复回社区”这一医改目标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得以实现。当中国家庭医

学建设圆满，必将实现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真正解决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OR-072 

全科医生--分级诊疗的“基石” 

 
黄岳青 

苏州市立医院 215000 

 

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是合理配置医疗资源、促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举措，是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重要内容，对于促进医药卫生事业长远健康发

展、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重要意义。2015 年 9 月 4 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

《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文件指出以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为重点，以常见

病、多发病、慢性病分级诊疗为突破口，完善服务网络、运行机制和激励机制，引导优质医疗资源

下沉，形成科学合理就医秩序，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逐步形

成，逐步建立符合国情的分级诊疗制度，切实促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可及。  

所谓分级诊疗制度,就是要按照疾病的轻、重、缓、急及治疗的难易程度进行分级，不同级别的医

疗机构承担不同疾病的治疗，实现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将

大中型医院承担的一般门诊、康复和护理等分流到基层医疗机构，形成“健康进家庭、小病在社

区、大病到医院、康复回社区”的新格局。在群众自愿的前提下，除了运用价格手段、完善基层用

药目录和医保支付政策引导外，真正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基层医疗机构解决常见病的能

力，是分级诊疗能否落实的关键点。而全科医生作为基本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是能够运用自己的知

识和技能利用医疗机构和家庭的卫生资源为居民提供综合性、连续性、专业性医疗保健服务的人，

是居民健康的守护者，故全科医生是实施分级诊疗的先锋队，是分级诊疗能否落实的基石。全科医

生的基石地位，在分级诊疗模式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一一阐述。 

 
 
OR-073 

综合医院全科医学科建设之一：全科门诊篇 

 
韩婷婷 任菁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310003 

 

发展全科医学，培养合格的全科医师，已成为优化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我国

综合医院拥有良好的医疗资源，担负着全科规培中的主要教学工作。综合医院应全面普及全科医学

科建设，在综合医院中建立全科医学科可以更好的带动基层社区全科医学发展，而建设全科医学科

首先应考虑开设全科门诊。综合医院全科门诊可以联动基层社区协同发展全科医学，进一步补充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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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医院医疗模式，为全科规培提供良好的带教师资、带教场所与带教模式，全面规范全科规培带

教。 

 
 
OR-074 

全科医学师资强化教学能力培训方案的实践效果评价研究 

 
李珞畅 陈鸿雁 何英 周永芬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市全科医学教育中心） 400016 

 

目的   在全科医学师资培训中实践强化教学能力的培训方案并探讨实践效果。  

方法  选择 2014、2015 年在全科医学教育中心（全科中心）参加培训的 257 例全科医学师资培训

学员为研究对象，使用强化教学能力培训方案进行培训。强化教学能力培训方案设定为“四模块三

阶段”，其中“四模块”包括强化全科医学临床思维及服务意识培养、强化全科理论教学能力培养、强

化全科临床实践教学能力培养、强化基本检查能力培养，“三阶段”包括集中理论培训阶段、临床实

训阶段、基层实践阶段。学员培训前后分别进行同等难度的摸底、结业考试并填写调查问卷。考试

项目为：试讲考核、教学查房、基本技能考试、理论考试，调查问卷包括全科教学能力自评和其他

培训收获和体会。分别将各项考试及自评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培训前后，学员在试讲考核、教学查房、基本技能考试、理论考试的考核成绩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培训前后，学员在教学方法与讲课技巧、PPT 的制作、教案讲稿写作、

教学查房、临床技能示教、临床小讲座、全科医学理念及相关政策、教学兴趣及教学自信心、接受

教育学相关培训程度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学员培训后其他收获和体会包

括：提高了自身的全科医学理念；了解了目前我国全科医疗的相关政策及发展方向；了解我国基层

医疗的格局、人才需求及服务特点；强化了全科医学临床教学意识；注重教学细节。 

结论  通过强化教学能力培训方案，学员的全科医学临床思维及服务意识、理论教学能力、临床实

践教学能力、基本检查能力均有明显提高，为探索师资教学技能培训提供了细化可行的有效措施。 

 
 
OR-075 

微视频继续教育形式在全科医学从业人员中的认可度 

 
霍墨菲 王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目的  了解微视频继续教育形式在全科医学从业人员中的认可度。 

方法  请全科医学从业人员观看我院制作的继续教育微视频，填写调查问卷。 

结果  在全科医学从业人员对继续教育学习的态度方面：有 211 人（89.79%）认为参加继续教育学

习是必要及非常必要的；在参加继续教育的主动性方面：有 146 人（62.13%）选择“无学习计划，

按照科室或单位安排参加学习”；在影响继续教育学习主动性的原因方面：235 人中有 178 人（75.

74%）选择“工作繁忙，没时间参加学习”。微视频教学的形式与传统教学方式相比：177 人（75.3

2%）选择“形式新颖，容易提起兴趣” ；微视频教学的学习效果与传统教学方式相比：188 人（8

0%）选择“内容形象直观，可以促进对相关知识点的理解”；微视频教学的学习效率与传统教学方式

相比：167 人（71.06%）选择“总结精炼，能使注意力集中，提高学习效率”；微视频形式的继续教

育学习，对于加强学习主动性的优势：213 人（90.64%）选择“有帮助”。 

结论  全科医学从业人员对继续教育需求较大，但主动性不高；全科医学从业人员对使用微视频进

行继续教育的认可度较高；使用微视频进行继续教育解决了全科医学从业人员有学习需求但没时间

学习的矛盾。下一步，我院将整合微视频资源，将以知识点为单位的微视频设计为微课或慕课，探

索更多的满足全科医学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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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76 

深圳市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中医类别） 

理论课教学体系标准的探究

饶昕 

深圳市卫生计生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中心 582000 

目的  调查深圳市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中医类别）理论课教学开展的实际情况，探索开展全科医

师培养的有效途径。 

方法  对 2015 年深圳市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中医类别）理论课阶段培训进行调查分析。 

结果 全科医学理论课的课程设计、全科医师师资甄选、全科医学社区培训基地教学实践都对提升

课程质量有促进作用。 

结论  要保证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中医类别）理论课教学的成果，需要在课程设计、师资培养、

社区培训基地建设等方面多做努力，形成符合中医类别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中医类别）的培养标

准，全面培养高质量的全科医师。 

OR-077 

探索哈医大二院全科师资培养评价与建议

贾德馨 韩冰 王鹏鹏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86 

目的  发挥所有全科医学建设的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把握全科师资的普适性，而坚持因院制宜，

对哈医大二院的全科师资培养进行评价，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便更能适应全科医学发展的大趋

势。    

方法 结合文献研究发现的焦点问题，本研究按照 CIPP 评价及层次分析法的制定研究计划，自行设

计调查问卷，经专家咨询法及焦点访谈法确立研究内容的方面。由哈医大二院全科管理人员对每个

全科师资及规培学员发放调查问卷，问卷采取不记名方式进行调查 ，填写完整率在 95％以上为有

效问卷 ，由专人负责回收、核对 、筛选有效问卷 ，并对问卷数据进行逻辑核查。分步进行师资评

价的分解、层次化框架及权重确定。采用 SWOT 分析法提出针对性意见。 

结果  通过临床教学实践，结合学生对任课教师的评议和专家组的评议，建立完善的评价体系，培

养一支素质优良的全科师资队伍，有效地提高了临床教学意识和教学水平。 

结论  规范全科的临床师资队伍，明确临床师资的教学任务, 建立健全的全科医学临床师资准入、评

价和考核制度。促进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人员服务与带教水平能力的双提升，营造社区实践基地

良好的学习氛围。进一步提升全科师资的全科理念及带教技巧，提升全科师资的教学意识、教学水

平、教学能力，严谨教学态度。 

OR-078 

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儿科实践总结与轮转优化

郑嘉堂 1,2 祁祯楠 1,2 齐建光 1,2,4 董爱梅 1,2,3 

1.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学系    2.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全科医学教研室

3.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    4.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

开展基层首诊、分级诊疗模式是缓解国内儿童医院或综合医院儿科门急诊压力的有效方式。接受规

范化培训的全科医师作为基层医疗强有力的后备之军，是解决未来儿科疾病分级诊疗问题不可或缺

的重要力量，这对全科医师的岗位胜任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而目前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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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实践、轮转与考核体系尚处于探索阶段，需要不断总结教学实践经验。本文总结了全科医学规范

化培训的住院医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为期 2 个月的轮转，从全科医学专业培养的角度评价儿

科轮转的优点与不足，并试图提出优化方案，以资借鉴。 

OR-079 

综合医院全科门诊医生同理心评估及相关因素研究

刘瑞红 1 林露娟 1,2 黄志威 1,2 冯兆璋 1,2 吴汉骥 1,2 贾亦真 1 李卓 1 

1.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2.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学系

目的  在大陆地区用“病人评估医生同理心量表”（CARE Measure-Consultation and Relational Emp

athy Measure)评估综合医院全科医生的同理心水平；了解医生同理心水平与病人满意度的关系；

探讨与病人评估医生同理心结果的相关因素。  

方法  横断面调查问卷研究，研究对象为 2014 年 9 月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全科门诊就诊病人，“病人

自强量表”(PEI）、“病人评估医生同理心量表”（CARE）为研究工具。 

结果  发放问卷 2326 份，回收问卷 1818 份，CARE 量表的平均值为 45.47±6.26，高于文献报道

的同类型研究；量表的四个构成组分的分值具有显著性差异，“与患者的联接、交流”的分值高于其

他三个组分；对“患者的全人评估”分值最低，显著低于“与患者的联接和交流’和“对患者的反应、理

解和同理”；CARE 分值与“对本次服务的满意度”的相关性为 0.6134，与“会推荐全科服务给朋友及

家人”的相关性为 0.4657。31 岁-45 岁年龄组 CARE 分数较其他年龄组较低，P < 0.05；在就诊原

因中，“因健康问题影响日常生活与工作”原因就诊的患者 CARE 平均值低，并且与因“不适症状不

能忍受”就诊的患者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本次研究医生同理心水平高于其他国家及地区的研究，可能与医生的培训、就诊时间、就诊

环境、医院文化有关；医生同理心与患者的满意度中度相关；病人评估医生同理心的结果可能与患

者的年龄和就诊原因有关。   

OR-080 

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社区实践的开展：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实施经验

陈倩 王天浩 潘志刚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社区实践是目前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争议最大、管理难度最高、培训成

效最难评估的部分。在现有 7 个月社区实践基础上、借鉴国外经验，探索为期一年的延长、分段、

多点社区实践计划，是将我国的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逐步与国际接轨做出的新尝试。 

OR-081 

开展社区卫生适宜技术培训，提升社区临床水平与服务能力

赖金明 吴华 

深圳市卫生计生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中心 518020 

为提高社区卫生服务工作人员的临床技术水平,规范社区卫生服务行为，我市自 2011 年开展社区适

宜技术培训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将有关工作简要报告如下： 

一、 制度与组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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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卫生部关于加强适宜卫生技术推广工作的指导意见》（卫科教发[2008]2 号），深圳市卫生

局专门出文《关于组织实施社区卫生服务适宜技术培训推广工作的通知》（深卫人人事[2011]16

号），其中规定：深圳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医生护士从 2011 年起每年必须选修 3 项以上社区卫

生服务适宜技术培训项目，修满 9 分（Ⅱ类）作为年度继续教育必修项目，并以此作为晋升全科医

学类高级职称的依据及年终考核指标。 

依托深圳市医学继续教育中心（市全科医学培训中心，现更名为市卫生计生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中

心）全科教研室，成立了深圳市社区卫生服务适宜技术推广培训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负责相关

的师资遴选，培训计划制定以及培训督导，并提供专项经费支持。 

二、 社区适宜技术培训的历程 

2011 年-2013 年适宜技术培训以理论大课为主，辅以实践操作培训。为了更好的推广适宜技术培

训项目，2014 年开始将该项目下沉到基层，目前社区基地培训已占占全年培训量的 80%。 

三、取得的成绩和亮点 

1. 全市覆盖，全员参与，提高社区卫生服务的整体水平。通过 6 年的工作，全市 600 多家社区健

康服务中心的 10000 余名社区医务人员从被动到主动，全面参与本项目的培训。  社区卫生服务适

宜技术开展以来，共开展了 396 期培训，累计培训 80156 人次。 

2. 必修与选修结合，培训内容逐步系统化。针对社区卫生工作的实际需要，每年确定 1-2 项为必修

项目，包括心肺复苏技术、心电图阅读、院前急救技能等，强制社区医护人员掌握，保障医疗安

全。选修内容由各社区基地自主申报、开展，社区医务人员自由选择。主要从疾病诊疗技巧、全科

临床技术操作方法、新应用及推广、临床新进展学习、病例讨论与分享、专题学术学习等方面介绍

社区适宜技术的理论、经验、操作与方法，体现理论联系实际，凸显社区适宜技术的特色。 

3.  结合社区实际，采用灵活的培训方式，在培训方式上采用跟师学习、临床实操培训、模型教

学、模拟病人、PBL 教学、三明治教学、病例讨论、角色演练、讲座等多元化教学模式。其中操作

性培训逐步引入考核机制，保证质量。 

4.  教学相长，建立本地社区师资及全科医学骨干力量。市能教中心针对社区师资薄弱的特点，加

大支持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社区师资与骨干培训课程，采取送出去、请进来的策略，6 年来开展

了 3500 多人次的师资培训活动与课程，社区师资力量不断成长，已承担大部分的适宜技术培训工

作，他们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成长，大批师资也是社区卫生的骨干力量。 

四、开展社区适宜技术培训的思考 

1. 社区适宜技术培训应突显“社区”“适宜”两大特点：应该让想学习的人，来参与决定学什么。需要

补什么，培训什么，广大社区应有发言权，因此在 2014 年，2015 年，适宜技术推广下去之后，才

使得该项目更接地气，“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2.  师资建设与适宜技术培训资源整合，相互支持：在适宜技术培训项目推广到基层后，广大基地

师资有了用武之地，从确立课题，到授课，课后分析总结，也在一次次实践当中得到提高。把师资

培训的成果和适宜技术结合起来，真正成为继续教育的一个整体。 

3.  营造学习氛围，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为了学分而学习，只是被动学习。如何变被动为主

动，如何在社康营造学习的氛围？适宜技术培训工作在各社区开展以后，只要是社区基地组织的学

习培训，符合要求的，都可以纳入适宜技术范畴，同时也会给予适宜技术的学分。广大医务工作者

即节省了时间，又学到了东西，还拿到了学分，同时各社管中心也不断发掘自己所需的学习项目，

也只有他们自己，更知道自己需要学习什么，更为自己的师资队伍提供了一个锻炼提高的平台。逐 

渐形成学习的氛围。从而引导整个团队的学习气氛，最终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4.  合理统筹组织全市适宜技术继教项目的开展，保证其有序、有效。 

五、未来的工作计划 

1. 逐步完善适宜技术继续教育体系，包括标准、流程、模式 

2. 发掘一批具有特色的高水平的精品课作为必修项目，在全市推广，巡讲。 

3. 建立合理的支持体系，包括师资培训、输送，合理培训经费支持。 

4. 加强督导，建立科学的考核及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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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82 

肺康复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中的应用进展 

 
苏巧俐 李才正 刘微微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全科医学科 610041 

 

在现代社会，肺部疾病仍是引起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

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是一种最常见的慢性肺部疾病，并且是引起肺相关残疾和死

亡的主要原因。COPD 患病率、死亡率以及造成的社会经济负担仍在逐步增加：有研究人员分析 1

990—2014 中国大陆≥40 岁社区人群 COPD 患病率显示近 20 年中国 COPD 患病率呈上升趋势，2

016 年欧洲呼吸年会王辰教授报告中提到我国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40 岁以上人群中慢阻肺的患病率

已增至 14%，较 2007 年（8.2%）显著增高；中国 2013 年死因监测分析提示 COPD 已成为第三

位死亡原因疾病[3]；据统计欧洲已有超过 2 亿人患有 COPD，预计 2020 年 COPD 将成为全球引起

第三大死亡原因的疾病。COPD 及并发症的治疗、频繁的住院给患者和社会产生了严重的负担，根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到 2020 年 COPD 在中国的疾病负担中将排名第一，在世界的疾病负担排

名第五。目前，COPD 已经成为全球公共卫生健康的重大难题，因此对该疾病的了解、预防及治疗

亟待普及。肺康复治疗作为稳定期 COPD 管理非药物治疗的重要内容，主要针对 COPD 患者及家

庭进行多学科相关锻炼和教育、立足社区，尤其适合中国国情。 

1、肺康复定义及对稳定期 COPD 治疗作用 

肺康复是以循证为基础，对伴有症状和日常活动能力降低的慢性肺疾病患者采用多学科的个体化综

合干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一种以进行性持续性气流受限为特征的可以预防和治疗的疾病，该疾

病相关的呼吸困难、骨骼肌功能障碍及活动耐力下降等症状进一步导致生活质量低下，如不能控制

这些症状，最终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肺康复治疗可以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减轻 COPD 患者症状

（呼吸困难、疲劳），改善运动耐力、外周骨骼肌功能和提高生命质量，甚至可能延长生存时间等

使 COPD 患者获益。 

2、肺康复治疗稳定期 COPD 方案 

肺康复作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全球倡议 2016 版推荐治疗稳定期 COPD，主要方案包括：肺康复治

疗前评估、健康教育、运动训练、营养干预、心理支持等，总结了肺康复治疗的步骤及获益。 

3、COPD 急性加重期的肺康复治疗 

COPD 急性加重期（AECOPD）是一种急性起病过程，主要指患者临床症状（呼吸困难、咳嗽和/

或多痰）加重，这些变化超出了正常的日间变异[5]。AECOPD 不仅能够加速肺功能恶化、使患者运

动耐力及生活质量降低，而且也是患者不定期住院治疗的主要原因，增加患者家庭经济负担，使病

死率增加。即使患者及时通过适当的药物治疗，其肺功能、生活质量也难以恢复急性发作前水平。

因此，对 AECOPD 的预防、早期发现和及时治疗及其重要。 

目前国内外大量临床研究显示：对 AECOPD 患者进行早期肺康复治疗是安全可行的，能够提高患

者肺功能、改善运动耐力及生活质量。一项纳入 1826 例 AECOPD 患者的回顾性队列研究，在患

者病情缓解后 10 天内开始进行为期至少 4 周的康复治疗结果证实 AECOPD 患者早期给予肺康复

治疗的可行性，且能够改善患者运动耐力；Puhan MA[50]进行的一项荟萃分析，共纳入 432 例处于

AECOPD 恢复期患者，结果表示试验组（恢复期进行肺康复治疗）运动耐力、生活质量及住院率

均有显著改善；另一项回顾性研究针对未处于恢复期 AECOPD 患者进行肺康复试验结果也显示早

期 AECOPD 患者肺康复的可行性，且可以改善运动耐力，减少未来 30 天住院率；中国台湾一项

针对老年 AECOPD 患者研究显示 AECOPD 患者住院期间进行肺康复运动训练可以减轻症状及提

高护理有效性。虽然众多研究均显示早期肺康复使 AECOPD 患者获益，且有共识认为，为了降低

患者身体机能的下降风险，AECOPD 患者应尽早（住院期间或出院后 1 个月内）启动肺康复计

划，但对进行肺康复的时机及疗程仍无统一建议，因此尚需更多研究完善 AECOPD 早期肺康复治

疗。 

4、结语  肺康复治疗能够使 COPD 患者从多方面获益，如减缓肺功能下降、改善症状（呼吸困

难、疲劳等）、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等，越来越被患者及医务人员重视，被世界 COPD 防治指南所

推荐，但目前肺康复治疗 COPD 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对不同严重程度稳定期 COPD 患者治疗尚无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Puhan%20MA%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1975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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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方案、对 AECOPD 患者治疗时机、疗程等均有待进一步研究。而中国肺康复治疗仍处于起步

阶段，应不断完善，选择适应中国国情的肺康复实施方案，当下急需解决的问题则是如何普及 CO

PD 的相关知识，提高个人、家庭及社会的重视。 

 
 
OR-083 

广东省粤东地区全科医生岗位培训现状分析与对策 

 
邱卫黎 

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515031 

 

目的  探讨广东省粤东地区全科医生现状及岗位培训需求，为落实全科医生培训制度及稳定基层卫

生人才队伍提供科学的实证依据。 

方法  整群抽取 2014 年广东省粤东地区第四期全科医生岗位培训学员 110 名，应用问卷调查法，

了解该组全科医生的基本情况、工作现状、对岗位培训的认知，以及目前执业环境和岗位培训需求

等，并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和分析。 

结果  本组学员的学历职称偏低：大专以下学历占 72.73%；初级职称医生占 90.90%，其中助理医

生占 55.45%。学员中 95.45%没有接受过全科医学教育培训， 37.27%认为培训是因为工作需要。

对基层执业环境不满意主要包括:工作条件、工作环境、职称晋升和培训支持，分别占 60.0%、42.

7%、28.18%和 20.9%。专业知识与技能掌握不足主要包括：健康档案管理、辅助检查、妇儿保

健、心理治疗、营养健康、康复技术，以及伦理和社会问题等，分别占 82.73%、83.64%、80.0

0%、84.55%、85.45%、84.55%和 82.73%。 

结论  基层全科医生的学历职称偏低，执业环境较差，对岗位培训认知偏差，以及专业能力不足等

问题较为明显。提示政府部门需进一步加强政策导向，建立健全具有我国特色的全科医生培养长效

机制，要合理优化全科医生的执业环境，为基层卫生人才提供获得成就感的职业发展空间，用激励

政策留住人才、吸引人才。 

 
 
OR-084 

全科医生循证医学培训和评估的探索和研究 

 
牟金金 1 陆浩 2 方玉婷 1 

1.北京和睦家医院     2.青岛和睦家医院 

 

目的   培养和提高全科医生培训生的循证思维和循证实践的方法技能。 

方法  每月 1-2 次循证医学培训，分三阶段，每阶段 12 个月。培训内容包括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

方式多采用 workshop 和 journal club, 培训生运用循证的方法轮流做实践案例分享和文献阅读讨

论。采用 fresno test(一项标准的、客观的基于实践技能的用于评估循证能力的测评考试)作为阶段

考核方式，并对结果进行比较分析以评估培训生循证能力水平的提高与否。 

结果  8 名培训生同时参加了 2015 和 2016 年 fresno test 考核，2015 年平均分为 4.6 分（已按 10

分制换算），2016 年平均分提高近 2 分，为 6.6 分，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ICO（Po

pulation 人群, Intervention 干预措施, Comparison 对照, Outcome 结果）提问和循证计算（Calcula

tion）部分得分情况最好，平均得分率分别为 86.40%和 79.17 %；文献有效性(Validity)评估和证据

检索(Search)其次，平均得分率为 60.68%和 62.50%；对研究类型(Study design)的理解部分最

差，平均得分率为 51.25%。第三年的培训生总分和每部分的得分均高于其他组。第二年和第一年

的成绩区分度不大。第二年培训生对研究类型的理解平均得分率只有 36.67%；第一年培训生计算

方面相对薄弱，平均得分率为 66.67%。培训生循证案例分享共计 15 个。 

结论  以 workshop 和 journal club 为主，同时培训生作为分享讲者参与的循证培训可以提高全科医 

生培训生的循证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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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样本量小，培训生基线水平不一，会干扰培训效果的评估；回顾性分析受记录资料不完善的

限制，在培训的时长和参与程度方面不能给出更细致的参考。Fresno test 虽能较好地评估循证技

能，但对于是否真正提高全科医生诊疗水平和改善患者的诊疗结果，仍需探索。 

 
 
OR-085 

上海市社区医生健康教育实施现状及健康教育需求分析 

 
朱静芬 1 施榕 2 杨颖华 3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2.上海中医药大学    3.上海人口视听国际交流中心 

 

目的  了解上海市社区医生开展健康教育工作的现况及存在问题，并对其健康教育培训的需求进行

分析，为今后社区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和社区医生健康教育能力的提高提出建议。 

方法 按照分层随机抽样原则，抽取上海市 10 个区县 42 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123 位临床医生，

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 

结果 健康教育工作在社区医生的日常工作中所占的比重平均为 28.01%(±16.37%)，主要健康教育

开展形式为宣传材料的发放（91.1%）、面对面咨询（90.2%）、群体讲座（89.4%）、个体行为

干预指导（83.7%）。调查对象认为目前开展社区群体性健康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为“医务人员缺乏

时间和精力”（81%）、“居民不愿意配合”（67.8%）、“开展形式单一”（60.3%）。调查对象中 35.

8%的社区医生从未接受过健康教育课程或技能的培训，且 85.4%的对象认为有或很有必要进行健

康教育能力的培训。 对有关健康教育内容培训的需求调查发现，培训内容主要与慢性病和健康管

理有关，分别为慢性病患者的行为干预（104 人，84.6%）、健康管理及健康监护（92 人，74.

8%）、疾病危险因素预防（87 人，70.7%）、及其他（2 人，1.6%）（营养学）。 对未来健康教

育的培训方式，调查对象的选择以实践教学为先。 

结论 健康教育工作已成为上海市社区医生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社区健康教育开展形式呈多样

化，社区医生自身对于健康教育培训有一定需求，有关部门需开展针对性培训，尤其加强实践教

学，并密切结合社区医生的实际工作，以提高社区医生的健康教育能力。 

 
 
OR-086 

LAP 与 PEI 评估全科医生临床思维和应诊能力的异同 

 
陈丽芬 1 贾建国 1,2 路孝琴（通信作者）2 

1.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列斯特评估全集（Leicester Assessment Package，LAP）和勉励病人自强评估量表（Patient Ena

blement Instrument，PEI）是两个从不同角度评估全科医生应诊能力的工具。了解它们的异同，进

而发挥各自优势，将有利于更加客观、准确地评估全科医生。 

1. LAP   

LAP 最早是由 RC Fraser(1)于 1994 年提出，并对其有效性、可靠性及内部结构权重比例等进行了

充分的论证，之后逐步成为全科医生培训的应诊过程中或培训结束后评价其应诊能力的有效工具。

它不仅可以作为形成性评价的工具，也可作为应诊能力的总结性评价工具；不仅适用于真实诊疗场

景/模拟诊疗场景下全科医生应诊能力的评价，也可用于诊疗录像中全科医生诊疗能力的回顾性评

价。 

LAP 由七个部分、39 个条目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病史采集、患者管理和解决问题三个部分。随

着各国对全科医生应诊能力重视程度的加强，LAP 也出现了许多改良版本，但多是对其中的细化评

价条目进行了细微的调整，如经过改良之后评估的主要内容改为五或六个方面，将细化条目改为 2

8 或 35 个等，LAP 的核心设计没有改变。2015 年由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 

院引入大陆地区，并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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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EI 

PEI 首先于 1997 年由 Howie JG 提出（United Kingdom），2002 年由 Pawlikowska 发展到波兰

（Poland），2008 年由 Ozvacic 发展到克罗地亚（Croatia），2010 年由 Cindy LK Lam 发展了中

文版，用于中国香港人群，2011 年由 Hudon 发展到加拿大（Canada），2012 年由 Satoko Kuros

awa 展了日本版，用于日本人群。目前中国大陆尚无这方面的研究。 

PEI 通过测量患者看全科医生后的感觉良好状态，了解并解决他们自己的身体条件和促进自己更加

健康等方面来评估全科医生的接诊病人的结果。勉励病人自强（Patient 

Enablement）即患者对全科医生共鸣的认知。多重病症、慢性病以及精神心理压力与之成反向作

用，全科医生的共鸣与之成正向作用。Patient Enablement 正向作用于生活质量。勉励病人自强

（评价咨询质量）不等于患者满意度（评价预期达到程度），它主要包括两个组成因素：处理疾病

和保持健康（Q1-4）和自信和自主能力（Q5-6）。 

3. LAP 与 PEI 的区别、联系和各自侧重点 

二者的目的相同，即评估全科医生的应诊能力和质量。二者在提出时间、大陆引进时间、指标、评

估主体、评价方式、应用场景、客观性、重复性方面存在不同，且二者的影响因素也存在很大差异

（详见下表）。 

4. LAP 和 PEI 的应用 

LAP 多用于全科医生、医学生、全科专业研究生和规培全科医师岗位胜任能力的形成性和总结性评

价，由经过培训的评估者完成；全科医生在前次评估的基础上，经过学习、实践、改正后，可以再

次进行评价，以不断提高其应诊能力。PEI 主要通过患者看医生后的主观感受来评价全科医生的应

诊能力及其效果，通常为即时性。 

 
 
OR-087 

英国全科医学培训中工作场所评估与电子档案概述及启示 

 
姚弥 1,2 齐建光 1 迟春花 1 

1.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学系 

 

本文探讨了英国全科培训中工作场所评估及电子档案，描述了英国全科医学培训中要求培训生具备

的 13 项核心岗位胜任力，以及 360 度评估、患者满意度调查问卷、问诊观察工具评分表、病例讨

论、迷你临床演练评估和临床带教老师评估报告等 6 套考核工具。结合我国现状，为改善当前全科

医学培训评价和考核体系提出建议。 

 
 
OR-088 

健康行为养成训练对社区居民健康素养形成的作用 

 
郝佳佳 1 贾建国 1 

1.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2.首都医科大学基层实践基地 回龙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目的  研究健康行为养成训练对社区居民健康素养形成的作用。  

方法 选择回龙观社区 100 名常住居民为研究对象，分析居民训练前后的调查问卷、生化全项，对

健康行为养成训练进行评估。 

结果 训练前后比较，在正常血压、正确洗手知识、正常血糖值、每日摄盐、摄油量、运动量、及

定期体检方面有差异，P<0.05，有统计学意义。训练前后比较，在少盐、清淡饮食，每三月更换

一次牙刷，不滥用抗生素，选择合理的治疗方式，定期体检，每周运动，定期检测血压、血糖，控

制饮料摄入量，合理用眼方面两者有差异，P<0.05，有统计学意义。前后比较，在血肌酐、血尿

酸、血糖、血脂方面比较，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健康行为养成训练可有效的提高居民的健康素养，与我国国情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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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89 

自我效能感下降对回龙观地区老年人营养状况的影响 

 
郝佳佳 

1.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2.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目的  了解回龙观地区 60 岁以上老年人营养状况及影响因素，为制定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方法 对回龙观地区 420 名 60 岁以上老年人进行个人深入访谈，访谈的内容包括健康状况、生活方

式和营养状况等。 

结果  420 位老年人中，具有营养不良风险者 101 人，占 24.0%；营养不良者 9 人，占 2.1%；营

养状况良好者 310 人，占 73.9%。 

结论  回龙观地区 60 岁以上老年人营养状况不容乐观，且存在一定程度的营养不良风险，有必要全

面普及日常行为知识，加强营养健康指导。 

 
 
OR-090 

以健康为中心的社区综合卫生服务模式探讨 

 
孟仲莹 

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122 

 

目的  探讨以健康为中心的社区综合卫生服务模式。  

方法  回顾和总结 2010 年以来上海浦东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施以健康为中心的卫生改革，通过

重视硬件投入，改善卫生服务环境；开发专用软件，强化信息建设；依托社区力量，重视团队协

作；开展卓有成效的中医药特色服务；积极探索、创新服务新举措、新模式等举措，加强社区综合

卫生服务。 

结果  中心开拓性的社区卫生服务得到了社区居民认可和好评，以健康为中心的一系列服务新举措

初见成效，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将“中心”作为健康保健的首选。 

结论  探讨以健康为中心的社区综合卫生服务模式有益于促进社区卫生服务的改革与发展，有利于

保障和提升社区居民的健康水平。 

 
 
OR-091 

关于丽水地区加快推进分级诊疗的几点建议 

 
雷李美 

丽水市人民医院 323000 

 

新医改推行分级诊疗，丽水地区启动分级诊疗试点工作以来，医疗供需错配积重难返，现阶段分级

诊疗困境重重，主要表现为基层医疗机构人才匮乏、基层医疗机构设备和设施配备不够、医保价格

杠杆倾斜力度不大、双向转诊渠道不通畅、缺乏认可程度与监管机制、医疗信息化建设落后等方

面。，针对目前存在困难，提出几点建议。如：加快人才引进、培养机制，扩大医技人员编制；加

强基层医疗单位内涵建设；加大分级报销之间的等级差异；完善双向转诊制度，优化双向转诊流

程；加强信息化网络建设等以加快推进分级诊疗，从而构建有序就医，合理利用基层的医疗资源，

才能解决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门可罗雀”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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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92 

浅谈老年体位性低血压的全科管理 

 
韦晓洁 单海燕 刘骜 贾芮 于晓松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全科医学 110001 

 

体位性低血压（OH）是影响老年人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常见问题之一，与晕厥、跌倒、骨折及心脑

血管疾病等发生有关，是老年人致残或死亡的相关危险因素，且严重增加社会经济负担。全科医生

作为各年龄群体健康守门的第一人，更会接触绝大多数老年 OH 患者。因此，早期识别、关注和管

理 OH 患者意义重大。本文将从全科医学/生的角度浅谈老年 OH 的健康管理。 

 
 
OR-093 

劝业场街社区卫生中心实行家庭医生责任制的思考 

 
马宁 

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020 

 

目的  探讨劝业场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施行家庭医生责任制后的成效与遇到的困难。 

方法 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位于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区域，中心下设 4 个社区卫

生服务站，有 4 个全科医生服务团队，覆盖和平区劝业场街居民，为辖区居民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

务及 18 项公共卫生服务。家庭医生责任制开展后很好地促进社区卫生服务发展，提高创新发展的

能力，加快诊疗制度改革，改变传统诊疗模式，发挥基层医院的作用，社区居民本着自愿的原则与

家庭医生签约，通过家庭医生系统全面的诊疗服务，逐步提高慢性病管理成效。 

 
 
OR-094 

上海某社区开展家庭医生制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张宁 周跃 张贤 

上海市徐汇区天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031 

 

2012 年起，上海市徐汇区天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启动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进行有序探

索。通过对主要做法、群众意见、存在的问题及工作建议进行总结与探讨，旨在为社区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提供参考。提出理顺协调机制、优化服务内容；提升服务内涵、提供个性化服务；完善服务

体系及支撑体系的建设，培养社会志愿者等内容为做好做实家庭医生服务工作下一步发展的重点。 

 
 
OR-095 

“3+2”助理全科医师培训合格者在其岗位服务中的 

患者满意度调查分析 

 
刘艳丽 路孝琴 孙晨 陈丽芬 赵雪雪 杜娟 贾建国 

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100069 

 

目的  了解“3+2”助理全科医师培训合格学员回到助理全科医生岗位后患者对其服务满意度情况，以

促进培训质量提高提供依据。 

方法 自设患者满意度问卷，对北京市 2013 级“3+2”助理全科医师培训学员进行患者满意度评价。

每名学员由 30 名患者进行评估。学员的选择标准是（1）培训后回到原乡镇卫生院工作 6 个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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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2）工作在全科医学岗位、慢病管理岗位或病房；（3）有机会与患者进行直接接触并沟通的

学员。 

结果  本研究共对 91 名学员的患者满意度进行了调查，共发放问卷 2730 份，有效问卷 1879 份，

有效率为 68.8%。每名学员平均由 20.6 名患者进行评估。此次就诊患者对医生的总体满意度较

高，92.9%的患者表示对当天就诊医生很满意或比较满意。患者对就诊医生满意度评价的平均分为

4.42，各条目得分范围是 4.11-4.74。得分较高的前三个条目依次为医生解答问题的耐心程度、医

生对患者的关心程度以及医生对患者的尊重程度；得分较低的三项依次为医生让患者参与诊疗方案

的程度、医生告知药物副作用的程度以及患者对用药信息的掌握情况。大多数患者表示看病后，自

己对病情的了解程度、应对或处理所患疾病的能力以及自我维护 /保持健康的能力要很好于患病

前。 

结论  患者对 2013 级“3+2”助理全科医师培训学员的总体满意度较高，本研究反映了“3+2”学员良好

的医患交流沟通能力以及为患者提供满意的用药和生活方式指导的能力。 

 
 
OR-096 

北京市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团队式服务效果评价 

 
陈锐 1,2 孔慜 3 葛彩英 31 贾鸿雁 31 吴浩 31 郭爱民*1 

1.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3.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目的  探讨方庄社区家庭医生式服务团队服务效果。 

方法 分层随机抽取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8 个全科医生团队的签约病人 640 人，运用汉化的澳大

利亚全科医生评价问卷对其进行服务满意度评价，并调取此样本 2011-2015 年度的医疗花费进行

分析。通过调取方庄社区全科医生慢性病管理平台 2014、2015 年数据，分析全科医生团队服务情

况。 

结果  每支全科医生团队约签约 800 人，团队签约居民均以慢性病人为主，其中以高血压患者最

多，65 岁老年人约占团队签约人数的 30～40%。2015 年与 2014 年相比，各团队签约人数增加，

预约就诊数明显增加。高血压、糖尿病管理合格数明显升高（81.60%，82.72%）。640 名签约患

者在 2011～2014 年间，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次数和花费比例逐年增加，2015 年稍有回落（5

0.39%～58.18%，48.58%～56.39%）；但 2011-2015 年该样本人群的医疗花费、门诊次数等指

标环比增长率逐年下降，并于 2014-2015 年间出现负增长（27.60%～-2.02%，26.96%～-7.0

2%）。签约病人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全科医生服务、候诊时间、总体评价等方面满意度均达到

90%以上。 

结论  北京市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行家庭医生团队式服务后，慢性病规范管理率有效提升，慢

性病患者病情得到有效控制，签约患者满意度明显提高，患者就医选择逐渐向社区回流，医疗花费

得到一定控制，医疗成本得到了节约。这一模式在引导患者分级诊疗、控制慢性病人病情发展、节

约医疗成本等方面成效明显，值得在我国推广。 

 
 
OR-097 

家庭医生签约之我见--家医首次签约的 COACH 

流程设计思路汇报 

 
马岩 

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第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00021 

 

目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 4 月 18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三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以及 5

月 25 日七部委《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显示目前的全科医学即将进入“家庭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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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但是基层医生对到 2017 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 30%以上，老年人、孕产妇、

儿童、残疾人等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 60%以上的主要目标感到信心不足。 

方法  本文结合既往在社区卫生服务过程中家庭医生签约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根据医患沟通中的反

馈理论、服务中的可感知性理论、健康教育的信念模型理论以及信息传播中的强化理论提出家医首

次签约的 COACH 流程。 

结果  家医首次签约 COACH 流程的内容包括：第一步-- C（collect 收集健康信息）即家医签约的

绝非只是签订一纸服务合同，而是家庭医生服务的起点。在这一过程中健康档案以其特有的个人资

料完整性、筛查手段简单且耗时短的特性决定了在签约过程中最佳的健康信息搜集工具；第二步--

O（opt 签约医生选择最可能被接受的服务方向）即签约医生根据健康档案初步数据选择最可能被

接受的服务方向，并主动启动健康服务。在签约的同时对于更多的签约以及保证复签率是至关重要

的，因为只有患者可以感知的益处才能够促使患者更多地配合医生工作并主动在“他们的社交圈主

动宣传”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第三步--A（assess 可能的服务方向需求初步评估）即进一步搜集可能

的即刻服务相关内容的健康信息并进行以问题为导向的评估；第四步--C（confirm 确认服务对象接

受初步服务的意向）即签约医生与签约患者开展医患沟通，确定医生初步判断的服务方向是否正确

以及患者是否愿意立刻接受这样的服务。这一过程是沟通的反馈过程，目的是确认服务意向及服务

内容同时评估患者尊医性的发展方向；第五步-- H（help 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即提供服务是家庭

医生签约的长期任务，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结论  本文强调的是签约同时立即开始服务。并且从服务角度来多，每一次医患的接触都是一次新

的服务，因为患者的健康状况和健康需求都是动态变化的。家庭医生每次服务都要巩固前一次的服

务效果，更要开发新的服务内容。从这一角度上来说，COACH 流程适用于家庭医生每次的服务过

程中。 

 
 
OR-098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社区慢性病管理效果评价 

 
朱平 

1.海曙区白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海曙区卫计局社区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目的   海曙区通过开展家庭医生制签约服务工作后对慢性病患者管理效果进行评价，探讨家庭医生

制服务工作对于改善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管理效果及影响，为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制服务工作对于社

区重点人群的科学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对海曙区 8 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根据《家庭医生制签约家庭健康情况调查表》的内容

开展问卷调查。通过对新签约的家庭开展入户基线评估和签约一年后的效果评估。了解开展家庭医

生制服务前后健康知识知晓率、健康行为形成率、首诊社区选择率、慢性病随访方式及满意率的情

况等； 

结果 全区 8 家中心通过家庭医生制签约服务方式对慢性病患者开展签约服务一年后，签约对象的

健康知识知晓率、健康行为形成率和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满意率都有显著提高；对首诊社区选择

率及医务人员对慢性病患者的随访方式有显著改变； 

结论 海曙区开展家庭医生制服务工作能够有效提高签约慢性病患者健康知识知晓率、健康行为形

成率，提高居民对全科医生的信任度和依从性、追随率，为今后实施分级医疗、社区首诊、医保预

付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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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099 

北京市城区签约高血压患者服药依从性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张丹丹 刘英杰 杜娟 

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100069 

 

目的  了解北京市城区签约高血压患者服药依从性现状及影响因素，为今后签约居民慢性病管理提

供依据。 

方法  本研究于 2015 年 6 月-2015 年 9 月，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对来自北京市城区 4 个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 655 例高血压患者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共包括 4 项内容：基本情况调查、社会功能状

态调查、高血压相关知识调查以及服药依从性调查。社会功能状态调查采用的 COOP/WONCA 量

表，总分 35 分，累计得分≤14 分为良好,15～20 分为较差, ≥21 分为差；高血压相关知识调查是采

用自行设计的问题进行调查，总分 25 分，21≤总分≤25 分为知晓度高，16≤总分≤20 分为知晓度中

等，<16 分为知晓度低；服药依从性的调查采用的是 Morisky 等研制的 8 个条目 Morisky 服药依从

性量表，总分为 8 分，≤6 分为依从性差，>6 分为依从性好。在统计分析上，采用 spss17.0 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对高血压患者的基本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采用 χ2 检验对高血压者患者的服药依从

性进行单因素分析，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对高血压者患者的服药依从性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  本研究共发放调查问卷 655 份，回收有效问卷 653 份，其中服药依从性好的 359 例（5

5%），依从性差的 294 例（45%）。经 χ2 检验，高血压患者的年龄（χ2=6.075，p=0.048）、就

业情况（χ2=5.757，p=0.016）、月收入（χ2=14.858，p=0.005）、社会功能状态（χ2=24.704，

p=0.000）以及高血压相关知识知晓度（χ2=6.315，p=0.043）与服药依从性有关，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经 logistic 回归分析，社区高血压患者的服药依从性与就业情况(B=0.763，p=

0.009)、月收入情况(B=0.358，p=0.003)、社会功能状态(B=0.654，p=0.000)以及高血压相关知识

知晓度(B=0.230，p=0.034)有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北京市城区签约高血压患者服药依从性不高，在影响因素分析中，非在职人员服药依从性

高，且收入越高、社会功能状态越好、高血压相关知识知晓度越高，服药依从性越好。因此，应继

续加强社区高血压知识教育，强调坚持服药的重要性，从而提高社区高血压的控制率。 

 
 
OR-100 

社区全科家庭医师助理员的现状和展望 

 
迟海燕 

上海浦东新区潍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122 

 

随着全科家庭医师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为了更充分合理地发挥我们全科医师的能力，更好地服

务于社区居名，作为上海浦东新区潍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名全科医师，我身边多了一位帮手---

-家庭医师助理员，在这里，我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中心家庭医师助理员的目前的工作情况以及对他

们未来工作的展望。 

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社区居民十万人左右，每位家庭医生管理两千多名居民，目前的家庭

医师助理员由熟悉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护士担当，三位家庭医师配备一位助理员，主要负责协助我

们完善社区居名的健康档案，安排签约患者的预约转诊，完成社区慢性病的随访和重大疾病的早期

筛查，协助完成社区每年一次的 65 岁以上老人的健康体检。我的助理员每周会有两个上午的时间

跟随我的门诊，在门诊，她会在我身边协助我为患者测量血压、体温，同时完善每一位患者的健康

档案；协助我向患者解释有关签约、转诊的问题，进一步完善签约工作，同时对需要转诊的患者进

行转诊安排；发放 65 岁以上老人健康体检卡及社区大肠癌早期筛查的采样管；下午，她们会电话

随访高血压及糖尿病患者。 

目前，她们的工作经过调查论证，的确给我们全科家庭医师的工作带来了很大帮助，可以让我们把

更多精力集中在对患者的诊疗工作上，同时，对社区卫生服务各项工作更好地落实也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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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一线的全科家庭医师，我很高兴能作为改革试点的排头兵，我们作为试点单位还要不断总

结经验，发现自身的不足，希望越改越好，以便给大家更多的经验分享，在此，我提出几点个人对

家庭医师助理员未来的展望。 

首先，在人员配备方面，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最好每一位家庭医师配备一位助理员，这样，我们医

生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疾病的诊疗方面。所以，鉴于中国人口众多的国情，我们全科医师每天除了

面对诊疗工作，还有许多宣传和解释工作要完成，要加大家庭医师助理员队伍的培养，否则，如果

不能将家庭医生从除医疗以外的繁杂事务中解脱出来，社区医疗服务效果很难达到理想水平。 

其次，要提升助理员自身的专业素养，目前多数助理员是护士出身，可能对疾病的诊疗常规知识有

所欠缺，建议今后设置助理员相关的职业标准，不但是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还能更好的帮助医生完

成工作。比如说，一些高血压或糖尿病患者，血压或血糖控制稳定，只是常规来配药的复诊患者，

只要在助理员处开具处方即可，而把更多的时间留给病情有变化，需要和医生更多交流沟通的患

者。 

最后，建立一套完善的考核激励制度，充分调动家庭医师助理员的工作积极性，让广大社区居名充

分认识和接受这个职业，经常会有一些患者会对我身边的这位助理员表示疑问，不知道她们到底是

做什么的，助理员们遇到这种情况时，自己也很尴尬，期待今后每家社区医院里都有一个叫得响亮

的职位—家庭医师助理员，让他们更好地和家庭医师配合，充分发挥团队合作的优势，把全科家庭

医师工作做得更好！ 

 
 
OR-101 

上海市全科医生工作满意度调查 

 
王健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了解上海市全科医生工作满意度现状，为医疗机构制定职业激励机制提供参考。 

方法  利用明尼苏达满意度量表（短版）和自行设计的职业满意度调查问卷对上海市社区全科医生

进行调查和统计学分析。 

结果  调查覆盖上海市 17 个区县、223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1041 位全科医生。调查结果显示，

研究对象的工作满意度总得分为 69.63±10.44 分；全科医生工作满意度最高得分为工作道德价值和

团队工作，最低得分为工作状态和工作报酬与工作量；20%的全科医生认为目前的执业环境极为恶

劣；58.4%的全科医生认为目前的工作量很大或较大；21.8%的医生感觉较有成就感；69.8%的全

科医生的月收入在 3000-5000 元之间，而受调查的全科医生表示理想收入为 10000 元（中位

数）；对工作岗位不满意的全科医生占 37.4%，不满意的主要原因为收入少（94.3%），其他原因

还有业务得不到提高（64.3%）、工作条件差（47.7%）、职称得不到解决（37.3%）等；9.7%表

示有机会将离开单位去从事别的行业；中心城区的医生对晋升机会满意的比例低于郊县的医生。 

结论  上海市社区全科医生工作满意度不高。如何进行职业激励，提高他们的工作满意度已成为当

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OR-102 

北京市社区妇女保健服务能力调查 

 
孙艳格 闫岩 吕凯敏 李超 邢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00045 

 

目的  通过调查了解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妇女保健的服务能力，评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是否能

够承担社区妇女保健服务相关任务，为将来更多的社区妇女保健服务纳入社区管理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分为两种，通过针对机构的问卷了解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妇女保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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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及目前提供的妇女保健服务内容；通过针对全科医师的问卷了解全科医师妇女保健相关服务能

力。 

结果  本次共调查北京市 13 个区县的 99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其中，中心城区 58.6%（58/9

9），远郊区县 41.4%(41/99），调查全科医生 72 人。调查结果如下：1.妇女保健服务模式： 78.

8%（78/99）有专门的妇科医生，78 家中心中，44.87%（35/78）有独立的妇科门诊；38.46%（3

0/78）妇女保健科兼妇科疾病的诊疗工作；11.54%（9/78）妇科医师在保健科工作，仅从事孕妇

建档、叶酸发放等保健工作；5.1%（4/78）是妇科医生在全科门诊工作。2.妇女保健服务项目及设

备情况：目前开展宫颈癌筛查、乳腺癌筛查、计划生育手术、更年期妇女保健、产前检查等项目比

例分别为 47.5%（47/99）、55.6%（55/99）、28.3%（28/99）、36.4%（36/99）、36.4%（36/

99）。开展彩色超声检查、妇科经阴道超声检查、乳腺超声检查、超声骨密度检查、电子阴道镜检

查等项目的比例分别为 85.9%（85/99）、39.4%（39/99）、78.8%（78/99）、50.5%（50/9

9）、18.2%（18/99）。3.全科医生开展妇女保健服务状况：52.78%（38/72 人）全科医生开展关

于妇女保健的健康教育工作，54.17%（39/72 人）的全科医生接诊妇科疾病患者，接诊疾病种类排

位前 3 的疾病是生殖道感染性疾病、更年期综合症、月经失调，分别为 92.31%、82.05%和 58.9

7%。4.关于妇科相关技能的掌握:全科医生妇科检查熟练掌握率仅 4.17%(3/72)，宫颈刮片熟练掌

握率仅 2.78%(2/72)。5.关于接诊妇科疾病患者： 31.94%（23/72）全科医生不愿意，原因中排位

前 3 的是全科医生妇产科基础薄弱(86.96%)、无检查设备（43.48%）和妇产科风险太大（30.4

3%）。 

结论  北京市大部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具备提供妇女保健服务的能力，全科医师妇女保健相关水平

有待提高。 

 
 
OR-103 

上海市某城市社区基于家庭医生制服务的 

家庭健康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朱兰 1 黄逸敏 1 顾丹 1 傅华 2 

1.上海市徐汇区斜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目的   探讨构建上海市城市社区中科学、可行的家庭健康评估指标体系，为在家庭医生制服务下开

展针对性的社区分类分层健康管理提供依据。 

方法  在文献回顾和专题讨论的基础上，初步制定指标体系框架并编制专家咨询问卷。遴选上海市

21 名从事全科医疗、专科医疗、卫生行政管及 公共卫生管理的专家，进行两轮改进的德尔菲专家

咨询，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及意见汇总，确立评估指标体系。 

结果  构建的评估指标体系指标含一级指标 5 项，二级指标 16 项，三级指标 59 项。一级指标家庭

基本资料、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家庭资源、成员健康状况的权重系数分别为 0.1996、0.1975、0.

2017、0.1850、0.2162。两轮咨询中专家积极系数均为 100%；专家权威程度分别为 0.867 和 0.8

80；指标重要性的协调系数分别为 0.294 和 0.415（P＜0.05），可操作性的协调系数分别为 0.32

0 和 0.402（P＜0.05）。 

结论  采用德尔菲专家咨询法构建的指标体系，可为家庭医生在同类社区中开展家庭健康评估工作

提供工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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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104 

社区综合干预对失能老人家庭照顾者健康行为 

及健康自评影响研究 

 
徐薇 

东城区和平里社区卫生站 100102 

 

目的  探索社区综合干预对失能老人家庭照顾者健康行为以及健康自评的影响。 

方法  从北京市东城区采用方便抽样选取 2 家社区卫生服务站，选取 120 名失能老人家庭照顾者作

为干预组，实施为期 6 个月的社区综合干预，另外 1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选取 121 名失能老人的家

庭照顾者作为对照组。在干预前和干预 6 个月后，分别对干预组和对照组的健康行为（每日锻炼时

间、每日放松时间）、健康自评情况以及照顾知识和技能进行评价。 

结果  ⑴干预使每日锻炼时间延长了 0.491 小时，每日放松时间延长了 0.837 小时，且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01）。⑵干预对健康自评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P>0.05）。⑶干预后，干预组照顾知

识和技能得分明显提高，干预使照顾知识和技能得分提高了 50.781 分，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

01）。 

结论  社区综合干预措施提高家庭照顾者的照顾知识和技能，增进了家庭照顾者的健康行为，但未

发现干预措施对自评健康状况的影响。 

 
 
OR-105 

不同人群死亡态度研究 

 
曹文群 

上海市静安区静安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040 

 

静安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自 2012 年 8 月起作为上海市首批试点单位之一开设舒缓疗护科，同

时开展居家及住院舒缓疗护服务。中心收治的病人全部为各类晚期癌症患者。 

为了了解临终关怀过程中各方人员的心理需求，我们首先对中心的所有医护人员、社区内前来就诊

的居民及舒缓病房收治的晚期癌症患者的家属进行了问卷调查。由经培训的调查小组阐明调查目的

和内容，在目标对象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发放问卷，在其填写后当场回收检查，如有遗漏则及时补

齐。共发放 386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361 份，有效回收率为 93.5%。其中病人家属 46 人，医护

人员 102 人，社区居民 213 人；男性 139 人，女性 222 人；青壮年人（60 岁及以下）246 人，老

年人（60 岁以上）115 人。 

测量工具 

本问卷使用的测量工具为唐鲁等人修订的中文版死亡态度描绘量表（Death Attitude Profile-Revise

d，DAP-R）。该量表既包含了对死亡的负面态度，也包含了对死亡的正面态度，共 32 个题目

（如“想到自己会死亡，就会使我焦虑不安”），采用五级评分，从 1-5 代表“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

意”。题目均为正向计分，分数越高，则代表在该维度的认同度越高。五个维度分别是：趋近接

受，认为死亡是通往极乐世界的大门，对死后的世界持积极态度；自然接受，认为死亡是人生不可

避免的一部分，既不欢迎也不逃避，只是简单地接受；逃离接受，认为人生充满苦难，唯有死亡可

令人解脱；死亡恐惧，指对死亡和濒死充满害怕的情感反应；死亡逃避，即对死亡本身或象征死亡

的事物采取回避的态度，尽量不去想有关死亡的事情。在本研究中，整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46，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 0.752-0.912 之间。 

结果  采用 SPSS16.0 对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分析了每个群体的死亡态度量表五个维度的得分差

异；其次对三个群体在每个维度的得分进行了比较；最后是对两个年龄组在每个维度的得分进行了

比较。 

患者家属、医护人员和社区居民的死亡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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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患者家属、医护人员和社区居民在死亡态度描绘量表每个维度上的得分 

图 1 显示的是癌症晚期患者家属、医护人员和社区居民在死亡态度描绘量表每个维度上的得分情

况。患者家属在五个维度上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F（4,225）=28.849，p＜0.001。事后多重比较

发现，自然接受维度得分最高（4.21±0.41），逃离接受（3.41±0.86）、死亡逃避（3.24±0.9

3）、趋近接受（3.06±0.77）得分居中，死亡恐惧（2.55±0.73）维度得分最低。同样，医护人员

在五个维度上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F（4,505）=50.662，p＜0.001。事后多重比较发现，自然接

受维度得分最高（4.21±0.41），死亡逃避（3.06±0.77）、趋近接受（3.05±0.59）、逃离接受（3.

02±0.71）得分居中，死亡恐惧（2.79±0.66）维度得分最低。而社区居民在五个维度上的得分也存

在显著差异，F（4,1060）=62.771，p＜0.001。事后多重比较发现，自然接受维度得分最高（3.6

7±0.65），死亡逃避（3.24±0.75）得分居中，而逃离接受（2.90±0.77）、死亡恐惧（2.85±0.7

2）、趋近接受（2.69±0.67）的得分最低。 

患者家属、医护人员和社区居民的死亡态度比较 

对每个被试在五个维度上的得分分别计算平均分，然后在每个维度上，按照被试类型进行比较，结

果如图 2 所示。 

注：* p＜0.05，下同 

图 2 死亡态度每个维度上三个群体的得分比较 

在趋近接受维度上，患者家属、医护人员和社区居民的得分之间有显著差异，F(2,358)=13.15，p

＜0.001。事后多重比较表明，患者家属（3.06±0.77）得分显著高于社区居民（2.69±0.67）得

分，医护人员（3.05±0.59）得分显著高于社区居民，患者家属和医护人员得分没有显著差异。 

在自然接受维度上，患者家属、医护人员和社区居民的得分之间有显著差异，F(2,358)=21.33，p

＜0.001。事后多重比较表明，患者家属（4.21±0.41）得分显著高于医护人员（3.97±0.48）得

分，患者家属得分显著高于社区居民（3.67±0.65）得分，医护人员得分显著高于社区居民得分。 

在逃离接受维度上，患者家属、医护人员和社区居民的得分之间有显著差异，F(2,358)=8.26，p＜

0.001。事后多重比较表明，患者家属（3.41±0.86）得分显著高于医护人员（3.02±0.71）得分，

患者家属得分显著高于社区居民（2.90±0.77）得分，医护人员和社区居民得分没有显著差异。 

在死亡恐惧维度上，患者家属、医护人员和社区居民的得分之间有显著差异，F(2,358)=3.44，p=0.

033。事后多重比较表明，患者家属（2.55±0.73）得分显著低于社区居民（2.85±0.72）得分，患

者家属得分和医护人员没有差异，医护人员得分和社区居民也没有差异。 

在死亡逃避维度上，患者家属、医护人员和社区居民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F(2,358)=1.93，p＞0.

05。 

青壮年人和老年人的死亡态度比较 

按照被试年龄划分，六十岁以下（含六十岁）为青壮年人，六十岁以上为老年人。在不同的被试人

群中，对青壮年人和老年人在各个维度上的得分进行比较，结果如表 1 所示。 

在患者家属中，老年人在死亡恐惧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青壮年人，其他四个维度得分没有显著差

异。老年人比青壮年人更加害怕死亡。在医护人员中，老年人和青壮年人仅在自然接受这一维度上

有差异，老年人的得分低于青壮年人，说明了老年人对死亡的自然接受程度较低。而在社区居民

中，老年人在自然接受、逃离接受和死亡逃避三个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青壮年人。 

表 1 患者家属、医护人员和社区居民青壮年人和老年人在各维度的得分（M±SD）及比较 青壮年人

老年人 t 患者家属趋近接受 3.13±0.732.83±0.871.16 自然接受 4.21±0.414.20±0.430.80 逃离接受 3.

34±0.873.62±0.82-0.93 死亡恐惧 2.43±0.712.94±0.69-2.05*死亡逃避 3.12±0.923.65±0.87-1.74 医

护人员趋近接受 3.05±0.602.97±0.150.24 自然接受 3.99±0.473.33±0.312.41*逃离接受 3.03±0.722.

93±0.230.22 死亡恐惧 2.79±0.673.00±0.57-0.54 死亡逃避 3.05±0.773.40±0.69-0.78 社区居民趋近

接受 2.65±0.682.73±0.66-0.90 自然接受 3.56±0.713.78±0.57-2.54*逃离接受 2.81±0.783.01±0.75-

1.98*死亡恐惧 2.86±0.792.85±0.640.03 死亡逃避 3.14±0.843.34±0.62-2.06* 结果显示，三个群体

的总体死亡态度是类似的，尤其是患者家属和医护人员在死亡态度不同维度上的得分模式是一致

的；但是，在每个维度上，三个群体的得分又是有差异的，尤其是在死亡的自然接受、趋近接受和

逃离接受维度。这说明在临终关怀中，不同的群体有着不同的心理需求，应有针对性地开展死亡教

育和临终关怀。同时也说明，临终关怀的对象不仅仅是临终患者，也包含了医护人员和家属，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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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普通民众。 

临终关怀对提高民众的生命质量有着重大意义。而要把这项工程做好，离不开政府的参与引导与广

大群众的支持。根据我们的研究成果和体会，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加大财政投入，完善硬件设施。 

第二，加强相关人员的专业培训，帮助他们掌握临终关怀的理论知识，建立起一支专业的临终关怀

队伍。 

第三，引导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参与到临终关怀当中来，在生理关怀的基础上，建立心理关怀

和精神关怀的整合模式。 

第四，在民众中开展死亡教育，改革传统死亡观念，推行适应时代的科学死亡观，为临终关怀在我

国的推广普及打好群众基础。 

 
 
OR-106 

居民个性化健康评估、指导、评价在家庭医生签约中的应用 

 
柴小玲 文兰英 

四川成都市郫县犀浦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11731 

 

目的  探讨家庭医生签约中居民个性化健康评估、指导、评价对健康行为形成的作用。 

方法  将 200 例建立居民健康档案的居民分为 2 组。100 例签约健康干预组和 100 例对照组。对照

组给予一般建档居民管理，签约干预组给予健康评估、指导、评价。观察两组健康行为形成情况。 

结果  给予健康评估、指导、评价的干预组健康行为形成优于对照组。 

结论  家庭签约服务进行个性化健康评估、指导、评价是形成健康行为的有效手段。 

 
 
OR-107 

三甲医院住院患者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知晓度和利用度调查 

 
戴冠群 王彤 成红艳 

江苏省人民医院普通内科 210029 

 

目的  了解三甲医院的住院患者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知晓度、利用度情况，并分析原因，发挥三

甲医院对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促进作用。 

方法  对于近一年内在我科（江苏省人民医院普通内科）住院的 600 名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内容包

括患者的一般情况，年龄、文化程度等，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知晓、利用情况，影响患者到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就诊的因素等。 

结果  三甲医院住院患者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知晓率为 75.4%，但就诊率较低，仅为 33.2%。影

响就诊率的主要原因是患者不信任社区医生的技术水平。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的患者平均年龄

为（62±18）岁，未就诊的患者平均年龄为（55±22）岁，二者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三级甲等医院的住院患者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功能缺乏了解，进而不信任且不选择社区就

诊。三甲医院的医生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动员并介绍慢性病患者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复诊，支持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建设，从而推动全科医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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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108 

基于区域平台的智慧医疗推进社区全科服务能力实践探索 

 
葛承辉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医院（天水武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10003 

 

目的   探索基层区域卫生信息化对于社区全科医疗服务能力的促进提升作用。 

方法  比较研究开展智慧医疗以来对区域卫生信息化平台的利用度，以及全科医疗服务数量、质

量、 患者感受度的差别。 

结果  自系统正式上线以来，中心在自助挂号、手机查询、诊间结算、 预约诊疗、平台转诊等方面

数据都有明显提高，全科门诊人次、病历规范率、影像诊断正确率都较往年同期明显提高，输液差

错率降低为零，患者平均等候时间明显缩短，接受健康教育时间明显延长。 

结论  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有助于提高医疗服务效率、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

降低医疗成本和风险。 

 
 
OR-109 

浦东花木地区患者对社区卫生服务的满意度及其关联因素 

 
尹华卿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204 

 

目的  调查了解花木社区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满意度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和总结对卫生服务满

意度的影响因素。 

方法 设计统一的调查问卷，随机对花木社区的居民进行调查，有效回收的调查问卷为 251 份，并

进行相关的统计分析，对其满意度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经统计分析显示，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总体满意度达到了 56.6%，其中，对健康教育的满

意度为 50.4%，对社区卫生服务态度及就诊距离的满意度高达 70%以上，对基本药品的价格满意

度较低，为 44.4%，且本次研究中，经 Logistic 分析，对药物质量、病情解释及内部环境和诊疗效

果、就诊询问为最主要的影响因素（P＜0.05）。 

结论  经本次研究真实，对社区实施卫生服务具有极大的作用，应继续加大社区卫生服务的宣传力

度，注意对基本药物价格等主要影响因素的改革，以此来加强社区健康教育工作，进一步完善社区

卫生服务，促进社区全面发展。 

 
 
OR-110 

浙江省双向转诊现状及问题分析 

 
朱露 任菁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310003 

 

通过对近年浙江省双向转诊相关数据的分析，描述目前浙江省双向转诊的现状及实施进展，分析浙

江省双向转诊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建议加强推广民众对双向转诊的认知，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

力，逐步完善“社区首诊、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的“守门人”制度，提高浙江省医疗资源的利用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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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111 

精准医疗现状及对初级医疗卫生保健的启示与意义 

 
顾泠萱 1,2 孙光福 1 张跃红 1 姚弥 3 

1.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全科医学在职研究生 

3.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目的  从美国提出“精准医学计划”开始，这一概念便引起了全球广泛关注。习近平主席也于去年提

出发展我国的精准医疗计划。本文将从精准医疗的发展背景、现状以及挑战等方面进行阐述。我国

精准医疗发展较为有限，主要集中于肿瘤、先天性疾病的诊治中。目前对于精准医疗如何应用于我

国初级医疗卫生保健，以及社区医院如何结合自身优势推行精准医疗发展并未引起关注讨论。为

此，本文将对精准医疗对初级医疗卫生系统的发展提出自我的见解。 

方法  本文对从万方、中国知网、pubmed 等数据库检索出的数篇国内外文章进行分析、概括、总

结。 

结论  目前精准医学仍处在发展中，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社区医院可结合自身优势，与周边三级

医院合作，采集到可供分析的临床标本与数据信息。于此同时通过优化升级医疗信息系统，实现数

据共享，整合分析为精准医疗发展提供可靠的信息数据库。 

结果   发展精准医疗我们不应盲目跟随欧美国家，制定一条适应我国国情的精准医疗发展路线。 

 
 
OR-112 

围绝经期及绝经后女性生命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对社区围绝经期 

和绝经后女性生活方式干预的可行性分析 

 
朱灵平 1 迟春花 2 白文佩 3 

1.深圳市龙华新区中心医院    2.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3.北京世纪坛医院 

 

目的  围绝经期和绝经后女性生命质量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但是缺乏系统的研究，本研究的目的

是为了研究影响围绝经期和绝经后女性生命质量的各种相关因素及其 OR（比值比），同时分析对

社区围绝经期和绝经后女性针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生活方式干预的可能性分析。 

方法 我们进行了一项横断面研究，研究的对象来自为 403 例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绝经门诊的女

性，年龄在 36-76 岁之间，研究的时间为 2012 年 9 月份至 2013 年 12 月份，研究所采用的调查问

卷为一个包含 mKMI 量表（Modified Kupperman Index），OABSS 量表（Overactive Bladder Sy

mptom Score），SF-36 量表的调查问卷，通过单因素 logistics 回归及多因素 logsitics 回归等统计

分析方法来探索其相关影响因素。 

结果  总共 320 位围绝经期及绝经后女性最后被纳入研究，纳入的对象年龄在 36-76 岁之间，平均

值为 52.55±5.96 岁，身高平均值为 159.99±5.70cm，体重为 61.37±8.47kg，BMI 为 23.91±3.14k

g/m2， QOL(SF-36)得分为 492.51±145.35，mKMI 得分为 21.72±9.79，OABSS 评分为 2.13±2.3

13。 

单因素 logistics 回归分析提示文化程度，现在吸烟，有被动吸烟史，冠心病，近 6 月性生活次数，

BMI，围绝经期症状持续时间，跳舞，mKMI 评分，绝经的消极态度，OABSS 评分，漏尿程度为 S

F-36 总分（QOL）的风险因素。 

对 SF-36 各维度进行单因素回归分析：影响 PF 的单因素有年龄，现在吸烟，骨质疏松，冠心病，

颈椎病，近 6 月性生活次数，围绝经期症状持续时间，规律锻炼缓解症状，mKMI，绝经的消极态

度，慢跑，快走，跳舞，游泳，打球，OABSS 评分；影响 RP 的单因素分别为年龄，近 6 月性生

活次数，BMI，围绝经期症状持续时间，mKMI，绝经的消极态度，慢跑，跳舞，OABSS 评分；影

响 BP 的单因素分别为高血压病，高脂血症，冠心病，身高，BMI，臀围，中药缓解症状，mKMI，

绝经的消极态度，慢跑，OABSS 评分；影响 GH 的单因素分别为身高，中药缓解症状，顺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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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症状，mKMI，绝经的消极态度；影响 VT 的单因素分别为被动吸烟史，冠心病，与丈夫生

活，mKMI，绝经的消极态度，OABSS 评分；影响 SF 的单因素分别为怀孕次数，mKMI，绝经的

消极态度，游泳，OABSS 评分；影响 RE 的单因素分别为文化程度，被动吸烟史，冠心病，近 6

月性生活次数，mKMI，绝经的消极态度，慢跑，OABSS 评分；影响 MH 的单因素分别为月收

入，现在吸烟，与家人交流缓解症状，mKMI 评分，绝经的消极态度，游泳，健身操，OABSS 评

分。 

多因素 logistics 回归分析提示现在吸烟， mKMI，绝经的消极态度，OABSS 评分为生命质量总分

的相关风险因素。 

对 QOL 各维度进行多因素回归分析：影响躯体功能（PF）的因素为年龄，现在吸烟，mKMI，OA

BSS；影响角色功能（RP）的因素为近 6 月性生活次数，mKMI，绝经的消极态度，跳舞，OABS

S；影响躯体疼痛（BP）的因素为身高，中药缓解症状；影响总体健康（GH）的因素为身高，中

药缓解症状，mKMI，绝经的消极态度；影响活力（VT）的因素为与丈夫生活，mKMI，绝经的消

极态度；影响社会功能（SF）因素为 mKMI，绝经的消极态度，OABSS；影响角色情感（RE）的

因素为被动吸烟，近 6 月性生活次数，mKMI，绝经的消极态度，OABSS；影响精神健康（MH）

的因素为 mKMI，绝经的极态度，OABSS。 

对 QOL 各维度与 mKMI 及 OABSS 评分各子项进行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如下：PF 维度里面潮

热，易激动、眩晕无统计学意义；在 RP 维度里面所有的 mKMI 各子项与 OABSS 评分各子项均有

统计学意义；BP 维度里面潮热，失眠，眩晕，夜尿次数无统计学意义；GH 维度里面失眠，易激

动，眩晕，头痛，皮肤蚁走感，既往泌尿系感染及 OABSS 各子项均无统计学意义；VT 维度里面

潮热无统计学意义；SF 维度里面潮热，皮肤蚁走感，性生活困难，昼尿次数均无统计学意义；RE

维度里面潮热，皮肤蚁走感，昼尿次数均无统计学意义；而 MH 里面潮热，皮肤蚁走感，性生活困

难，昼尿次数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围绝经期及绝经后女性的生命质量总分受到包括现在吸烟、mKMI 评分，对围绝经期所持态

度、OABSS 评分等风险因素的影响。年龄，近 6 月性生活次数，中药缓解症状是部分生命质量维

度的风险因素，跳舞及身高，与丈夫生活是该阶段的女性的生命质量的部分维度的保护性因素，感

觉异常、抑郁、疲乏、肌肉/关节痛、心悸对 MH 和 PH 各个维度均有影响，而潮热对各个维度的影

响并不显著，OAB 评分中的夜尿次数、尿急、尿失禁对该年龄阶段的女性的生命质量的精神健康

成分有重要影响。大部分危险因素均可能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生活方式干预，从而有可能提高

社区中该年龄段女性的生命质量。 

 
 
OR-113 

社区干预措施对老年人骨质疏松症的效果评估 

 
徐爱军 刘峰 韦红 王芳 朱正华 赵宝成 

南京市鼓楼区中央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10037 

 

目的  了解应用早期预防、针对性治疗对社区老年骨质疏松患者的效果评估。 

方法  干预人员由社区保健科及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医务人员组成，对辖区内高危人群进行健康宣

教，让其了解骨质疏松的定义，骨质疏松的危害性，并按时监测骨密度，筛查社区骨质疏松高危人

群,开展健康教育、饮食指导、适当锻炼、戒除不良生活方式、心理和治疗干预等措施。结合我院

从 2010 年至 2015 年近 6 年中干预及治疗的 10500 余例骨质疏松患者，并进行随访观察，对于骨

密度 T 值大于-1，对其进行健康教育，T 值-1 ~ -2.5，建议日晒及适度运动，饮食及适当药物补钙

治疗，对于 T 值小于-2.5，采用静脉滴注密固达（唑来膦酸），每年一次，对于出现骨折并发症的

早期采用手术治疗（出现腰椎骨折，可行椎体成形术，股骨颈及股骨粗隆间骨折，条件许可可行关

节置换治疗），避免由于患者长期卧床，容易导致肺部感染、泌尿系感染、褥疮、深静脉血栓（D

VT）等致命并发症。 

结果  骨质疏松已成为了一个严重影响老年人生命质量，并造成严重社会及经济负担的疾病。通过

随访，通过我院干预及治疗骨质疏松的患者所带给我们的启示，认为骨质疏松的社区预防，效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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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减轻患者痛苦，并可减少因患者长期卧床所带来的一系列并发症。我们针对骨质疏松的早期干

预及合理治疗，深得患者的认同及依从性。 

讨论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在人群中的比例不断增加，同时由于缺少运动和锻炼，见阳光时间的减

少，以及生活作息不健康，使骨质疏松的发生率不断增加。质疏松及其严重后果已成为威胁老年人

健康的主要问题。社区骨质疏松高危人群的干预是防治该病的基础。骨质疏松重在预防，预防的目

的：预防发生骨质疏松各种症状，预防已经发生的骨丢失更加严重，防止发生再次骨折。了解骨质

疏松潜在的危险因素并提前给予有效的干预措施,可能会在改善老年人骨痛程度、防止跌到后发生

骨折等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从而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减少因骨质疏松骨折后导致的老年人死亡率

的增加，也可节约家庭及社会的成本。筛查社区骨质疏松高危人群,开展健康教育,营养、生活方式

等综合社区的干预模式,探索适应国情的切实可行的低成本、广受益的骨质疏松防治策略需要我们

共同努力。 

 
 
OR-114 

居民到社区卫生服务就诊的主观意愿和客观情况 

 
李茜 1 廖晓阳 1 伍佳 1 罗丹 1 任倩 2 杨文豪 2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临床医学五年制 

 

目的  本研究以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主观态度和实际就诊情况为出发点,随机选取四川、福建、河

北、河南、云南、黑龙江、湖北、山西、陕西、上海等十个省级区域的城镇及农村居民,了解当前

社区卫生服务尚未得到广大居民青睐、及普及的原因，及社区卫生服务的便利性和不足之处，并提

出相关应对建议。 

方法 前期，在综合查阅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总结文献、分析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形成问卷。在保

证问卷的效度、信度的基础上，于 2015 年 7 月 18 日到 8 月 5 日期间通过预发放与实际发放两个

阶段完成 1700 份问卷调查。回收问卷后结合统计学方法，使用 SPSS22.0 对数据进行整理、分

析。 

结果  本研究共回收有效问卷 1264 份，其中男 565 人（44.70%），女 699 人（55.30%）；年龄

小于 20 岁 178 人（14.08%）、21-30 岁 401 人（31.72%、31-40 岁 203 人（16.06%）、41—50

岁 271 人（21.44%）、51—60 岁 89 人（7.04%）60 岁及以上 67 人（5.30%）；受教育程度较

高，大专以上 680 人（53.80%）；来自城市 1003 人（79.35%），农村 261 人（20.65%）。其

中 1.52.53%居民愿意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30.06%不愿意，而 17.01%尚不确定或不知道。2.

65.03%认为社区卫生服务给就医带来便利，14.32%认为无便利可言，20.65%并不确定或不知。3.

社区卫生服务便利的 4 个因素中，认为社区卫生服务就诊距离近、流程简洁、避免拥挤排队、咨询

便捷的人数依次为 810 人（64.08%）、734 人（58.73%）、639 人（50.55%）、717 人（56.7

2%）。4.参加过社区卫生服务健康宣传和教育的只有 219 人（17.33%），未参加过的高达 950 人

（75.16%）。并对居民的主观意愿和客观就诊情况分别进行性别、学历、城乡分层分析，寻找二

者间是否有差异，进一步分析影响居民接受社区卫生服务的因素。5.在患慢病，并到社区卫生服务

就诊的 431 人中，疾病知识增加的有 220 人（51.04%）、不变的有 99 人（42.46%）、减少的只

有 28 人（6.50%），健康意识增加的有 304 人（70.54%）、不变的有 55 人（26.68%）、减少的

只有 12 人（2.78%）；就诊依从性增加的有 207 人（40.08%）、不变的有 116 人（46.87%）、

减少的只有 22 人（5.10%）；生活习惯改善的有 243 人（56.38%）、无变化的有 126 人（43.7

2%）。 

结论  目前居民到社区卫生中心就诊的情感倾向偏低,其中生病时愿意到到社区卫生中心就诊人数仅

占 52.53%，实际接受过社区卫生服务的居民更少。这反映居民对选择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医还处

于谨慎观望的状态。认为存在如下原因,一是社区首诊制及双向转诊制不完善,导致社区卫生服务的

患者流失;二是可能受到对社区卫生服务的认知与情感倾向程度不局的影响。二是认可程度不够，

信心不足。但在居民的客观收益方面，接受社区卫生服务后，70.54%的居民感到健康意识明显提

高，56.38%的居民得到生活习惯的改善，这为疾病的一级预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而从长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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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居民疾病发生率。对策：1.加强社区卫生服务的宣传，从传统的电视报刊,到网络、手机客户端

加强宣传。2.加强社区卫生服务的人才队伍培训，从全科医生的诊疗水平，护士的护理水平,到职业

素养与人文精神培养。3.可与二、三级大型医院对接等提高队伍的诊疗水平。4.升级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的硬件水平。6.提高地理可及性,更加合理安排建立社区卫生服务的站点,缩短居民就诊所需的

时间成本与精力成本。7.宣扬科学的择医观,引导居民社区就诊，缓解大型医院"看病难"的顽症,引导

与建立居民"小病进社区"的科学择医观。 

 
 
OR-115 

江苏省基层全科医生岗位胜任力调查研究 

 
刘红 1 史卫红 2 乔学斌 2 

1.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   2.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目的   了解江苏不同地区乡镇卫生院及村卫生室全科医生岗位胜任力现状。 

方法  选取江苏省各市 23 所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 41 所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

站）共 608 名医生作为调查对象，采用自制问卷对医生的岗位胜任力情况进行调查，具体考察基本

医疗服务能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能力、人文执业能力、职业精神与素养以及教育学习能力等几方

面能力。采用 χ2 检验进行统计分析数据。 

结果  乡镇卫生院在常见病和慢性病的处理、全科医学团队协作情况、二三级医院工作经历、每周

自学时间、医学信息检索掌握程度以及开展新技术方面优于村卫生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1.

95, 11.815, 8.61, 22.991, 11.61, 17.039, 12.917, P＜0.05）；村卫生室在转诊服务、上门服务、

家庭健康评估、三类人群随访、计生宣教的开展、 所受投诉以及接受培训的机会上优于乡镇卫生

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784, 19.668, 9.814, 4.589, 4.885, 18.435, 21.928, P＜0.05）。 

结论  通过对江苏省各地区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全科医生岗位胜任力的现况调查和分析，评价全科医

生的综合素质，针对存在问题，提出加强江苏基层全科医生队伍建设的建议。 

 
 
OR-116 

上下级医院联动上海长风社区骨质疏松患者干预状况分析 

 
刘仲华 

上海市普陀区长风街道长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062 

 

目的  研究上下级医院联动上海长风社区低骨量病员干预的效果。 

方法  对上海市长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骨质疏松门诊 2012 年 10 月~2016 年 2 月期间就诊病员的干

预效果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期间就诊病员共 2029 例，其中 1317 例（64.9%）曾经 DXA 骨密度检测，756 例（37.3%）

曾经骨代谢生化检验，1492 例（73.5%）曾经药物治疗，经知情同意经过 8 个月（含）以上间期

的治疗进行双能 X 线骨密度诊断仪复查者 444 例。中心双能 X 线骨度诊断仪为 GE 公司 Lunar 

iDXA。 

341 例（16.81%）曾经上海市二三级医院双能 X 线骨密度诊断仪检查和/或骨代谢生化检验,其相关

医院包括 21 家三级医院和 12 家二级医院，其中病员数量较多的 10 家医院是市六医院（159

例）、华东医院（83 例）、华山医院（38 例）、瑞金医院（12 例）、中山医院（12 例）、光华

医院（10 例），市一医院（9 例）、普陀区中心医院（8 例），龙华医院（7 例）和长宁区中心医

院（6 例）。 

病员来源方式包括：二三级医院诊疗病员经医生建议下转的；经过上级医院检查明确治疗方案后病

员自行前往社区的；由社区医生上转进行有关检查后返回社区的，其中部分病员因伴有特殊疾病而

转向有相关特色专科的上级医院；少数病员在上级医院进行唑来膦酸盐或甲状旁腺素等药物注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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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而在社区进行基础药物口服治疗和疗效观测。 

骨质疏松门诊病员综合干预措施包括：健康教育，内容包括：积极预防跌倒、合理饮食补钙、摒弃

不良习惯、适量运动、适量阳光暴露和必要检查建议；药物干预方法包括：钙剂（碳酸钙 D3）、

活性维生素 D 和阿仑膦酸盐等，具体实施因人而异。 

干预效果判定：鼓励所有病员于原骨密度测定仪进行骨密度复查。骨密度干预效果判定分为上升、

维持和下降三档，上升为腰椎和股骨所有检查部位 2 次检查 T 值均高于首次或各部位变化为提高+

持平，下降为所有检查部位 2 次检查 T 值均低于首次或各部位变化为下降+持平，维持为所有检查

部位两次检查 T 值均相同或各部位高低变化并存。 

数据统计学处理使用 SPSS14.0 软件。 

经过合理间期进行骨密度复查的病员中，上下级医院联动干预病员 217 例，骨密度上升

137(63.13%)，维持 20(9.22%)，下降 60(27.65%)；非联动干预病员 227 例，骨密度上升

101(44.49%)，维持 37(16.30%)，下降 89(39.21%)。两组相比，联动干预组疗效优于非联动干预

组，差异具统计学意义（ p =0.00 ）。 

模拟分析现时医保“共负”模式下使用骨质疏松治疗药物的费用情况，病员在三级医院诊疗的个人经

济负担较社区医院高一倍以上，若加上挂号费等费用则差异更大。 

结论  上下级医院联动干预社区低骨量病员有利于充分利用不同级别医疗机构医疗资源，提高社区

病员疾病的干预效果，同时具有方便社区居民就近诊疗，减轻病员经济负担，减轻城市大医院诊疗

和城市交通压力以及降低老年人外出意外事故发生概率等良好效应。 

 
 
OR-117 

基于区域信息化平台的以全科医生团队为基础的 

分级诊疗模式探索 

 
臧国尧 方力争 陈丽英 戴红蕾 朱文华 卢崇蓉 陈建华 裘力锋 李利 晁冠群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全科医学科 310016 

 

目的   建立基于区域信息化平台的以全科医生团队为基础的分级诊疗模式。 

方法  建立基于区域信息化平台（纳里健康云平台）的以全科医生团队为基础的分级诊疗模式得到

了医院和社区等各级领导重视和支持，通过纳里健康云平台医生端 App 服务，基层医院全科医生

遇到疑难病例，可以随时随地在线邀请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全科专家在手机端进行会

诊，全科专家医生利用碎 片化时间通过手机查阅病历资料后提出会诊意见传递给基层医生，需要

时通过电话与患者或申请医生进一步沟通。 

结果  通过纳里健康云平台，使得上下各级医院全科医生密切合作，形成全科医生团队为基础的分

级诊疗模式代替以往的医疗行政部门的主导地位的会诊模式，使全科医生团队融入病人临床诊治全

过程。2015 年 5 月-2016 年 4 月 1 年期间共从社区医疗服务中心全科医师通过纳里平台会诊而来

的病人 239 例，男 110 例，女 129 例。年龄 1.5-92 岁，平均年龄 54 岁。 

结论  基于区域信息化平台的以全科医生团队为基础的分级诊疗模式运作顺利，实践证明了新模式

是可行的、操作性强的、适应社会需求的。基于区域信息化平台的以全科医生团队为基础的分级诊

疗模式的建立能达到疾病诊治的同质化服务，引导一般诊疗下沉到基层，逐步实现社区首诊和分级

医疗，为国家医改政策提供很好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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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118 

家庭医生在高龄失能老年人健康管理中作用 

 
李燕敏 

徐州医科大学 221003 

 

高龄老年人人数不断增长，其各项生理功能减退，易罹患多种慢性疾病，丧失生活能力，需要长期

照顾体系。家庭医生通过与老年人建立稳定、有序、连续服务的健康保健关系，提供精细化、个体

化服务，对老年人的健康实行全程管理，并且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实践人文关怀，提高失能老人

生活质量。 

 
 
OR-119 

新疆农牧区人群糖尿病流行特点及变化趋势研究 

 
胡济麟 1 李南方 1,2 周玲 1,2 张德莲 1,2 成秋燕 1 任映丽 1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高血压中心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高血压研究所 

 

目的  通过调查新疆同一地区不同时间点人群糖代谢异常情况，掌握该地区人群糖尿病流行特点及

变化趋势。 

方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分别于 2008 年、2015 年，针对新疆同一地区年龄≥25 岁的不同

民族人群，开展糖代谢异常现况调查。 

结果  （1）共调查 1561 人，其中：男性 675 人，女性 886 人；汉族 474 人，哈萨克族 276 人,蒙

古族 811 人。（2）2015 年该地区 25 岁以上人群空腹血糖增高的患病率为 6.22%（38/611），较

2008 年的 22.32% （212/950）有明显降低（P<0.001）。（2）2015 年汉族、哈萨克族、蒙古族

人群空腹血糖增高的患病率分别为 11.6%、2.4%、5.1%，与 2008 年 29.8%、24.5%和 15.4%相

比，有明显的下降（P 均<0.001）。（3）2015 年、2008 年该地区人群空腹血糖水平分别为

4.96±1.27mmol/L、6.17±2.32mmol/L（P<0.001）。（4）汉族、哈萨克族、蒙古族人群 2015

年、2008 年空腹血糖水平分别：5.36±1.36mmol/L、5.36±1.36mmol/L、4.81±1.09mmol/L 和

6.24±2.46mmol/L、5.91±1.87mmol/L、5.68±1.86mmol/L（P 值分别为<0.001，0.382，0.041）。 

结论  调查地区汉、哈、蒙三民族糖代谢异常检出率较 2008 年呈现下降趋势。  

 
 
OR-120 

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临终关怀的研究 

 
高畅 1 姚弥 2 迟春花 1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学系 

 

目的  中国正面临着快速老龄化人口和慢速普及的临终关怀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困境，在普及临终

关怀的过程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承担重要工作。本文通过对于我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临终关

怀方面研究现状及发展状况的了解，为促进我国临终关怀事业的普遍开展、实现在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进行临终关提出参考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方法  通过 CNKI、万方、维普网，三个数据库检索公开发表的有关社区开展临终关怀方面的期刊

文献，包括每个数据库收录文献的起始时间至 2016 年 8 月，获取全文，采用文献研究计量分析法

对符合条件的文献进行整理分析。 

结果  以社区和临终关怀为关键词进行检索，CNKI 数据库结果为 322 篇，万方数据库结果为 294

篇，维普网结果为 144 篇，对检索数据去重合并，下载全文后根据文章内容筛选剔除与主题不相关

的文献资料，最后获得符合条件的论文有 181 篇。从 2000 年第一篇文章开始，2000 至 2004 年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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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3 篇文章，2005 至 2009 年共 30 篇，2010 年至 2014 年共 92 篇，2015 至 2016 年 8 月共 46

篇。文章作者分布于 24 个省，主要分布于上海、广州、江苏及北京地区。分布杂志多达 92 种，有

25（13.8%）篇发表于核心期刊。研究对象包括：社区护理人员（7.73%）、社区医生（5.5

3%）、社区恶性肿瘤病人（33.70%）、社区临终病人(18.23%)、社区临终病人家属及居民（12.1

5%）、社区开展临终关怀的理论、模式、研究情况（22.65%）。研究内容涉及:临终关怀在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实践应用(46.96%)、社区开展临终关怀的模式分析（13.25%）、社区医护人员临终

关怀知识(4.41%)、社区开展临终关怀的需求及可行性调查(16.02%)、临终关怀在社区开展情况(7.

18%)临终关怀理论（12.15%）。论文类型有：理论著述(11.04%)、临床观察（23.20%）、调查报

告(25.41%)、文献综述(13.25%)、经验总结(27.07%)。 

结论  临终关怀服务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展迅速。研究对象从肿瘤病人逐渐扩展到所有社区临终

病人，从护理为主逐渐转向社区全科医生参与的共同服务。对于临终关怀的理论和模式构建研究也

在增加。现有的研究结论表明，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主体开展临终关怀既符合临终患者及家属的

需要，也可以节约经济费用，但缺乏进一步实施的具体方式和细则，缺少专业化培训的相关人员和

政策支持。而现有研究多局限在基于以往实践的回顾性分析总结，需要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明确符合

我国社区居民情况的临终状态的定义、社区临终关怀具体实施模式、社区医护人员临终关怀医疗能

力的培训标准以及探索临终关怀团队建设。在充分发挥社区全科医生能力的基础上，联合专科医生

及护理人员，共同促进临终关怀事业在社区的发展。 

 
 
OR-121 

关于探索天津市河东区医养结合模式发展调研报告 

 
王雅洁 张宏 鲁滨 王娜 

天津市河东区卫生计生委 300171 

 

目的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老龄人口的不断增长，养老已经日益成为一个影响中国未

来发展的重要社会问题。2013 年国务院提出“医养结合”的概念，促进医疗卫生资源进入养老机构、

社区和居民家庭，全区积极开展医养结合工作，积极探索未来的发展方向。 

方法 分析医养结合四种医养结合模式，通过国内外医养结合现状的对比，结合天津市河东区医养

结合基本情况，积极探索医疗卫生机构特色养老服务。 

结果  在天津市河东区医养结合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探索全区医养结合做法，发现医养结合发

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结论  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全区实际情况，提出天津市河东区医养结合发展养老事业的建

议，从而明确未来全区医疗卫生机构特色养老服务的发展方向。 

 
 
OR-122 

医养结合模式中全科医生在居家养老中的作用 

 
曹立春 

天津市北辰区大张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405 

 

北辰区大张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天津市医养结合试点，整合医疗资源，以全科医生为主体

的家庭责任医生签约服务，让多病、失能的老人安享有尊严的晚年，符合我国“未富先老”的社会特

点。我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还不够发达、物质条件尚不充裕的情况下到来的，因此，单靠政府的

力量来发展养老福利事业是不现实的。居家养老服务具有成本较低、覆盖面广、服务方式灵活等诸

多优点，它可以用较小的成本满足老年人的服务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家庭责任医生的有效服务能

够满足老年人家庭养老对于疾病管理、健康照顾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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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123 

Kessler10 量表评价城中村居民心理健康 

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研究 

 
黄智前 1 陈蕾 1 黄琴娣 1 黄吟 2 邓泉 1 

1.深圳市龙岗区第七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    2.深圳市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药学部 

 

目的   了解城中村 16 岁及以上居民心理健康状况与生活方式相关性。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 660 名居民，采用 Kessler10 量表和自制问卷进行回顾性调

查。 

结果  67.12％城中村居民心理健康状况处于良好状态，18.18％居民心理健康状况处于一般状态，9.

85％居民心理健康状况处于较差状态，4.85％居民心理健康状况处于差状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9.46,P P＜0.05）。居民心理健康状况与生活方式中的体育锻炼、饮酒情况、就餐情况有相关

性（X2=57.16、19.80、32.62，P 均＜0.05），与吸烟情况无相关性 (X2=13.42，P＞0.05)。 

结论  居住在城中村居民心理健康状态比城市一般社区居民及农村小区居民要差。加强城中村居民

心理健康干预迫切，在干预中除改善居住环境外，有效引导促进居民保持良好生活方式是提高城中

村社区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的关键。 

 
 
OR-124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地区社区卫生服务双向互动情况现状分析 

 
任雨菲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00096 

 

目的  近年来，我国社区卫生服务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为改善城乡医疗卫生服务的可行性、区

域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作出了贡献，双向转诊应该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城市综合医院的双向“互

动”，但从实际运转情况看并不尽如人意，主要反应在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向大医院的“单向转诊”占

大多数，而在大医院确诊后的慢性病治疗和手术后的康复转至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并不多见。在城市

一定区域内的大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之间，搭建比较成熟的 HIS 系统，是双向互动情况更加顺

利的进行。本次现状分析旨在从回龙观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与三级医院的双向互动中，分析现状，寻

找更好的沟通方法，旨在推动社区卫生服务双向互动情况更好更快的发展。 

方法  社区卫生服务双向转诊是双向转诊制度中的纵向转诊形式，它是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于超

出自身诊治能力和范围的患者或在本院确诊、治疗有困难的患者转至上级医院就医；反之，上级医

院对病情得到控制、情况相对稳定的患者转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康复治疗。对于来我社区就诊

的患者及义务人员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关于三级医院及社区医院转诊的满意度及相关情况分析。 

结果  从调查结果上看，在实际的双向互动过程中，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转诊到三级医院的占大多

数，由三级医院转诊到社区的主要是由三级医院需要长期康复的病人，带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本

应该形成小病进社区，大病去医院，康复回社区的模式，但是目前我国并没有完全实现，这就使得

医疗卫生资源不能得到合理、经济、高效的利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成效。 

结论   目前为更好的提高三级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是组建能够互动的网络， 根据北京市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规划，构建以医院全科医学中心为枢纽， 以医院相关部门、相关科室（专科）和相关

专家为一端， 医院周边若干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为另一端的互 动网络。确定的互动内容包

括双向转诊、技术 （设备）和服务互动、合作健康教育、义诊、全科医生和 护士培训等。而目前

回龙观地区的网络互动并不健全，现存的双向互动模式是以健康档案为基础，虽然没有健全的计算

机 HIS 系统，但是回龙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积水潭医院社区医学科组织了联合医疗，回龙观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可以为应到积水潭医院就诊的患者开具转诊单，由积水潭医院社区科可以直接收治社

区转诊患者，同时开展这项活动的还有清华长庚医院，为回龙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设了绿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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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为回龙观地区的患者带来了福音，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目前三级医院挂号难，看病难的情

况。回龙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也与解放军总医院开展了合作，远程监测动态血压及心电图，可以远

程指导社区医生解决疑难动态心电图报告的解读，医院与周边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先后建立了互动

关系， 开展以双向转诊为主要内容的互动工作 ，通过双向转诊或单向转诊的形式，由家庭或社区

转入三级医院的病人，其中住院后通过互 动网络转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康复，还有安贞医院专家

下社区出诊，组织社区医生和护士上医院参加专科 查房，病人通过社区卫生机构预约，可以直接

上医院进行门诊及检查。互动的病人在医院就诊后，一 般性检查项目大多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进

行，这些既解决了患者看病难的问题，也实现了社区卫生机构及三级医院的双赢。 

 
 
OR-125 

对口医疗帮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杜光会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61772 

 

目的   探索建立适合三甲综合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对口医疗帮扶方式，分析其存在的主要问

题及原因，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为上级医疗单位在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业务技术指导提供的支

持依据。 

方法 以三甲综合医院与成都市 6 城区 63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实施对象，统计分析 3 年来建立在

区域医疗卫生服务中心对口医疗帮扶方式方法及需求和实施情况。 

结果  对口医疗帮扶的实施在三甲医院与区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之间存在不对称情况，主要包括社

区人员对卫生服务需求多、要求高，但是三甲医院在指导人数和次数较少；其中三甲医院的指导人

数和次数较上年依次递减 5%。指导方式单一、不够细化；指导过程沟通信息层面不对称。 

结论  对口医疗帮扶在实践过程中存在供求不对称问题，应根据社区具体需求制定动态对策，为进

一步完善三甲综合医院与社区良性的对口医疗帮扶提供规范性、可操作性强的方式方法提供依据。 

 
 
OR-126 

基于“互联网+”的信息化双向转诊模式探讨 

 
胡剑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西门望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15010 

 

目的  为了推动分级诊疗体系形成，实现医疗资源“双下沉，两提升”目标，促进社区居民主动选择

在社区首诊，最终达到社区首诊，急慢分治，双向转诊，上下联动的有序诊疗秩序的目的。 

方法  在宁波市海曙，江东，江北三区，以区域医疗联合体为单位，以信息化双向转诊平台和宁波

云医院云诊室协同门诊的方式，建立依托于“互联网+”的双向转诊模式。 

结果  信息化双向转诊平台在 2016 年 1 到 8 月，在没有人为推动的情况下，共上转成功 710 例。

云医院云诊室协同门诊共完成 486 例。 

结论  基于“互联网+”理念的双向转诊对于推动实施分级诊疗体系，实现医疗资源“双下沉，两提升”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有效提高转诊效率，减少转诊环节；促使形成双向转诊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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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127 

基于乡村一体化的农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量评价 

 
刘仕方 余昌胤 陈玲丽 李勤 吴宗德 刘志远 

遵义医学院 563003 

 

目的   运用 SERVQUAL 量表对贵州省大方县长石镇卫生院实行乡村一体化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质量进行评价，为探索农村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及提高服务质量提供参考建议。 

方法  根据 SERVQUAL 量表设计问卷，对实施和未实施乡村一体化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试点

村和非试点村村民进行调查，通过对比研究评价实施乡村一体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效果。 

结果  医疗服务总值试点村（-0.95）明显高于非试点村（-2.26），5 个属性上的值试点村（有型性

-0.87，可靠性-1.15，响应性-1.05，保证性-0.7，移情性-0.98）均高于非试点村（有型性-1.22，可

靠性-2.54，响应性-2.85，保证性-2.14，移情性-2.5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试

点村居民对家庭医生服务的满意度高于非试点村。试点村 5 个属性中可靠性值最低（-1.15），单

项上家庭医生治疗费用清楚低廉、诊疗准确有效值最低（-1.52），这两方面急需改进。此外，4 个

村有 78%居民认为卫生院和卫生室药品种类不全、数量少。 

结论  农村地区依托乡村一体化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能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但也存在不足，应从

提高诊疗水平、降低和透明收费、增加基层医疗机构药品种类三方面进一步提高农村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质量。 

 
 
OR-128 

基于智慧医疗平台的妇女健康管理模式探析 

 
叶晓宪 潘华峰 林钟宇 赵金媛 严艳 

广州中医药大学 510006 

 

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正式实施，妇女的健康需求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育龄妇女的健康管理问

题。医疗作为健康管理的新兴平台，能有效缓解“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改善医疗卫生服务质量

以及提高自我健康医疗管理意识。本文以移动医疗平台为基准，探索针对女性健康管理，贯通医疗

服务、医药、医疗信息的的智慧医疗生态圈健康管理模式，对满足妇女健康服务需求具有重要意

义。 

 
 
OR-129 

基于云医院平台的互联网+高血压管理模式探索 

 
林伟良 葛梦丹 

宁波市江东区白鹤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15040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中指出，大力发展线上线下消费和基于互联网的医

疗、健康、养老等新兴服务。宁波卫计委于 2014 年 9 月 11 日在全国率先启动云医院建设，宁波

的云医院是政府主导、市场化运营、采用 O2O 模式的区域性医疗机构，线上是虚拟医院，涵盖全

市所有公立医疗机构，线下是一家混合所有制医院，依拓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 IT

技术，开展网上医联体建设和网上诊疗活动，突破现有医疗机构内设备、人员、床位和信息等的物

理限制，有效实现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制度的落实。宁波市江东区白鹤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

首批全面推进云医院落地的试点单位之一，以云平台为依拓，以高血压社区防治为重点，开展互联

网+高血压管理模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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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130 

如何以新模式破解分级诊疗难题？——上海杨浦区 

区域卫生三维协同模式研究 

 
于德华 1 郭旋 1 傅喆墩 1 张斌 1 张含之 1 陆媛 1 王朝昕 1,2 

1.同济大学附属杨浦医院全科医学系    2.同济大学医学院 

 

目的  “强基层、重社区”的主基调下，区域卫生协同成为带动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重要方式。 

方法 本研究基于实证研究，聚焦讨论推广性、操作性更强的松散型区域卫生协同，介绍杨浦区中

心医院与所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医疗、科研和人才培养的三维协作模式。 

结果  该模式确立了严格的组织机制保障，构建了包括远程会诊系统、门诊预约转诊系统等医疗协

同方式，依靠社区联合科研项目的科研协同模式，以及包括全科医学教学基地、专家带教门诊等在

内的人才培养系诶通模式。 

结论  该三维协同模式特点在于，三级医院发挥核心指导作用，多种创新型模式多管齐下。杨浦区

松散型协同方式，能为其他地区开展和深入区域卫生协同提供指导。 

 
 
OR-131 

天津市儿科医联体模式的实践与探讨 

 
阎妍 张保刚 

天津市儿童医院 300134 

 

目的  随着我国新一轮医改的不断深入，医联体模式成为政府倡导的区域医疗模式，医联体发展也

逐步向专科化方向延伸。天津市在医联体建设的基础上，再一次在市、区两级儿童医疗服务资源协

同协作上进行尝试，建立了儿科医联体。旨在通过医疗机构联合使儿童医疗卫生资源布局更合理

化，切实解决儿童“看病难”的问题。 

方法 建立背景：我国优质的医疗资源多集中于三级医院，基层医疗资源配置不足，医疗人才匮

乏，服务能力偏低，导致患者对基层医疗机构服务水平不信任，病源向三级医院集中。三级医院医

生忙碌不堪，医疗资源浪费，此现象在儿科尤为严重，造成儿童看病难上加难。儿科医联体是整合

现有儿科资源，引导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区域内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逐步建立分级诊疗制

度，为患者提供同质化诊疗的一种新模式。 

基本情况：按照天津市卫生计生委《关于天津市建立医疗联合体服务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精神，

天津市儿童医院分别与河西区康复医院、河西区桃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河西区友谊路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北辰区妇儿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中心、东丽医院、咸水沽医院和宝坻区妇产医院

七家区属医疗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于 2016 年 6 月 1 日起建立儿科医联体，共同制定了《天津市

儿童医院儿科医联体工作实施方案》。 

运行机制：1.建立儿科医护人员双向流动机制。2.建立双向转诊和分级诊疗工作机制。3.提供多种

便民措施。4.建立业务培训机制。5.建立沟通协调机制。 

结果  自建立儿科医联体 2 个月以来，天津市儿童医院派驻各基层医疗机构医师共接诊患儿 1836

人次，会诊 42 人次，转诊 46 人次，参与查房 19 次，举办各类培训 19 次，派遣专家到东丽区、

宝坻区举办义诊咨询 2 次，接受 20 余人到天津市儿童医院进修。 

结论  组建儿科医联体是促进天津市儿童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重大举措，是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

的重要内容，是落实天津市卫生计生委“建立医疗联合体服务试点工作方案”和“加强分级诊疗制度建

设”有关文件的具体体现。天津市儿童医院将以儿科医联体建设为契机，积极探索新型医疗模式，

创建分级诊疗新途径，推动基层医疗能力的提高，为天津市及周边患儿提供更便捷、高效、专业的

医疗服务，促进天津市儿童医疗卫生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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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132 

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汉族、回族人群高血压 

流行病学特点及危险因素差异分析 

 
王林 1,2 李南方 1,2 周玲 1,2 姚晓光 1,2 洪静 1,2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高血压研究中心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高血压研究所 

 

目的  了解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汉族及回族 4 民族高血压患病率及其危险因素，为制定高血

压防治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新疆某县年龄≥18 岁全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汉族及回族 355

00 例居民进行人群高血压流行病学调查，比较不同民族人群高血压患病率及危险因素差异。 

结果  （1）新疆额敏县 18 岁以上成年人高血压的患病率为 28.3%，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汉族及

回族高血压患病率分别为 31.2%、27.6%、30.2%、17.9%(P＜0.05)；其年龄标化患病率分别为 2

9.6%,31.0 %,27.1%,18.0%(P＜0.05)；（2）高血压危险因素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民族（OR

=1.06,95%CI:1.03～1.10）、年龄（OR=1.68,95%CI:1.63～1.72）、肥胖（OR=1.44,95%CI:1.3

1～1.58）、腹型肥胖（OR=1.15,95%CI:1.07～1.23）、饮酒（OR=2.05,95%CI:1.76～2.39）、

吸烟（OR=3.09,95%CI:2.74～3.53）为其危险因素，而文化程度（OR=0.80,95%CI:0.77～0.84）

为高血压患病的保护性因素；（3）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人群患高血压的危险性分别是汉族的 1.11

倍（OR=1.06,95%CI:1.03～1.19）、1.29 倍（OR=1.29,95%CI:1.08～1.54）。而回族与汉族比

较，其患高血压的危险性是汉族的 63%（OR=0.63,95%CI: 0.53～0.75）。 

结论  新疆居民高血压患病率较高，尤其是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汉族。年龄、饮酒为 4 民族高血

压的主要因素，且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患高血压的危险较汉族高，而回族患高血压危险较汉族低。 

 
 
OR-133 

湖南衡阳市就诊患者对双向转诊的认知与意愿研究 

 
李凤华 邱志凤 

南华大学 421001 

 

目的  双向转诊的推行有利于建成规范有序、结构合理的城市卫生服务体系，衡阳市双向转诊尚未

进行试点。本次研究通过对衡阳市内各级医疗机构的就诊患者进行双向转诊的认知与意愿调查，分

析影响患者双向转诊意愿的主要因素，以期为衡阳市启动双向转诊的试点及相关卫生决策提供一些

参考性的基础数据资料。 

方法 本次研究采用流行病学现况调查的方法，通过分层随机抽样，以医院为单位，按三级医院、

二级医院及社区服务中心在衡阳市内医疗机构中所占的比例，随机抽取 1 家三级医院、3 家二级医

院及 4 家社区服务中心，每级别医疗机构分别抽取 200 名衡阳市常住且年龄大于 18 岁的就诊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采用卡方检验和 L

ogistic 回归分析探讨了就诊患者对双向转诊的认知与转诊现状、参与双向转诊的意愿及其影响因

素。  

结果  本次研究共发放调查问卷 6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585 份。结果显示，衡阳市就诊患者双向转

诊知晓率偏低（39.5%），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二级医院的就诊患者对双向转诊的知晓率高于三

级医院的就诊患者（p<0.05）。有转诊经历的患者中，以上转为主（71%），主要是在医生建议下

上转（36.6%）。绝大多数就诊患者对实施双向转诊没有意见，仅 18.1%表示不赞同。在转诊形式

上，72.6%的患者更愿意接受自由转诊而不是定点转诊，同时 55.7%的就诊患者认为转诊的最终决

定权应该由患者决定。经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发现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双向转诊的知晓情

况、根据病情需要上转的意愿、首诊在社区的意愿、有优惠时康复回社区的意愿是影响就诊患者参

与双向转诊意愿的主要因素（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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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⑴衡阳市就诊患者对于双向转诊的认知率较低，需加大宣传力度；⑵目前有转诊经历的患者

中，上转比例远远高于下转；⑶绝大多数就诊患者赞成实施双向转诊。文化程度、月收入、双向转

诊的知晓情况、根据病情需要上转的意愿、首诊在社区的意愿均是影响就诊患者参与双向转诊意愿

的主要因素。 

 
 
OR-134 

三级以上综合性医院全科医学病房病人来源及病种的调查分析 

 
朱建军 

浙江省舟山医院 316000 

 

目的  为了熟悉全科医学科病房的病人来源及病种，以便提高全科医学科病人的诊治能力以及全科

医学科病房的管理能力。 

方法  回顾性的设定某一天的病人，分析病人的来源及所患疾病。 

结果  具体见正文表格。 

结论  全科病房病人以老年人为主，发病以老年病、多发病为主，最常见的有心血管疾病、神经、

内分泌、呼吸等系统疾病，病情复杂，病种类型多，病种涉及内科及外科各个专业，以及其它的妇

科、五官、眼科、皮肤等较多专科。全科医学科的医生需轮转大多数科室，掌握较多临床技能，为

大多数人解决大多数的健康问题。但要想使全科医学的服务模式要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成为医疗服

务行业的主要模式，除了要转变医学思维模式外，更要改变医疗体制。政府应在全民的健康教育、

预防疾病、积极参与治疗、早期康复的理念和措施上予以较大的经费投入和教育付出。 

 
 
OR-135 

三甲医院门诊患者对全科医生的认知现状及影响因素调查 

 
刘晓君 1 姜小庆 1 Samuel D. Towne Jr2 Jay E. Maddock2,1 胡永新 1 袁兆康 1 

1.南昌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2.德州农工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目的  为了解三甲医院门诊患者对全科医生的认知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探索我国发展全科医生在受

众方可能遇到的困难与阻力，为进一步正确科学地推进我国全科医生队伍的建设提供科学依据与相

关政策建议。 

方法 采用“空间抽样法”与“偶遇调查法”相结合的方法，对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第二附属医院、

江西省中医院门诊候诊区部分患者进行匿名形式的问卷调查。对文化水平较低或其他原因不能独立

完成问卷的患者进行一对一的访谈式调查，对有能力独立完成问卷调查的患者直接发问卷由其独立

完成。运用统计软件 R 3.2.3 对数据进行统计描述与推断，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均采用 logistics 回

归模型。 

结果  63.31%的门诊患者听说过“全科医生”，27.67%的患者表示自己看过全科医生，表示没有看过

的占 11.71%，60.62%的患者并不知道是否看过全科医生。仅 18.67%的患者知道全科医生主要看

多发病、常见病。大部分患者（87.52%）认为全科医生即是通科医生，56.13%的患者认为全科医

生即是家庭医生。78.38%的患者听说过“分级诊疗”制度，但超过一半的患者（53.28%）并不知道

何谓“分级诊疗”。大部分患者（76.33%）认为先在基层医疗机构找全科医生看病的分级诊疗方式不

能缓解“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多因素 logistics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文化水平、是

否患有慢性病是影响患者对全科医生认知的主要因素。 

结论  三甲医院门诊患者对全科医生的认知水平十分有限，不了解全科医生的职能与专长，对国家

的分级诊疗制度了解不够，这将不利于全科医生的发展，也将严重制约分级诊疗制度的建立。因

此，相关部门应加强对普通民众，特别是中高年和文化水平较低人均的相关知识的宣传和教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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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他们的认知水平，助力于我国全科医生队伍的发展和分级诊疗制度的推进。 

 
 
OR-136 

社区糖尿病防控中的问题与科研设计初探 

 
姜岳 

1.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目的  通过分析社区糖尿病防控中的问题，提高社区科研能力。 

方法  分析社区不重视科研的现状和社区糖尿病防控中的问题，提出社区科研的来源和思路，结合

具体案例指出开展科研的方向，阐述实施科研的具体路径。 

结果  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开展科研具有可行性。 

结论  社区开展科研十分必要，并且有解决社区科研中存在问题的具有办法，倡导社区积极开展科

研工作，提升社区服务能力。 

 
 
OR-137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分级诊疗医联体建设初显成效 

 
张国静 高桦 郭丽敏 邓全军 张建宁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300052 

 

目的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分级诊疗在 2017 年和 2020

年要达到的目标。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作为天津三级甲等医院的排头兵，遵照各级领导的指示，先

行先试，探索天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新模式。  

方法  建立“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医疗联合体”—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创立“一横三纵”的医疗联合体模

式，同时，按照市领导的建议，以总医院为主体，探索建立预约诊疗中心、消毒供应中心、病理诊

断中心、检验分析中心、影像检查中心。并初步开展了对外合作服务。  

2014 年 12 月 1 日总医院与和平区人民政府合作共建和平区医疗联合体，坚持机制体制创新，创立

以政府、综合三甲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三级医疗卫生机构联动新模式，努力建立“小病在社

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分级就医模式。  

结果  搭建优质资源有序下沉网络及阶段性成果汇报：  

（一）制度建设为推动医联体建设保驾护航  

成立医疗联合体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联席会议，解决问题，制定制度。相关制度包括医联体医

师管理办法、绩效考核方案、医疗纠纷处置条例等十项规定，保证了医联体工作稳定、深入推进。 

（二）大医院送医进社区、解决基层看病难题  

总医院慢病专家门诊自 2016 年 7 月份已经覆盖和平区全部六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除了每周一至

周五上午在每家社区有固定总医院专家坐诊，下午还在社区开展“分组、定点、预约”的专家门诊，

重点做好糖尿病、高血压、脑卒中、冠心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等社区居民常见的、多

发的、慢性的疾病诊疗。让社区居民能在家门口“看名医、治大病”，为百姓提供健康服务，缓解“看

病难”的问题。自 2015 年 2 月试点运行以来，截止到 2016 年 6 月，总医院专家在社区累计接诊患

者近 3000 余人次，目前平均每月接诊约 300-350 人次。  

（三）共享药品资源、解决百姓取药难题  

为方便百姓就近购取药，在社区医院建立总医院社区补充药站，配备了社区基本药品目录外的药品

53 种，实现了社区居民在社区“用好药”的愿望。  

（四）检验影像互传互动、提高基层诊断能力  

社区医院 46 大项 102 子项的检验项目送检到总医院集中检测，社区影像检查直接上传到总医院影

像分析中心系统，阅片出具报告后回传社区，实现“基层检查，上级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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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康复患者分级诊疗的初步探索  

总医院 2015 年 11 月份南营门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康复科门诊，2016 年 6 月南营门康复病房

正式启动，设定床位 10 张，总医院康复科向南营门社区转诊患者，并派出医师和治疗师开展诊疗

服务，建立双向转诊绿色通道，探索康复进社区分级诊疗模式。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就责任和义务

以及纠纷、收入分配等做了详细规定。  

（六）基层医务人员“导师制”培训、提升诊疗技能  

总医院制定了《医联体基层医务人员进修管理办法》，建立社区医生进修培训“导师制”带教模式；

通过业务讲座、临床带教和教学查房等形式，开展对基层全科医生和社区护士的业务指导。同时在

社区开展知识讲座，从理论到实践，切实提升基层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七）为社区居民开展知识宣教、提高百姓健康意识  

总医院专家深入社区和居委会，针对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常见病多发病开展对社区居

民的健康宣教活动，提高百姓防病治病意识，提升健康理念  

（八）推进糖尿病、高血压分级诊疗  

国家和天津市卫计委都出台了高血压、糖尿病的双向转诊流程和规范，目前在天津市和平区已经初

步建立起“家庭责任医生首诊、大医院专家会诊、三级医院转诊”的具有特色的分级诊疗模式。  

结论  在明确了需求并积极处理好工作中遇到的需求环、经济环和负向环三者之间关系的同时，经

过共同努力，医联体工作基本达到了群众，政府，基层医院和三级医院的满意，但也遇到了一些问

题，根据在实际工作，我们有如下思考。  

（一）为了让社区居民更相信社区医院，我们建议更加快速推进医疗卫生资源整合，充分通过信息

化手段，实现就诊检查信息实时传输，方便患者在基层享有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同时也为社区医

生的专业成长和提升提供支持和保障。  

（二）为了将社区居民吸引到社区医院，是时候改革现有绩效考核制度并推行差异化的医保报销政

策。  

（三）为了能把社区病人留在社区医院，建议采用灵活的方式，将理论培训和实践培训相结合，多

渠道培养全科医生，向规范化培养过渡。例如，我院正在积极推广的“导师制，学分制，弹性制，

免修制”全科医生培训制度。  

“分级诊疗成功之时，就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成功之日”，相信在相关领导的帮助下，在政策的扶持

下，在三甲医院和社区中心的共同配合下，我们有信心进一步做好“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

治，上下联动”分级诊疗工作，真正缓解人民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 

 
 
OR-138 

基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云平台 APP 的 

骨质疏松症社区防治路径建设 

 
宋徽江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124 

 

目的  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云平台 APP“为基础，建设信息化的骨质疏松防治路径，帮助全科医生

获得有效的服务工具。 

方法  利用文献回顾、专家咨询等方法，基于《骨质疏松症预防与治疗临床医师指南(2014 版)》等

指南文件与现实情境，建设骨质疏松专病筛查、诊断、转诊、治疗康复标准流程。基于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云平台 APP，使用信息化开发手段，将其构建于平台软件中。 

结果  初步建立了以临床指南为逻辑、以信息化平台为工具的社区全科医生骨质疏松防治管理平

台。 

结论  本研究摸索出了一套专病临床路径转化为信息化管理工具的摸索，以骨质疏松疾病为例进行 

了实践，进入了可实施可应用阶段，具有较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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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139 

云平台在区域性专病医疗联合体中的应用研究 

 
马力 王韬 白波 冀瑞俊 王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目的  基于医疗联合体的慢性病分级诊疗系统有助于形成医疗、康复、护理有序衔接的医疗服务体

系，云平台在区域性专病医联体中的作用有待完善。 

方法  以单病种致死、致残率最高的脑卒中为切入点，以区域性医联体为研究边界，研究信息技术

支撑下的慢性病系统化干预模式和管理机制，建立由三级综合医院牵头、120 急救中心和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共同参与的脑卒中医联体防治模式，通过云平台实现技术指导、应用工具、信息互联互通

等功能。 

结果  开发面向脑卒中系统化干预的医疗协同云计算系统，建立脑卒中分级服务管理模式，其中一

级预防、二级预防和卒中康复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工作站完成，与社区健康档案系统、门诊系

统、上级医院门诊/住院信息、120 急救中心信息系统通过云平台实现共享。云平台通过自动信息提

取技术对社区签约患者进行即时数据采集，为社区医生提供规范化的疾病预防和筛查工具进行患者

卒中风险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提供卒中防治的指导建议。上述信息通过云平台在上级医院实现即时

更新，便于上级医院的专科医生为社区医生提供即时指导和管理效果监管。患者一旦出现急性事

件，在拨打 120 急救电话的同时，120 出诊医生即可在移动设备上根据患者身份信息识别患者身

份，看到既往诊治信息，现场脑血管功能评估结果可即时通过云平台推送到上级医院急诊科医生工

作站，使专科医生在患者到达前即可看到急救信息和既往病史，做好接诊准备，为卒中患者开辟脑

卒中绿色通道，保证快速入院并得到及时救治。脑卒中患者出院时，通过云平台可提前通知社区的

家庭医生，以便家庭医生及时接手开展二级预防和康复工作。在患者预防、治疗和康复的过程中，

出现任何需要转诊的情况时，可通过云平台实现患者的预约挂号和双向转诊。 

结论  开发面向脑卒中系统化干预的医疗协同云计算系统，通过云平台可基本实现脑卒中患者筛

查、预防、急救、治疗、康复的闭环管理，有效提高脑卒中管理效率。 

 
 
OR-140 

基于 PEST 分析法的“健康管理＋互联网”模式分析 

 
莫海韵 1 罗志荣 2 欧文森 1 王金明 1 吴文林 1 王家骥 1 

1.广州医科大学     2.广州市海珠区瑞宝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在医疗改革的背景下以及我国对传统产业和互联网融合发展的大力支持下，我国健康管理工作迎来

发展的契机，互联网对发展健康管理事业有不可忽视的助推作用。运用 PEST 分析法对健康管理＋

互联网模式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技术环境进行分析，可为其发展方向及其发展模式提供相关的参

考。 

 
 
OR-141 

全科医学的发展及全科医师队伍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贺振银 王荣英 支晓 邢丽娜 李玉坤 赵稳稳 张敏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随着我国分级诊疗制度的实施，全科医学的发展及全科医师队伍培养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怎样来

发展全科医学？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在其中起到什麽作用？本文结合我院全科医学科建设情况阐述

了全科医学科在综合性三甲医院内部服务和社区服务中的作用，同时提出综合性三甲医院全科医学



2016 全科医学大会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第十四届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77 

 

科作为基层全科医师培养及继教的基地，进行规范化学科建设，加强全科医学人才培养，促进全科

医学的发展。 

 
 
OR-142 

糖尿病综合质量指标监测对 2 型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分析 

 
罗晓露 

成都市武侯区跳伞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10041 

 

目的  分析设置糖尿病管理的过程指标和结果指标的综合指标体系，通过信息平台进行检测对 2 型

糖尿病患者管理的效果， 

方法  将全科医师团队管理 2 年以上的 175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其中实验组 88 例，

对照组 87 例。将过程指标和结果指标按照不同得分设置成总分 100 分的质量得分，利用全科医师

服务管理平台将全科医师团队管理的 2 型糖尿病患者个人档案采集的指标进行自动统计分析生成管

控报表，将实验组管理患者的质量控制综合指标得分结果实时呈现给实验组全科医师团队，全科医

师团队根据质量得分进行数据分析找出患者指标不达标的原因，调整管理方案，主动对患者进行管

理。对照组进行传统的管理方式，不呈现质量监测报表。 

结果  半年后，实验组的 88 例半年后质量控制综合指标平均得分由 30 分提升为 90 分，而对照组

仍然为 30 分，没有变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0.05）。 

结论  利用信息平台进行糖尿病人群的糖尿病综合质量指标体系监测对糖尿病患者人群的管理可以

改善患者的 A1C、LDL 及血压、控制效果明显。 

 
 
OR-143 

北京市城区签约居民对家庭医生式服务评价的定性研究 

 
张丹丹 刘英杰 杜娟 

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100069 

 

目的  北京市开展家庭医生式服务 6 年，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通过对社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来了解

家庭医生式服务的开展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而居民对家庭医生式服务的深层次认识，通过问卷调

查方式不易获得。因此本研究通过对社区签约居民进行访谈，了解家庭医生式服务发展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为家庭医生式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议。 

方法 2016 年 4 月—5 月对来自北京市 3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12 名签约居民进行了个人深度访

谈，并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归纳，总结出访谈主题。 

结果  ①大多数签约居民认为家庭医生式服务的有效宣传途径为开展健康讲座；②大部分签约居民

对家庭医生式服务的认识提高；③签约居民对家庭医生式服务的开展逐渐认可；④部分家庭医生式

服务内容落实不到位；⑤社区基本用药药品种类不全。 

结论  北京市家庭医生式服务的发展，应不断完善相关政策与措施，明确家庭医生式服务的核心内

容，继续加强对家庭医生式服务的宣传力度，从而促进家庭医生式服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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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144 

某地区社区医院幽门螺杆菌根除治疗电子处方点评分析 

 
朱晓健 张培 田春荣 王峥 

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072 

 

目的  了解社区医院的幽门螺杆菌根除治疗方案规范程度。  

方法  从上海市静安区卫生信息平台上收集社区“幽门螺杆菌感染”门诊处方 8099 张。根据《第四次

全国幽门螺杆菌感染处理共识报告》相关内容制定点评标准，逐份进行点评。  

结果  规范处方 195 张，占处方总数 2.4%；方案正确、疗程错误的处方 611 张，占处方总数

7.5%；方案选择错误的处方 6893 张，占处方总数 85.1%。  

结论  社区医生在实施抗幽门螺杆菌感染治疗时，采用的方案普遍不规范，应当引起重视。 

 
 
OR-145 

对上海杨浦区五角场镇社区居民主动输液 

现状及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 

 
彭佳 

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433 

 

目的  了解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镇社区居民度输液现状及影响因素。 

方法  对 300 位来五角场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输液的居民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该地区居民主动输液率偏高，与学历、年龄、输液风险的知晓率低有直接关系。 

结论  该地区居民主动输液率很高，与该地区居民的年龄、学历、对静脉输液风险认知不足有关。 

 
 
OR-146 

持续质量改进在社区老年病房安全管理中的应用 

 
张娴 

上海市徐汇区漕河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235 

 

目的  探讨持续质量改进（CQI）在老年病房安全管理中的作用。 

方法  对 2014 年发生的护理安全不良事件进行回顾性分析，确定根本原因。采用 CQI 对 2015 年

住院的老年患者进行规范化管理，使用和设计护理安全用具，比较 CQI 实施前后护理安全不良事

件的发生情况以及患者的满意度。 

结果  CQI 的应用减少了护理安全不良事件的发生，提高了老年患者的满意度。  

结论  持续质量改进有利于发现护理管理中存在的安全问题，保障了老年患者的安全，营造了良好

的护理安全氛围。 

 
 
OR-147 

健康教育在高血压社区护理中的应用及效果观察 

 
朱波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204 

 

目的  研究探讨健康教育在高血压社区护理中的应用后的效果及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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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 19846 例高血压异常者自愿参加高血压健康教育中随机抽取 150 人进行干预，持续 6 个月

后对干预效果进行分析观察 

结果 健康教育和护理前后患者的血压水平均显著下降。在用药依从性及对高血压疾病与护理知识

的了解上，较健康教育前明显增强 

结论 针对社区高血压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进行健康教育，能够有效增进患者对病理知识及

护理要点的了解，提升用药依从性，能够更好地控制血压水平，有着积极地意义与价值。 

 
 
OR-148 

CBL 联合 PBL 教学模式在社区护理见习带教中的应用 

 
温秀芹 王凌云 韩琤琤 赵洁 马鹏涛 吴静 路瑜 佟艳梅 

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00120 

 

目的  探索 CBL 联合 PBL 教学模式在社区护理见习带教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随机选取北京某护理学院 2013 级两个班护理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其中 1 班 62 人为实验

组，2 班 58 人为对照组。实验组采用 CBL 联合 PBL 教学模式进行社区护理见习带教，对照组采用

传统社区护理见习带教法，带教前后，采用自制的调查问卷对两组学生进行社区护理知识、实践能

力及满意度、未来对社区护理工作的选择和关注的调查。 

结果  实验组学生对提高实践能力及带教方式的满意度、未来对社区护理工作的选择和关注等方面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15.562，22.892，23.440,11.336，4.772，7.243，14.

047；均有 P<0.05)。 

结论  将 CBL 与 PBL 教学模式联合应用在社区护理见习带教中，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

及带教质量，提高学生对社区护理工作的选择和关注程度，在以后的社区护理见习带教中值得推广

和应用。 

 
 
OR-149 

三级医院联合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展延续护理的 SWOT 分析 

 
王金明 1 吴胜梅 2 王家骥 1 

1.广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2.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目的  探讨三级医院联合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展延续护理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 

方法  采用 SWOT 分析法，从理论层面深入分析三级医院联合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展延续护理的可

行性和所面临的主要困境，同时结合宜昌市某三甲医院 2012 年 5 月以来的实践经验做进一步阐

述。 

结果  基于分病种三级医院联合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展延续护理能够有效整合现有卫生资源，尤其

是在三级医院床位紧张而社区卫生机构利用率不足的情况下，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卫生资源优

势，节约机构运行成本，提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医务人员专业技术水平和群众对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的信任度，有利于分级诊疗工作的进一步推进。但是，社区专科护理发展不足，下转患者无力承 

接却是制约延续护理的关键。 

结论  充分发挥本地医疗资源优势，克服劣势，利用外部机会，化解各种挑战，采用三级医院联合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展延续护理，可以确保延续护理得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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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150 

社区输液室老年患者的护理体会 

 
黄彬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医院 100083 

 

目的  探讨社区输液室老年患者的护理方法。 

方法  提高我社区护士的基础护理操作技术，同时为老年患者提供符合其生理和心理特征的护理服

务。 

结果  提高了老年患者对静脉输液的满意度，融洽了护患关系。 

结论  此种护理服务提高了护理质量，同时促进了护患关系的和谐。 

 
 
OR-151 

家庭医生工作室高血压合并糖尿病患者管理现况分析 

 
杨爱萍 黄晓 

无锡市梁溪区迎龙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目的  评价对家庭医师工作室中就诊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 

方法  在家庭医师工作室就诊的高血压合并糖尿病患者为实验组共 85 人，对普通门诊就诊的高血压

合并糖尿病患者 84 人，对两组人群管理一年后各项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  一年后家庭医生工作室高血压合并糖尿病患者的生活方式改变情况、服药依从性、体重指

数、血压、血糖、血脂、血管事件发生率和对照组均有显著差异（P>0.05 或 P>0.001） 

结论  签约家庭医生后固定就诊是开展家庭医生工作的关键。 

 
 
OR-152 

针对性护理在轻、中度老年性痴呆患者中的应用实践与效果 

 
吴小梅 李蓉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212002 

 

目的  探讨针对性护理服务举措对提高轻、中度老年性痴呆患者自理能力，减轻其抑郁程度的作

用。 

方法  选择 2013 年 1 月—2015 年 6 月在我院住院的轻中度老年性痴呆患者 52 例，提供志愿者亲

情服务、看图说话、音乐疗法、追忆往事、老年学习坊、益智游戏、手指操训练等。实施前及实施

后 9 个月、分别采用 Barthel 指数（BI）评定量表评定其自理能力，抑郁自评量表（SDS）对其抑

郁程度进行评定。 

结果  轻度老年性痴呆患者实施 9 个月自理能力分级明显提高(P<0．01)；中度老年性痴呆患者实施

前后自理能力分级虽无显著变化（P＞0．05)，但亦未恶化；轻、中度老年性痴呆患者实施 9 个月

后 SOS 均有明显下降(P<0．01)。 

结论  实施专科特色护理服务提高轻度老年性痴呆患者的自理能力，延缓中度老年性痴呆患者自理

能力的退化；有效减轻轻、中度老年性痴呆患者的抑郁程度。对提高患者独立生活的信心及改善其 

晚年生活质量，减轻家庭及社会负担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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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153 

基于老年综合评估的延续护理模式在脑卒中 

患者中的构建与应用研究 

 
房芳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210008 

 

目的   为提高老年脑卒中患者的护理质量，通过基于老年综合评估的理念与方法，构建延续护理模

式和护理流程，制定针对个体的动态康复护理和健康干预方案，改进和衔接住院护理和出院随访，

有效应对老年脑卒中患者从医院转至家庭期间可能出现的自我护理知识不足，依从性偏低，生活质

量下降以及个性化的健康问题。推进专科化发展和老年专科护理人才的培养，创建护理品牌。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在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老年科治疗的 80 例老年脑

卒中康复期患者为研究对象，应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40 例。对照组患者

给予常规评估、护理干预和康复指导，观察组患者采用基于老年综合评估的延续护理，包括为期四

次的综合护理活动：小群体式健康教育课程、出院依从性指导、出院后电话随访、出院后家庭访

视。比较 2 组患者依从性、生活质量、患者满意度、卫生服务利用等相关指标有无差异。 

结果 出院前 3 天和出院后 12 周收集有关数据，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处理，对两组定

量数据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两组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观察组 ADL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在出院前 3 天、出院后 12 周，观察组遵医行为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观察组再次住院率明显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讨论  伴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慢性疾病患病率亦随之上升。脑卒中作为老年常见疾病，具有高患

病率、高致残率的特点。脑卒中常导致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功能障碍，康复护理周期长，严重影响

患者生活质量。为提升患者自我护理能力，降低再次返院率，国内外护理学者开展了多种护理干预

的探索。由于我国目前社区护理发展不完善，在患者从医院返回家庭的转移期内，常常面临脑卒中

相关知识不足、出院依从性降低、康复技能缺乏等健康问题无法解决； 在制定延续护理计划时，

传统的医学评估方法容易忽视老年综合征问题，如认知障碍、失禁、压疮、跌倒和情绪障碍等对患

者康复护理的影响。CGA 可及时发现老年人潜在的功能缺陷，明确其医疗和护理需求，制定可行

的治疗护理计划，最终目标是改善虚弱老年人的躯体、功能、心理和社会等方面的问题。目前老年

脑卒中患者日趋增多，而基于老年综合评估的延续性护理干预可以提高老年脑卒中患者的依从性，

改善生活质量，减少再次入院造成的经济和社会负担，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OR-154 

电话随访对糖尿病患者血糖管理的影响 

 
卜晋京 

天津市塘沽区糖尿病医院 300450 

 

目的  探讨电话随访对糖尿病患者血糖监测及控制的影响。 

方法  记录电话随访前基线及 3 月后的空腹血糖（FPG）、餐后 2 小时血糖（2hPG）、糖化血红

蛋白( HbA1c)，比较随访前后上述指标的变化。 

结果  电话随访 3 月后 FPG、2hPG、HbA1c 均较基线水平显著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 0

5)。 

结论  电话随访有效地促进了糖尿病患者血糖的自我管理，使患者重视自己的健康，延缓了并发症

的发生和发展，提高了生活质量。 

电话随访是利用现代通信工具，在医院与家庭成员间建立互动交流的平台，以进一步帮助患者康

复，是医院走向社会的一种延伸服务方式，使患者出院后仍能得到医护人员及时的帮助与指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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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我国糖尿病患病人数日益增多，我国的糖尿病患者已逾 4000 万人，患者人数仅次于印度，

位居全球第 2 位，其中 2 型糖尿病占 97% 以上，而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对糖尿病的认知程度与流行

趋势不相适应，不能积极地参与到糖尿病的预防控制中。国际糖尿病联盟认为，通过自我监测了解

病情，以随时调整治疗方案，是战胜糖尿病的基础。本社区中心与 2015 年 5 月-2016 年 5 月对糖

尿病患者进行电话随访，有效地促进了患者血糖的自我管理，从而有效地控制了血糖，提高了生活

质量，降低了卫生经济成本。现报道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1.1 对象与方法 选取 2015 年 12 月-2016 年 5 月来我院就诊的 128 例糖尿病患者，最大年龄 80

岁，最小年龄 32 岁，记录基线的 FPG、2hPG、HbA1c，按计划进行电话随访，在第三个月的最

后一星期电话通知患者到本中心检查 FPG、2hPG、HbA1c。电话随访具体如下。 

1.1.1 组建电话随访小组  小组成员具有丰富的内分泌专业知识和沟通技巧，能及时有效处理患者提

出的任何问题。 

1.1.2 进行小组成员培训  培训内容包括随访的内容、随访技巧、随访时的注意事项。随访电话接通

后首先主动介绍自己，使患者或者患者家属产生信任感，向患者或家属介绍随访的目的，创造一个

无拘无束的沟通气氛。随访时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避开午休和三餐时间，结束时对患者及家属表

示感谢，约好下次随访的时间。小组成员通过培训合格后方能参与随访工作，以规避个体差异带来

的弊端。 

1.1.3 建立随访档案本  为每例患者建立随访档案本，内容包括姓名、性别、年龄、电话、血糖监测

的频率、血糖值、糖化血红蛋白值。 

1.2 统计学处理 用 SPSS13. 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正态分布变量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基线及电

话随访后组间数据比较用 t 检验。 

二、结果 

基线及随访 3 月后血糖变化比较如下表： 

 分组 

 FPG(mmol /L) 
 2hPG(mmol /L) 
 HbA1c(%) 

 随访前 

 9.19±1.14 
 13.89±1.76 
 9.06±1.75 

 随访后 

 6.80±0.32a 
 9.02±0.51a 
 7.04±0.67a 

患者在电话随访前后的 FPG、2hPG 及 HbA1c 均有所下降（P< 0. 05）。 

三、讨论 

3.1 糖尿病是由于多种因素作用于机体导致胰岛功能减退、胰岛素抵抗等而引发的以慢性高血糖为

特征的代谢紊乱综合征。长期持续的高血压会加剧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使病情恶化，

甚至危及生命[6]。糖尿病的发病机制与遗传、生物及生理、不良情绪等多因素有关。随着现代生活

节奏的不断加快，竞争压力渐重，以致各种应激因素层出不穷，不良的生活习惯及方式逐渐增多，

导致糖尿病的发病率逐年增加，门诊及住院量激增，这不仅给患者带来了痛苦，而且给家庭、社会

增加经济负担。 

3.2 由于患者文化、个体、家庭及社会环境的差异，回家后患者在生活中回家后会逐渐淡化院外药

物治疗及血糖监测的意识，本中心通过对糖尿病患者电话随访，指导监控患者自我监测血糖管理，

达到明显效果。上表显示经过 3 个月的电话随访，患者血糖及糖化血红蛋白值都较前好转。可见电

话随访使其高度重视血糖管理，提高了遵医行为，为糖尿病的治疗及预防并发症的发生产生了积极

的作用。 

3.3 电话随访在社区工作中是对慢性病患者进行规范治疗和健康教育指导，控制病情缓解症状，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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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或延缓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延长寿命的行之有效而且势在必行的健康教育方法。能

让患者感觉到医护人员的关心，使产生强大的精神支柱及心理寄托，从而达到诊疗疾病并减少医患

关心的目的。 

 
 
OR-155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家庭护理病床的需求意愿分析——以 

北京大学医学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例 

 
刘夏 王雪 

北京大学医学部医院 100191 

 

为了解社区居民对于设立家庭护理病床的需求意愿，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分析了北京大学医学部

社区内具有行动不便老人、慢性疾病或者重病患者，且需要提供治疗服务的家庭的需求意愿，结果

表明社区居民具有年龄较大、家庭成员较少、慢性疾病比例高且疾病类型多样、医疗服务要求次数

高和类型多的特点，对于家庭护理病床的了解程度较低，但潜在需求大，不同生活状态的居民对于

建立家庭护理病床的意愿差距明显，医疗服务需求多样但利用现有条件可以基本满足，在社区建立

家庭护理病床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及现实意义。 

 
 
OR-156 

社区-家庭延续性护理服务模式在社康护理工作中的应用 

 
张福英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医院 518033 

 

目的  研究对慢性疾病患者在院内治疗基础上实施社区-家庭延续性护理服务模式的效果。 

方法 选择我院 2015 年 2 月至 2016 年 2 月间收治的 60 例慢性疾病患者，根据入院先后顺序随机

划分为对照组 30 例与延续组 30 例。对照组接受常规院内用药治疗，做好出院指导工作；延续组在

对照组基础上增加实施社区-家庭延续性护理服务。观察两组满意度及患者对于慢性疾病相关知识

掌握情况。 

结果  对照组患者满意度为 70.00%，延续组患者满意度为 93.33%，延续组明显较对照组高，差异

显著（P<0.05）；对照组疾病认知能力、疾病治疗过程、药物使用及日常生活习惯等指标评分均

低于延续组，差异明显（P<0.05）。 

结论 针对出院后慢性疾病患者，实施社区-家庭间延续性护理服务，大部分患者对于临床护理服务

感到满意且对慢性疾病知识掌握度较好。 

 
 
OR-157 

2013 到 2015 年上海市花木街道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状况分析 

 
李梅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204 

 

目的  为掌握上海市花木街道中小学生视力状况，更好的为以后的学生视力不良防工作提供科学指

导。   

方法  整群抽取 2013-2015 年花木街道 13 所中小学学生视力资料，采用采用 SPSS19.0 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结果  2013 年和 2014 年视力不良率相差不大，2013 年和 2015 年视力不良率比较显示下降；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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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中每一年中中学生视力不良率均高于小学生；2013 和 2014 年男生视力不良率均低于女

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花木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率高于全国学生水平。   

讨论  花木街道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率在 2013-2015 年逐渐停止上升并开始下降，中学生视力不良率

高于小学生，女生视力不良高于男生，花木中小学生视力不良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低于同时段

泉州市视力不良平均水平。 

 
 
OR-158 

早餐用餐與否與疾病的相關性-壢新世代研究資料初分析  

The Association of Skipping Breakfast and  
Disease -LIONS Cohort Analysis 

 
康曉妍 1 陳麗全 1 張煥禎 2 

1.台灣壢新醫院社區醫學部    2.聯新國際上海禾新醫院家庭醫學科 

 

研究目的    飲食內容與型態普遍被認為對疾病及健康有很大的影響，尤其與代謝症候群、心血管疾

病等有很高的相關性，並且已有大量的文獻探討。近年來的研究更發現，除了飲食的內容，用餐的

時間及頻率和疾病也有相關性。有研究顯示，沒有用早餐習慣的男性，有較高的的循環系統疾病死

亡率風險，也會提高女性的全原因死亡率。不吃早餐或習慣很晚才吃晚餐的男性也有較高的心血管

疾病風險。現代社會競爭壓力大，很多民眾普遍有誤餐或用餐不規律的情形，這樣的飲食習慣可能

造成健康風險。本研究目的在探討一般社區民眾是否規律用早餐與疾病狀態的相關性。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對象為壢新世代研究長期追蹤之社區民眾。壢新世代研究為台灣壢新醫院自 2006

年起，針對桃園市平鎮區年齡大於 30 歲的居民進行抽樣後，長期追蹤收案者之健康狀況、飲食習

慣、健康行為、生化測值等各項變化。本研究納入 2006–2010 壢新世代研究部份收案者共 5247

人，採用收案時第一次之問卷資料作橫斷式分析。統計方式以羅吉斯回歸，分析是否有規律進食早

餐與疾病的相關性。P 值小於 0.05 定義為統計上顯著的相關，若介於 0.05-0.08 我們定義為具臨界

邊緣的統計相關。數據分析使用 SAS Software 9.4 完成。 

研究結果  總計 5247 位受試者納入分析的。男性 2379 位(55.0%)，女性 2868 位(45.0%)，平均年

齡 52.90 歲(SD:12.93)，其中有 1327 位(25.2%)沒有固定吃早餐的習慣。人口學特徵在是否有吃早

餐習慣的相關性研究中，發現年齡、婚姻狀態、教育程度具統計上顯著的意義(p<0.05)。在校正年

齡、婚姻狀態、教育程度後發現，心臟疾病、氣喘與是否每天規律進食早餐具有統計上顯著相關(P

<0..05)，而糖尿病、肺結核與是否規律進食早餐的相關性達臨界邊緣的統計相關(0.05<p<0.08)。

沒規律吃早餐者發生心臟疾病的機會是有規律吃早餐的 1.56 倍，氣喘與肺結核則各為 1.76 倍、2.

39 倍。在糖尿病部分，沒規律吃早餐發生糖尿病的機會是有規律吃早餐的 0.71 倍。 

結論  研究結果顯示，除了普遍受到重視的飲食內容型態與疾病有密切相關以外，誤餐或用餐是否

規律可能也與疾病的風險相關。沒有固定用早餐的民眾與罹患特定疾病有較高的相關性。但用餐的

時間及頻率對於疾病風險的影響程度及機轉，則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與討論。 

 
 
OR-159 

残疾人吸烟状况分析----基于上海市静安区残疾人调查 

 
傅士杰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调查残疾人吸烟状况，分析现在吸烟者的吸烟行为特点及戒烟意愿，为开展控烟服务制定有

针对性的控烟服务措施提供基础信息。 

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对上海市静安区所属 14 个街道（镇）所有持证残疾人进行问卷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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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结果 共收集到 1815 份有效问卷，吸烟者 278 人，总体吸烟率 15.3%；其中男性 265 人，男性吸

烟率 28.1%；女性 13 人，女性吸烟率 1.5%。45～60 岁的残疾人吸烟率最高，达 23.5%（141

人）；吸烟率最高的残疾类型前三位依次是精神残疾 19.2%、肢体残疾 17.4%和视力残疾 15.

2%，最低的是言语残疾，为 5.0%。残疾人对吸烟有害健康的知晓率达 90.8%，但二手烟危害健康

的知晓率仅为 59.5%。就吸烟与冠心病、脑梗死、脑出血、消化道溃疡与慢性炎症、糖尿病、牙周

病、骨质疏松以及高血压之间有关的知晓率均低于 70%。86.9%的现在经常吸烟者对尼古丁依赖程

度为轻-中度。残疾人曾戒烟率为 33.5%，但戒烟成功率高达 17.2%。66.0%的人没有想过戒烟，

真正准备戒烟或开始减少吸烟量的只占 15.3%。83.6%的现在经常吸烟者认为戒烟是不可能成功

的。  

结论 残疾人吸烟率低于我国人群水平，对于烟草的心理依赖程度较高，对于二手烟有害健康的知

晓率较低，对烟草与相关疾病的联系缺乏充分的认识，曾戒烟率低但戒烟成功率较高。 

 
 
OR-160 

医疗联合体构建模式研究进展 

 
王荣英 贺振银 赵稳稳 王雅依 张敏 孙萌萌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050000 

 

构建医疗联合体是实现分级诊疗制度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本文参阅了国内外有关医疗联合体的最

新研究文献，对医疗联合体的概念、意义、国内外医疗联合体模式进行了综述，同时对我国未来医

疗联合体模式进行了展望，提出全科医疗科为基础的医疗联合体模式：综合性三级医院设置全科医

疗科，负责上下联动、双向转诊，并联合专科向基层医疗机构提供医疗技术和卫生保健服务，有利

于医疗资源的合理利用，有利于提高患者治疗的有效性、连续性和安全性，从而实现分级诊疗。 

 
 
OR-161 

缓和医学的全科思维 

 
王彤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在医疗的尽头, 对生命即将走到最后的患者，如何让其舒服而有尊严的离世? 被世卫组织推荐并在

数十个国家推广的缓和医疗，在中国已经起步。 

缓和医疗作为一门学科,已有近 50 年发展历史。1967 年,英国圣公会护士桑德斯启用了圣克里斯多

夫临终关怀院,专门收治生命不超过六个月的病人,让他们在生命最后时光得以舒适、有尊严、有准

备和平静地离世。2002 年,世界卫生组织对缓和医学的定义进行了修订。定义为：缓和医学是一门

临床学科，通过早期识别、积极评估、控制疼痛和治疗其他痛苦症状，包括躯体、社会心理和宗教

的（心灵的）困扰，来预防和缓解身心痛苦，从而改善面临威胁生命的疾病的患者和他们家人的生

活质量。 

全科医学是一个面向社区与家庭，整合多学科相关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医学专业学科，强调以人为

中心、以家庭为单位、以整体健康的维护与促进为方向的长期负责式照顾，并将个体与群体健康照

顾融为一体。因此，缓和医学应包括在全科医疗之中。 

1．缓和医学为社会所需要。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恶性肿瘤成死因之首,卫生资源短缺,末期病人生

活悲惨。在此情况下,人们对于这种更有尊严、更温暖、更经济的死法,需求很大。具报道，至今已

有 2 万多人在网上签署“生前预嘱”,交代自己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等“五个

愿望”。复旦大学的研究显示,到 2050 年,中国将成为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老年人口将超 4

亿。高龄患者增多,势必会带来一系列医疗和社会问题。大医院床位紧张,只能接受新发并有机会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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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治疗的病人。对于已进入生命终末期,不能再接受任何手术和化疗、放疗的临终患者来说,由基层

医疗机构继续进行“姑息治疗”或采取居家临终关怀和心理辅导是最佳选择。 

2．缓和医学可节约不必要的激进治疗花费。从临床层面来看,缓和医疗的花费肯定比普通医疗要

低。从长远来说,这有利于资源的节约，推行缓和医疗不仅是病人获益,家庭获益,国家更会获益。  

目前，国内已有一些医院和社区开展了缓和医学，如协和医院、北京西城区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郑州市九院等，以及一些医疗网站。但还有更长的路要走，如国家层面的政策倾斜，要有编制和

经费。最重要的是“在医疗的尽头，如何面对死亡？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教育。”   

 
 
OR-162 

新疆不同民族高血压患病率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任燕清 张德莲 周玲 李南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高血压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血压研究所 830001 

 

目的  本研究利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四个县高血压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对不同民族高血压患病情况

进行分析，为今后新疆不同民族制定高血压防治策略提供参考。  

方法  （1）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随机抽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四个县，阜康县、和布克赛

尔蒙古自治县、和田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哈萨克族、维吾尔族、蒙古族、汉族、塔吉克

族共 5555 例，对不同民族进行高血压患病情况横断面调查，通过计算率的标准化方法得出各民族

间标准化患病率，比较各民族高血压标准化患病率之间差异。比较不同民族男性高血压标准化患病

率及女性高血压标准化患病率各自的差异。（2）按年龄分组后，比较不同民族不同年龄段高血压

患病情况。 

结果  （1）我们调查人群中，哈萨克族、维吾尔族、蒙古族、汉族、塔吉克族高血压粗患病率分别

为 37.2%、40.3%、44.7%、34.0%、22.5%，标准化患病率分别为 41.9%、36.7%、47.5%、

33.6%、30.5%，经分析后得出各民族间高血压标准化患病率有差异，且蒙古族高血压标准化患病

率高于其他各民族。（2）不同民族男性高血压患病情况，哈萨克族、维吾尔族、蒙古族、汉族、

塔吉克族高血压粗患病率分别为 38.3%、37.5%、48.5%、30.8%、23.9%，标准化患病率分别为

43.8%、34.0%、51.0%、31.7%、32.5%，不同民族间男性高血压标准化患病率有差异。不同民族

女性高血压患病情况，哈萨克族、维吾尔族、蒙古族、汉族、塔吉克族高血压粗患病率分别为

36.3%，42.2%、42.6%、36.0%、21.7%，标准化患病率分别为 40.3%、38.5%、43.6%、

35.0%、29.3%。不同民族间女性高血压标准化患病率有差异。 （2）按年龄分组后，在各年龄段

各民族高血压患病率呈上升趋势，其中在 45 ～65 岁年龄段间，高血压患病率较高，各年龄段各民

族高血压患病率有差异。  

结论  通过对各民族间高血压粗患病率及标准化患病率中得出，各民族间高血压标准化患病率存在

差异，且蒙古族高血压标准化患病率高于其他各民族。不同民族男性高血压标准化患病率及女性高

血压标准化患病率均存在差异。按年龄段分组后，45 ～65 岁年龄段间高血压患病率较高。今后我

们应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及特殊性、年龄阶段性，积极探索少数民族地区高血压防治模式

和办法，加强对少数民族间高血压防治宣传教育，做到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有效的减少心脑血管

事件的发生率，为推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高血压防治工作积极努力。 

 
 
OR-163 

全科医生如何便捷筛查骨质疏松症——门诊快速评估方法的探讨 

 
杨乃龙 郑方芳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266003 

 

目的  对常用的几种筛查骨质疏松症的方法进行比较，寻找能在门诊快速准确评估骨质疏松症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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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方法  择取我院 2015 年 8 月～2015 年 11 月门诊所收治的中老年骨质疏松患者或有骨质疏松相关

危险因素患者共 325 例，其中、男性 105 例、女性 220 例作为研究的对象，询问基本信息，包括

姓名、性别、年龄（女性加问绝经年龄）、是否有激素服用史、是否有脆性骨折史，并进行骨密度

测定，数据采用 SPSS 18.0 软件进行分析。 

结果 选取的五个骨质疏松相关危险因素与骨密度因素均有相关性。不同危险因素与骨密度减少的

相关性有所不同。按相关性从高到低排列为：年龄>性别>激素服用史>脆性骨折史。而在不同性别

人群中，不同危险因素与骨密度减少的相关性也有所不同，女性为：年龄>脆性骨折史>绝经年龄>

激素服用史，男性为：激素服用史>脆性骨折史>年龄。 

结论 全科医生可运用询问性别、年龄、激素服用史、脆性骨折史等危险因素的方法作为门诊快速

评估的方法来筛选骨质疏松症风险人群。 

 
 
OR-164 

重庆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绩效考核评估结果分析 

 
何坪 1 成沙诺 1 吴海峰 1 姜理华 1 张秩 4 胡彬 2 吴建华 3 

1.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2.重庆市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 

3.重庆市社区与农村卫生协会     4.西南医科大学 

 

为摸清重庆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开展现状，提出改进对策，本研究采用“重庆市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绩效评估指标”，对重庆市 5 大功能区共 40 个区县 2014 年度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进行了绩效评估。评估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都市功能核心区和拓展区（90.35 分）、城市发展新区

（90.01 分）、渝东北发展区（87.04 分）、渝东南区（80.08 分）。在 15 个评估指标中，除“组织

管理、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重性精神病患者健康管理”6 项指标

有差异（P<0.05）之外，其余指标均无差异。这对于城乡二元化结构较为突出的重庆市而言，国

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已取得了显著成效。若能建立全市统一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加强项目过

程与质量监控，以及绩效评估结果的充分使用，出台鼓励与吸引基层医疗卫生人员政策，无疑对推

进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工作更加有效。 

 
 
OR-165 

Does influenza vaccine work as well in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A meta-analysis  

of twelve clinical studies 

 
Huang Yafang,Jin Guanghui,Du Juan 

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100069 

 

Objective   To determine whether immunogenicity and safety of influenza vaccination in rheumat
oid arthritis (RA) patient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healthy population. 
Methods  PubMed, MEDLINE, Embase, Cochrane Library and Web of Science were searched o
n 31 August 2015. Studies were included when they m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Two reviewers ind
ependently extracted data on study characteristics, methodological quality and outcomes. The pri
mary outcome was seroprotection (SP) rate after immunization. 
Results  12 studies were included. The SP rates did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 between the RA patien
ts and healthy controls for the H3N2 (RR=0.93, 95% CI, 0.75 to 1.15, p=0.48) and B strain (RR=0.
84, 95% CI 0.54 to 1.30, p=0.44). Nevertheless, RA was associated with a significant decrease of
 SP rate for the H1N1 strain (RR=0.75, 95% CI 0.62 to 0.90, p=0.002). RA patients receiving imm
unosuppressive chemotherapy, TNF blockers, Rituximab and other biologics responded to H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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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rain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healthy controls in SP rate whereas steroids did not. Non-adjuvant
ed vaccination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SP rate than healthy controls whereas adjuvanted vaccinati
on did not. RA was not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 in adverse events (RR=1.88, 95% CI 0.94 to 3.7
7, p=0.07). 
Conclusions  RA generates immunogenicity different to health in pandemic H1N1 strain, but sa
me as health in seasonal H3N2 and B strains. Adverse event rates in RA and control has no signi
ficant difference. Adjuvant and special kind of immunosuppressive biologics can play an importan
t role in RA immunogenicity to flu vaccine. 
 
 
OR-166 

失独者悲伤反应的研究分析 

 
张兰 

龙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232 

 

随着失独人群的越来越庞大，失独问题已逐渐被人们所关注，怎样采取合理的心理干预措施来帮助

失独者走出心理阴影，使其积极面对生活，对失独者来说尤为重要。本文对失独者的悲伤反应的研

究进行综述，为今后对失独者进行心理干预提供方向和理论依据。 

 
 
OR-167 

汕头市中老年人骨健康状况及知识-态度-行为现状调查 

 
李林芬 1,2 张庆英 1,2 李晓莲 13 邱卫黎 14 陈晓丽 1,2 董文亚 1,2 

1.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汕头大学医学院 

3.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目的  了解汕头市中老年人骨健康状况及相关知识、态度、行为现状，为本地区骨质疏松症的防治

工作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于 2016 年 2 月～6 月抽取汕头市金平社区、龙湖社区共 479 名中老

年人进行骨密度测量、体格检查及骨健康相关因素问卷调查。 

结果  调查人群骨质疏松检出率为 39.04%，骨密度降低检出率为 45.30%，其中，女性骨质疏松检

出率为 41.95%，男性骨质疏松检出率为 28%，女性高于男性(P=0.035）。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

和女性骨密度均呈下降趋势；并且，有关骨健康的知识、态度、行为题目得分较低，影响得分的主

要因素有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及经济情况(P=0.001)。知识与态度之间、知识与行为之间、态度

与行为之间的得分呈正相关 (r=0.677,0.395,0.343，P=0.001)。 

结论  汕头市中老年人群尤其是女性的骨质疏松检出率较高，骨健康知识和信念缺乏，骨健康行为

不足。应加强该地中老年人、尤其是受教育程度低、经济状况差的社区人群有效开展骨质疏松防治

知识的健康教育，预防骨质疏松症。 

 
 
OR-168 

基于紧张和应对互动理论，开展急诊护理人员 

健康教育干预模式分析 

 
曹继轩 1 高爱红 2 高斌 3 

1.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河南省人民医学    3.武陟县木城镇卫生院 

 

目的   评估我省综合性医院急诊护理人员焦虑状况，并开展健康教育干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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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由 Zung 于 1971 年编制的焦虑自评量表（SAS）对本省 3 家综合性医院急诊护理人员进

行心理健康评估，确定健康教育干预对象和目标，开展基于紧张和应对互动理论的健康教育干预计

划。确定评价指标，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肖水源（1987）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

S)，评估干预效果。 

结论  综合性医院急诊护理人员普遍存在焦虑情绪等严重心理健康问题，通过健康教育干预，预计

效果明显。 

 
 



 
 

书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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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1 

同伴支持模式在社区 2 型糖尿病自我 

血糖监测中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马龙飞 

上海市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020 

 

目的  探讨同伴支持模式干预对社区 2 型糖尿病患者自我血糖监测的影响。 

方法 选取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在册管理的 2 型糖尿病患者中 120 名，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

组(60 例)和同伴干预组(6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糖尿病健康教育，同伴干预组进行常规糖尿病健康

教育和同期的同伴支持干预，比较干预前后两组患者的便携式血糖仪拥有率,自测血糖次数达标率,

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血糖和自我效能等情况。 

结果  干预 3 个月后，干预组患者携式血糖仪拥有率,自测血糖操作技能，监测达标率,糖化血红蛋白,

空腹血糖,自我效能与对照组相比均有改善，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O．05)。 

结论  同伴支持模式有助于改善 2 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能力，自我血糖监测情况的提高，促进血

糖及糖化血红蛋白指标的明显改善，是一种适合在社区开展的 2 型糖尿病健康教育模式。 

 
 
PU-002 

“掌中宝”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公共卫生 

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的应用 

 
余涛 文兰英 

四川成都市郫县犀浦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11731 

 

目的   通过对成都郫县犀浦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团队在基本公共卫生工作及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工作中应用“掌中宝”的情况进行分析，探索开展、落实基本公共卫生及家庭医生工作地好方

法。 

方法  对比“掌中宝”使用前后两年基本公共卫生及家庭医生服务工作内容；对比使用“掌中宝”前后居

民依从性、医护人员及社区居民的满意度等。 

结果  运用了“掌中宝”后，社区老年人及慢病病人到我中心测量血压、血糖及慢病门诊面对面随访

次数增加；家庭医生对老年人及慢病病人体检情况、血压、血糖波动情况及服药情况都能做到动态

观察管理，有利于家庭医生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做到个性化地管理；在管居民自我管理及参与治疗

认知度提高；辖区居民对家庭医生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相关内容更加熟悉；家庭医生、社区护士、

辖区居民的满意度都得到提高。 

结论  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团队中使用“掌中宝”有利于家庭医生动态管理居民；有利于提

高老年人体检及慢病门诊随访、治疗的依从性；有利于家庭医生工作的开展；有利于提高居民参与

治疗的认知度；有利于提高医护人员及居民的满意度，因此有利于社区服务中心基本公共卫生工作

及家庭医生工作的执行和落实。 

 
 
PU-003 

同型半胱氨酸对糖尿病血管内皮损伤机制的研究 

 
李健 

上海市同济医院 200065 

 

目的  研究糖尿病患者血浆同型半胱氨酸损伤血管内皮的初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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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2015 年 5 月—2016 年 2 月我院内分泌内科、心血管内科、老年科住院的糖尿病患者 

286 例，根据颈部血管 B 超是否有颈动脉斑块分为两组，测定患者血 HCY、白细胞介素 8、血小板

凝集功能结果。比较有无颈动脉斑块的糖尿病患者间血 HCY、白细胞介素 8、血小板凝集功能及颈

动脉超声情况有无统计学差异。分析白细胞介素 8、血小板凝集功能及颈动脉超声情况与血 HCY

的相关性。  

结果  糖尿病的两组病人，血小板聚集试验中，有斑块组的血小板浓度，最大聚集率及斜率，均明

显高于无斑块组，而最大聚集时间，有斑块组者则明显低于无斑块组者。糖尿病的两组，有颈动脉

斑块的患者，较无颈动脉斑块的患者，其血浆同型半胱氨酸明显增高，为 17.58±5.71 u mol/L（p<

0.001）；其血白介素-8 显著增高，为 79.69±24.85 pg/ml（p<0.001）；.糖尿病的两组患者，有斑

块组右颈总动脉中膜厚度较无斑块组明显增厚；糖尿病有颈动脉斑块组，其双侧颈总动脉阻力指数

均较糖尿病无颈动脉斑块组增高。  

结论  HCY 可加重糖尿病患者血管内皮的损伤。造成中膜增厚及动脉阻力指数增高。HCY 通过以

血白介素-8 为代表的细胞因子的作用，造成糖尿病患者血管内皮的损伤。 

 
 
PU-004 

社区 2 型糖尿病伴发中心性肥胖的现状调查 

 
樊爱青 1 苏齐 1 彭欣 2 侯进 3 

1.上海市浦东新区六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3.上海市浦东新区大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目的   了解浦东中部社区建立全科家庭医师责任制管理下的 2 型糖尿病及其伴发病的关系和血糖达

标情况。 

方法  2013 年 12 月—2015 年 3 月常驻上海市浦东六灶社区的 2 型糖尿病患者 1 055 例，收回有效

问卷共 901 份，有效回收率为 85.40%，调查其一般情况、空腹血糖(FPG)、糖化血红蛋白

(HbA1c)、血压、血脂[三酰甘油（TG）、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体质指数（BMI)、腰围、臀围等指标，分析伴发病及其血糖达标

情况。 

结果  901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伴发中心性肥胖 403 例（44.73%，中心性肥胖组），未伴发中心性肥

胖 498 例（55.27%，非中心性肥胖组）。中心性肥胖组与非中心性肥胖组患者病程分布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X2=7.399，P=0.025）。非中心性肥胖组患者 FPG、HbA1c、血脂达标率高于

中心性肥胖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全科医师家庭责任制管理模式下的 2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达标过半，伴中心性肥胖者血糖、血

脂达标率低，加强社区肥胖体型尤其是中心性肥胖干预是糖尿病患者血糖达标的重要防治工作之

一。 

 
 
PU-005 

家庭医生团队服务模式对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水平的影响 

 
许洁 刘钧钧 徐桢莹 周晔 刘宇 李海东 

上海杨浦延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093 
 

目的   探讨家庭医生团队服务模式对糖尿病患者自我健康管理水平的影响。 

方法  选取社区建立健康档案的糖尿病患者 200 例为研究对象，随机性分为对照组 100 例与干预组

10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诊疗服务，干预组在对照组常规诊疗的基础上，由家庭医生团队给予综合

健康管理，时间为 1 年，具体形式有常规随访、专题讲座、专家答疑、小组讨论、现场示范、医患

互动、个别交谈等方式，对所有患者的相关指标变化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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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干预组的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血压、体质指数等均明显地低于对照组，且二者呈现显著的 

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家庭医生团队服务模式对于提高社区糖尿病患者的健康管理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效

果。 

 
 
PU-006 

高龄卧床患者院内获得性肺炎的临床特点分析 

 
杨晨光 季福绥 艾虎 郑耐心 李宏义 

北京医院 100730 

 

目的  分析高龄卧床患者院内获得性肺炎的临床特点。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8 月 1 日发生院内肺部感染的≥90 岁卧床患者 40

例，以≥90 岁的非卧床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 40 例为对照。对比两组间基础临床资料、感染伴随症 

状、炎症指标等的差异，并分析卧床患者感染前后血清学化验指标的变化。 

结果 相比于非卧床组，卧床组体重指数更低（20.68±1.18 VS 25.13±3.09，P=0.001），合并疾病

及感染伴随症状更多，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卧床患者发生肺部感染时：1、

容易诱发心房颤动；2、白细胞、C-反应蛋白及降钙素原等炎症指标升高不明显；3、感染后常伴有

B 型脑钠肽和肌钙蛋白的明显升高。 

结论 高龄卧床患者院内肺部感染的临床表现常不典型，伴随症状多，综合评价全身状况是获得良

好预后的关键。 

 
 
PU-007 

社区全科医生与全科规范化培训学员 COPD 

相关知识知晓情况调查 

 
顾杰 1 蒋玉婷 2 潘志刚 1 祝墡珠 1 沈瑶 3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上海市安亭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复旦大学附属浦东医院 

 

目的  调查上海市社区全科医生和全科规范化培训学员对于慢性阻塞性肺病（chronic obstructive p

ulmonary disease，COPD）相关知识的知晓情况。 

方法  2012 年 7 至 9 月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对上海市徐汇区和嘉定区 10 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

科医生（59 人）及上海市 2012 级全科规培学员（75 人）共 134 人进行调查。 

结果  男性 49 人，女性 85 人，平均年龄 30.4±8.0 岁，应答率 100%。在“COPD 指南总体知晓情

况”、“COPD 的诊断”、“COPD 与哮喘的鉴别诊断”、“肺功能报告的解读”、“气雾剂使用方法”、“吸

纳器使用方法”、“支气管扩张剂副作用”、“COPD 康复治疗”和“COPD 家庭氧疗”的自评中，被调查

对象“基本了解”、“有一定了解”和“完全了解”的构成比之和分别为 61.9%（83/134）、81.3%（108/

133）、83.6%（112/134）、59.0%（79/134）、69.4%（93/134）、35.8%（48/134）、61.2%

（82/134）、56.7%（76/134）和 53.8%（72/134）。除“肺功能报告的解读”外，社区全科医生的

了解程度自评均高于全科规培学员（P 值均<0.01）。在 8 道 COPD 相关知识测试题中，正确率最

高的是判断题题 4“戒烟可否延缓 COPD 肺功能的下降程度”[93.3%（125/134）]，最低的是多选题

题 3“以下哪些有助于 COPD 和哮喘的鉴别”[16.4%（22/134）]。与全科规培学员相比，社区全科

医生回答题 3 的正确率较低（6.8% vs 24.0%，x2=7.136，P=0.008），回答题 6“中度 COPD 的治

疗方案”的正确率较高（55.9% vs 30.7%，x2=8.655，P=0.003）。半数以上[56.7%（76/134）]被

调查对象认为“有必要”在社区开展 COPD 筛查，20.1%（27/134）认为“完全有必要”。 

结论 社区全科医生和全科规培学员的 COPD 相关知识仍欠缺，应重点加强 COPD 危险因素、鉴别

诊断和治疗方面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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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8 

糖尿病筛查量表与糖代谢异常的相关性分析 

 
王蕾蕾 刘安楠 杨书文 张晏 付静 曹素艳 

北京医院 10164054 

 

目的  探讨自创糖尿病筛查量表与糖代谢异常者（包括糖尿病及糖耐量减低者）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在体检人群中进行糖尿病筛查量表、糖耐量试验（OGTT）、血生化指标、体格检查及 EZS

CAN 检测等。根据 OGTT 结果，将受检者分为糖尿病组（DM 组），糖尿病前期组（Pre-DM 组，

包括糖耐量异常（IGT）和空腹血糖调节受损（IFG）），及正常对照组（Non-DM 组）。通过方

差分析三组之间相关代谢指标的差异；通过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糖尿病筛查量表中各种危险因

素与糖代谢异常的相关性；应用线性相关性分析 EZSCAN 与各代谢指标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①三组之间通过方差分析比较，年龄、空腹血糖（FBG）、OGTT2 小时血糖（PBG）、腰

围、体质指数（BMI）、收缩压（SBP）、舒张压（DBP）、血总胆固醇（TC）、血甘油三酯（T

G）、血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及血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有明显统计学差异，

（P<0.05）。②年龄、静坐少动生活方式、每餐主食量二两以上、饮酒史、糖尿病家族史、男性

腹围超过 90cm、女性腹围超过 85cm、BMI、高血压、高 TG 与糖代谢异常者显著相关，其 OR 值

（95%CI）分别是:2.65（1.71-4.10)、10.45（5.30-20.57）、58.58（24.90-137.83）、3.97（2.0

9-7.47）、13.10（6.08-28.26）、3.87（1.69-8.87）、1.79（1.18-2.70)、2.40（1.61-2.58）、7.

81（1.56-39.11)及 1.75（1.14-2.70）；EZSCAN 阳性与其相关性也有统计学意义，OR 值（95%

CI）为 1.91（1.25-2.93）。③EASCAN 检测数值与年龄、腹围、FBG、PBG 、SBP、DBP、T

C、LDL-C 水平之间成明显正相关，R 值分别为 0.370，0.118，0.197，0.212，0.172，0.095，0.

100，0.097，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糖尿病筛查量表中静坐少动生活方式、饮酒、每餐主食量、腹部肥胖、高血压、高甘油三

酯、糖尿病家族史以及年龄、EZSCAN 检测阳性是糖代谢异常者的独立危险因素。因此，以上指

标适合用于中国人的糖尿病风险评估。 

 
 
PU-009 

AD 的非药物治疗 

 
武冬冬 

北京医院 100730 

 

阿尔茨海默病（AD）是一种起病隐匿、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以记忆障碍和认知功

能受损为主要临床特征。目前无根治性方法，仍以针对不同临床症状的药物治疗为主，在一定时期

内起到改善或延缓疾病发展的作用。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人们对脑的功能和结构了解越来越深

入，辅以全面多样化的非药物治疗在 AD 患者的医疗照护中显得尤为重要。非药物治疗以期尽可能

长期保持 AD 患者的功能水平，延迟日常生活能力的下降，减轻照料者负担，从而改善患者及家属

的生活质量。本文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 AD 的非药物治疗方法：一、有氧运动；二、饮食疗

法；三、音乐疗法；四、认知训练疗法；五、光照疗法；六、物理疗法；七、其他。结语 针对 AD

的治疗方法众多，有关非药物治疗的效果，尚缺乏大样本随机对照研究，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树立

AD 患者多靶点全方位管理理念、制定有效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对于提高 AD 患者生活质量及减轻

家庭负担有着重要意义。随着全社会对 AD 的重视、对 AD 发病机制的深入研究以及各种抗 AD 治

疗手段的飞速发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找到更加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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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0 

3 例临床特殊病例汇报荟萃交流 

 
邓宇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惠侨医疗中心 510515 

 

复杂肠梗阻误诊一例：患者女，82 岁，因“腹胀 14 天”入院，14 天前无明显诱因出现腹胀不适伴左

上腹钝痛，间歇性发作，就诊当地医院查腹部 CT：“1、小肠低位机械性梗阻，伴腹膜炎；2、升结

肠、横结肠局部肠壁增厚，考虑结肠癌可能性大”，予“禁食、抗感染、抑酸、通便”等治疗后效果欠

佳，遂来我院就诊，门诊拟“小肠梗阻”收入院。入院后查体：腹部膨隆，柔软，剑突下及右下腹部

深压痛，无反跳痛。入院后查腹部 CT：胆囊显示不清，小肠普遍扩张、积气、积液，回肠远端管

腔空瘪，考虑低位小肠梗阻，升结肠、横结肠局部肠壁增厚，考虑结肠癌可能性大。禁食，积极予

三代头孢抗感染、护胃、静脉营养支持治疗，每日灌肠两次，经上述措施保守治疗 3 日后患者病情

无明显改善，查体出现全腹压痛、反跳痛，腹膜炎较前明显加重，具备剖腹探查指征，根据术前掌

握资料及病情综合判断，考虑结肠恶性肿瘤占位导致低位小肠梗阻可能性大，拟行右半结肠切除术

解除消化道梗阻，切除范围：横结肠肝区、升结肠、盲肠、阑尾、远端回肠 15-22cm。术中探查：

升结肠肝区未见异常，胆囊床胆囊、胆管均显示不清，局部可见一大小约 4cmX4cmX3cm 肿物，

质硬，侵犯胃窦，术中下胃管不能顺利通过胃窦部，小肠广泛扩张、充气，以远端回肠较重，距回

盲部 15cm 回肠肠管内探查一直径 3cm 粪石嵌顿，术中诊断：胆囊癌侵犯胃窦并幽门梗阻？；低

位小肠梗阻（粪石嵌顿），考虑患者年龄大，一般情况差，晚期恶性肿瘤占位侵犯周围重要器官，

若请肝胆外科协助切除胆囊癌及周围侵犯器官，手术创伤大、出血多，手术及麻醉时间长，术后康

复风险巨大，极易出现人财两空之局面，若取肿瘤组织行病理活检，导致胆瘘风险高，遂行胃-空

肠吻合术（短路手术）+回肠切开粪石取出术，手术创伤小、时间短，解除消化道梗阻问题，术后

第 9 天拆线出院。经验教训：小肠梗阻是病情复杂、变化最快的外科急腹症，影像学仅作参考，不

能不信，亦不能全信，需临床一线医生根据患者具体病情并结合自身经验制定对患者有益的诊疗方

案！ 

腹股沟直疝误诊一例：患者男，49 岁，因“右侧腹股沟可复性包块伴腹痛、腹胀 1 年”入院，1 年以

来因“腹痛、腹胀反复”反复就诊外院，诊断“慢性浅表性胃炎、直肠炎”，予护胃、营养肠粘膜等治

疗效果欠佳，来我院行右腹股沟 B 超：右腹股沟可复性疝。在我院行右腹股沟直疝修补术（Bassin

i 法），术后患者未再诉腹痛、腹胀不适，术后第 4 天出院，第 7 天拆线。经验教训：认真问病

史、查体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非常重要，如果一味循规蹈矩、人云亦云则会导致临床误诊、误

治。 

巨大小肠系膜囊肿一例：患者女，34 岁，因“左下腹痛半年”入院。入院查体：下腹盆腔可触及一 8

cmX9cmX9cm 肿物，边界清楚，活动良好。1 月前就诊妇幼保健院，诊断“妇科囊肿”，行腹腔镜探

查，发现肿物非来源于子宫及附件，未行任何处理，随即关腹。来我院就诊查盆腔 CT：膀胱上方

一类圆形低密度囊性病灶。在我院行手术，探查见肿物根部位于小肠系膜，遂切除肿物，术后病

理：单纯小肠系膜囊肿，患者术后第 9 天拆线出院。经验教训：外科医生术前应做好充分的手术预

案，如果术中发现跨学科问题，应及时请相关学科住院总及专家会诊，直接关腹了事是对病人不负 

责任，让患者遭受多次麻醉、手术打击。 

 
 
PU-011 

中西医结合慢病丸不同剂量治疗 社区慢病 77 例临床分析 

 
张德光 程飞 

重庆开州康桥医院 405499 

 

要满意在血压达标血糖达标，更重要的是关爱到患社区慢病的“人”。“虽然数字达标，但身体不舒

服，我没有焦虑”。医生会听到会感受到病人的内心。临床中应辨症辨病，用中西医结合改善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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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 

方法  2015 年 4 月 18 日~2016 年 6 月 16 日在门诊就诊的社区慢病 77 例，二级及以上医院鉴定，

县医保局核发慢病卡（男 54 例，女 23 例）。年龄：33—88 岁。病程：15 天~34 年。医保种类：

职工 54 例，城乡居民 23 例。慢病类别：高血压 8 例；冠心病 25 例；风心病伴脑梗死后遗症 3

例；糖尿病 10 例；高血压并冠心病 9 例；高血压并糖尿病 11 例；冠心病并糖尿病 1 例；高血压

伴脑卒中后遗症 4 例（其中冠脉造影 4 例；冠脉支架置入术后 3 例；右侧颈动脉斑块 1 例；双侧颈

动脉斑块 27 例），恶性肿瘤（手术或化疗）6 例。首诊血压：170~190/80~60mmHg。每月随诊

一次 37 例，每半月随诊一次 40 例。生活上管住嘴迈开腿，应用抗高血压、扩冠脉、抗血小板、调

脂、降糖药，血压血糖达标，但患者仍有头昏、头晕、心里为难、心前区痛等症状。辩证：眩晕、

肝阳亢盛（高血压）、胸痹（冠心病）；心悸（风心病）、消渴，阴津亏损（糖尿病）。高血压累

及动脉，糖尿病侵犯微血管，冠心病二者兼有。本虚标实、痰瘀（百病生于痰）、瘀血（瘀血为百

病母胎）、久病入络是慢病特点，异病同治，治法：活血通络，益气养阴，安神。自创慢病丸：三

七 250g，丹参 250g，山楂 250g，红景天 100g，西洋参 50g，水蛭 50g，蜈蚣 25 条，全虫 25

g，天麻 125g，枣仁 125g，研细为丸，一次 20g，早中晚三次，21 天剂量，连服 3 个月。症状好

转后，每月每天每次 15g，日 3 次，直至维持量一次 10g，日三次。 

结果  37 例服慢病丸+西药（男 23 例，女 14 例）；单纯服慢病丸 40 例（男 30 例，女 10 例）。

血压血糖达标，3 个月后临床症状显著改善 75 例（97%）（其中 2 例原来每年住院 6 次，现在不

住院，2 例未置冠脉支架），1 例轮椅状态，1 例风心病脑梗死偏瘫能行走。 

结论  善用整体观思维，活用中西医结合治症治病，慢病丸适宜于社区慢病“人”，中药整体药进入

机体缓慢释放，简便安全，持续发挥药效，独特体现中西医结合的核心价值——临床疗效。 

 
 
PU-012 

健康体检人群的血清胃蛋白酶原含量与年龄、性别、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程度的相关性分析 

 
黄荣根 1 周彬 2 

1.江苏省太湖干部疗养院    2.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 

 

目的  探讨健康体检人群中年龄、性别、幽门螺杆菌（Hp）感染程度与血清胃蛋白酶原（PG）的

关系。 

方法 选择健康体检人员 6596 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灵敏度高、测量范围宽的时间分析荧光免疫分

析法（TRFIA）检测该人群的血清胃蛋白酶原 I(PGI)和血清胃蛋白酶原 II(PGII)的浓度，使用 13C

尿素呼气试验（UBT）检测该人群 Hp 感染率及感染程度，并分析年龄、性别、Hp 感染与血清 PG

的关系。 

结果  男性 PGI、PGII、PGI/PGII 比值分别为 161.56 ±67.29 、13.45 ±8.19 、14.55 ±7.33，女性

PGI、PGII、PGI/PGII 比值分别为 143.83± 61.26 、12.52 ±8.15 、14.34 ±7.43；随着年龄的增

长，血清 PGI、PGII 浓度也相应的逐步增加。该人群的 Hp 感染率为 48.83%,其中 Hp 阳性组的血

清 PGI、PGII、 PGI/PGII 比值水平分别为 187.05±73.50 、18.09±8.68 、11.67±5.44；Hp 阴性组

的血清 PGI、PGII 、PGI/PGII 比值水平分别 150.39±67.04 、 11.50±7.45 、15.67±8.19，PG 异

常检出率在两组间也有显著差异，UBT 值随着 Hp 感染程度增加，同时血清 PGI、PGII 浓度水平上

升，而 PGI/PGII 则明显下降。 

结论  血清 PGI、PGII 浓度与年龄、性别及 Hp 感染程度相关，Hp 感染及感染程度的加重会导致血

清 PGI、PGII 浓度的增加。在采用 PG 进行胃病筛查时应考虑年龄、性别、Hp 感染程度的影响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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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3 

上海浦东某社区2型糖尿病患者自我血糖 

监测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封玉琴 叶明浩 瞿华萍 吴秀兰 

浦东潍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122 

 

目的  探讨上海浦东某社区 2 型糖尿病患者自我血糖监测（SMBG）的现状及影响因素。 

方法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期间从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册管理的患者中筛选符合纳入与排

除标准的 2 型糖尿病患者共 875 例进行问卷调查分析，根据 SMBG 与否分为 SMBG 组和 N-SMB

G 组。 

结果  SMBG 组仅为 163 人（18.63%），N-SMBG 组高达 712 人（81.37%）。影响因素有患者的

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是否独居、糖尿病家族史、合并症、治疗情况（是否胰岛素）以及自觉血

糖达标情况。而治疗情况（是否胰岛素）、自觉血糖达标情况为 SMBG 的独立影响因素。自测血

糖排名前三的原因是：控制血糖的必需手段（90.18%）；家庭及朋友的督促(89.57%)；医生的建

议（76.07%）；未进行血糖自测排名前三的原因是：经济原因（84.41%）；SMBG 不准确（82.4

4%）；医院检查血糖就足够（80.48%）。 

结论  上海社区 2 型糖尿病患者的 SMBG 的监测率仍然低下，且存在认识不足现象。应加强自我血

糖监测教育，降低血糖监测费用，提高监测率。 

 
 
PU-014 

前列地尔对老年稳定性心绞痛血清 hs-CRP、白细胞介素、 

TNF-ɑ 及血液流变学的影响 

 
单海燕 韦晓洁 刘骜 贾芮 祁慧萌 于晓松 

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全科医学 110001 

 

目的  观察前列地尔对老年稳定型心绞痛患者血清炎症因子及血液流变学的影响，以探讨前列地尔

在治疗老年稳定型心绞痛患者的优势所在。 

方法  将 42 例老年稳定型心绞痛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 22 例和治疗组 20 例，对照组

采用常规治疗，治疗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前列地尔注射液，2 组疗程均为 14 天，分别观察

治疗前后血清高敏 C 反应蛋白（hs-CRP）、白细胞介素（IL-6、IL-8）、肿瘤坏死因子(TNF-

ɑ）、血液流变学指标的变化。 

结果 2 组患者治疗后血清炎症因子及血液流变学指标均有改善(P<0.01)，但治疗组各指标改善更明

显。 

结论 前列地尔可改善老年稳定型心绞痛患者血液流变学，降低炎症反应。  

 
 
PU-015 

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误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 1 例 

 
单海燕 1 祁慧萌 1 陈昕 2 吴彬 1 于晓松 1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全科医学    2.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超声科 

 

目的  探讨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的诊断与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误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 

结果  该例患者经心脏听诊、血培养及心脏彩超结果诊断为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动脉导管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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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给予抗生素治疗 6 周后准备手术治疗。  

结论  对于发热有全身症状的患者，应注意心脏听诊，结合心彩超检查及血培养检查明确亚急性感

染性心内膜炎诊断。  

 
 
PU-016 

老年高血压的基层管理 

 
刘骜 单海燕 韦晓洁 贾芮 于晓松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全科医学 110001 

 

老年高血压是指年龄≥60 岁的老年人, 血压持续或三次非同日血压测量收缩压≥140mmHg 和(或)舒

张压≥90mmHg。其随年龄增长发病率逐年上升，并发症多，致死率和致残率高，给家庭和国家造

成沉重负担。全科医学管理可促进老年高血压有效控制，并让患者从中获益。本文对老年高血压的

诊断、发病机制、临床特点、治疗及管理综述如下。 

 
 
PU-017 

运用经方治疗更年期综合征妇女失眠体会 

 
戴建民 杨富荣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204 

 

目的  通过临床实践，探索经方中治疗失眠的有效性。 

方法 笔者总结近 40 年的临床经验，根据中医辨证施治的理论，应用经方酸枣仁汤，黄连阿胶汤，

百合地黄汤，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半夏秫米汤和栀子豉汤，治疗更年期综合征妇女失眠。 

结果  通过临床门诊治疗，取得很好的效果。 

结论  事实证明经方中有很多行之有效的方剂，是我们应该传承发扬加以研究的。通过门诊运用经

方治疗更年期综合征妇女失眠取得好疗效，证明了经方现代应用的有效性，可传承、发扬和推广

的。 

 
 
PU-018 

建立“互联网+医养结合”新模式的构想及探讨 

 
马龙飞 乐嘉宜 魏魏 郁敏杰 沈世蜂 

上海市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020 

 

老年人对养老和医疗服务的需求日益强烈，因此国家大力推广医养结合模式解决上述问题，而医疗

资源的匮乏和不均衡性制约了医养结合的发展，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条

件与技术支持。本文通过结合现阶段养老模式和医疗服务现状，探讨了互联网技术在医养结合中的

远程监控、远程诊疗、远程健康管理和生命安全管理等方面应用的可行性和科学性，并在规范互联

网新形势下医养结合服务平台的建设和管理、制定远程处理突发事件的流程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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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9 

上海市花木社区女性乳腺癌及宫颈癌防治知识的认知调查 

 
朱佩芳 沈丽华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204 

 

目的  了解花木社区女性对乳腺癌及宫颈癌防治知识的认知情况，为制定社区妇女疾病防治策略提

供依据。 

方法 自行设计乳腺癌及宫颈癌防治知识问卷，对 2014 年度参加花木社区妇科疾病筛查的女性开展

问卷调查。 

结果  参检女性 1850 人，发放问卷 1850 份，回收问卷 1840 份，有效问卷 1823 份，回收有效率

为 98.54%。参检女性对乳腺癌及宫颈癌症状认知分别为 71.5%、71.4%；有 92%的参检女性认为

应每年开展“两癌”筛查。 

结论  花木社区妇女对乳腺癌及宫颈癌筛查的认知度较高，但对两癌症状的认知度较低，不利于有

效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建议在社区妇女保健工作中强调“两癌”知识的普及率，通过健康

教育手段提高妇女“两癌”的认知与筛查率, 促进的早发现、早诊断与早治疗，从而提高“两癌”防治水

平。 

 
 
PU-020 

多级医院联动的社区糖尿病管理模式研究 

 
陈萱 

上海市徐汇区天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031 

 

摘要  探索多级医院联动的基于专科评估的社区糖尿病病人的个体化管理模式，通过三级医院专科

医生对糖尿病病人进行个体化评估和制定治疗方案，社区家庭医生全程管理，专科医生提供业务指

导，以提高社区糖尿病的管理率，增加血糖的达标率和控制率，减少并发症。 

方法  选取自 2012 年天平、湖南社区诊断糖尿病患者 400 例，随机分成对照组和干预组，所有患

者均建立家庭档案并纳入社区糖尿病管理，干预组由社区全科医生团队负责管理，对照组患者根据

糖尿病管理要求定期随访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等指标，并记录病情变化及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  对干预组患者个体化管理 1 年后与对照组比较，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达标率和并发症发生率

等指标有显著差异，干预组优于对照组。 

结论  多级医院联动的基于个体化评估的社区糖尿病病人的个体化管理模式，可提高社区糖尿病的

管理率，增加血糖的达标率和控制率，减少并发症,从而降低医疗费用。 

 
 
PU-021 

Current status and intervention assessment of Ischemic 
Cardiovascular risks among middle-aged residents in a 

Shanghai-based Community 

 
XU Qi1,2,SHEN Jieyan2,SHI Rong3,ZHAO Hui1 

1.Department of general medicine， Shanghai Hudong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2.Department of cardiovascular internal medicine， Ren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3.School of public health，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bjective The exposure conditions of the 10-year ischem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C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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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the residents aged 45-59in Hudong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were surveyed to p
rovide an objective basis for further studie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risk factors and ICVD events.  
Methods The survey was conducted from October 2013 to March 2014 against the principle of cl
uster sampling. Our investigation involved questionnaire,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laboratory test
s. All residents were evaluated according to the table of National 10-year Risk Assessment for IC
VD to forecast the 10-year risk. The methods of community intervention were medication and lifes
tyle intervention based on the relevant guidelines.  
Results The detection rate of extraordinary Body Mass Index (BMI) and smoking rate was signific
antly higher in the male than that in the female residents, presenting a linear trend between hyper
tension and age in the male residents (P<0.001), and a linear trend among hypertension, hyperch
olesterolemia and age (P<0.001) in the middle-aged female residents. The 10-year ICVD risk det
ection rate was 6.1%for moderate risk and above, a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b
etween different gender adults (P>0.05). We intervened those residents with moderate risk and a
bove over one year, finding out that the levels of blood pressure and total cholesterol were signific
antly decreased (P<0.05), while BMI and smoking rate remained unchanged (P<0.05).  
Conclusion It is imperative that early prediction and intervention be conducted on the risk factors
 causing community chronic diseases. Before the one-year intervention, the average risk was hig
her than the reference value among the middle aged residents, except for among the male popul
ations aged 45-49. After the intervention, we found that the risk declined in79.41% of the resident
s with moderate and above risk, and that the 10-year ICVD risk score decreased from moderate ri
sk and above to less than moderate risk. 
 
 
PU-022 

中药与针灸结合治疗经闭初步疗效分析 

 
周敏杰 姚保富 

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086 

 

目的  探讨中药与针灸联合应用对治疗闭经的疗效优势，为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提供依据。  

方法 选择门诊就医的闭经患者 191 例，分为中药治疗组 60 例、针灸治疗组 64 例和药针结合治疗

组 67 例。 观察三组治疗效果、临床症候变化，观察时间为一年。  

结果  药针结合治疗闭经总有效率达 81%，而中药组和针灸组总有效率分别为 57%和 55%，在治

疗过程中均未发生不良反应，安全性好，且临床症状均有缓解。  

结论  本组资料显示，中医中药辩证论治与针灸随证补泻手段并行的治疗方法，疗效明显优于单纯

使用中药组或针灸组，在临床症状如腰酸、舌脉异常等方面的改善情况，亦有显著优势，用二者结

合的方法来治疗闭经症值得临床推广。 

 
 
PU-023 

 聚类判别法分析社区健康体检老人人体测量指标 

与血液生化指标的关系 

 
孙冬梅 王雍容 孙静 王晓红 

上海浦东新区浦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206 

 

目的  用聚类判别法探讨社区健康老年人无创的人体测量参数与实验室检查结果的关系，并建立判

别函数。 

方法 整群随机抽取浦东新区浦兴街道的 11 个居委，调查 65 岁以上居民，横断面调查体质量、血

压、血糖、血脂等，排除既往患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及此次实验室检查肝肾功能不全者。选择

年龄、收缩压、舒张压、BMI 共 4 个变量进行 R 型聚类分析，建立判别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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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共聚为 3 类。第 1 类人群年龄最小，无创的肥胖指标及血压最高，同时实验室检测的血糖、

血脂、肝功能指标亦最高，经 LSD 多重比较，除收缩压、空腹血糖的第 1 与第 2 类比较以及胆红

素各类差异无显著性外，其余参数第 1 与其他类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值<0.05)。回顾法及

交叉验证法两种方法估计判别函数的误判概率，均小于 0.2。 

结论 在静脉采血前，可以用无创的人体测量学指标计算判别函数值，将老年人细分，从而区别对

待，提高体检效力节约卫生费用。 

 
 
PU-024 

防治骨质疏松，从社区做起 

 
孙艳格 1 杜雪平 1 高明 2 黄凯 3 于溯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湖南省人民医院急诊科    3.宁波市第一医院全科医学科 

 

2012 年 IOF 发起攻克骨折难题：打破脆性骨折循环的全球活动，报告中指出：骨折患者的骨质疏

松症治疗就像由骨科整形医生、家庭医生和骨质疏松症专家组成的百慕大三角，骨折患者就这样消

失在其中。这段话充分说明家庭医生在骨质疏松症防治中有着重要作用。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骨

质疏松症社区管理的实践也充分说明这一点。 

2010 年开始，在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北京市城镇居民骨质疏松症社区规范化管理标准制定与实

施》的资助下，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始在骨质疏松症社区管理领域进行深入探索。首先通过调

查，了解社区医生骨质疏松症认知状况。之后通过查阅文献、专家论证等方法，结合社区防治现

状，制定骨质疏松症社区规范化管理标准；对社区医务人员进行骨质疏松症社区规范化管理标准的

培训，提高认知水平及管理能力，使骨质疏松症一级预防向社区转移；培训后全科医生对骨质疏松

高危人群及患者进行规范管理 2 年，评价管理效果，验证管理方案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并进行评估，修改，完善骨质疏松症社区管理规范。 

研究结果发现，骨质疏松症患者社区就诊率低，社区医务人员对骨质疏松症重视程度不足，社区医

务人员骨质疏松症相关知识认知较差。针对这种情况，结合社区特点，课题组组织了多次专家论

证，最终制定出《北京市城镇居民骨质疏松症社区规范化管理标准》，管理标准包括：骨质疏松症

筛查、诊断、人群分类、管理等内容。之后对 2 个社区 100 名社区医务人员进行骨质疏松症相关知

识培训，培训内容包括《骨质疏松症诊疗指南》和《骨质疏松症社区规范化管理标准》。培训后进

行再次问卷调查，发现骨质疏松症相关知识回答正确率明显提高。之后，开始居民管理，1000 名

居民，500 例观察组，对骨质疏松高危人群及患者进行规范管理，500 例对照组，延续原来管理模

式不变，管理时间 2 年。结果显示：经过管理，干预组骨质疏松症相关认知明显提高，要高于对照

组。同时，2 年后干预组 38.8%骨量下降，而对照组 62.3%骨量下降，干预组 56.2%骨量上升，而

对照组 32.4%骨量上升，两组间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除了上述指标的变化以外，还产出了一系列的成果，包括《北京市城镇居民骨质疏松症社区规范化 

管理标准》，《全科医生骨质疏松症培训教材》还有针对居民的《健康教育手册》，其中《骨质疏

松症健康手册》作为科技成果入选北京科技周展览，得到市民的欢迎和好评。 

《北京市城镇居民骨质疏松症社区规范化管理标准》被北京市科委纳入科技成果推广平台在北京市

推广。 

目前，月坛社区全科医生骨质疏松症认知水平明显提高，骨质疏松症在疾病就诊顺位中已经跃居第

5 位，较原来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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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5 

基于文献评价的全科医师识别社区精神心理障碍患者流程构建 

 
张含之 1,2 于德华 2,1 

1.同济大学附属杨浦医院    2.同济大学医学院全科医学系 

 

目的  构建一套科学有效的全科医师识别社区精神心理障碍患者的流程，以提高全科医师诊治社区

精神心理障碍的水平和内涵，最终为加强基层精神心理卫生的建设和促进国民精神心理健康做出贡

献。 

方法 以 Grant Blashki 在《全科医学之心理健康》中具体列出的精神评估方法作为框架，结合全科

精神心理相关的指南，以及中外数据库检索所得的 2014 年 1 月 1 日到 2016 年 8 月 31 日的相关文

献，进行综合评价，对识别流程进行初步构建。 

结果  经检索并剔除后得到共 62 篇文献。指南方面主要有《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IC

E）指南》、《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USPSTF）指南》、WHO 的 mhGAP 项目指南。Grant Blas

hki 列出的全科医生使用的精神病学评估内容和方法包括：一、对初诊患者，识别内容部分有：A

筛查方法 包括有关键提问和量表筛查，14 篇涉及文献皆为人群特点和筛查工具的研究，3 篇分别

提到电子系统、自制特定标识和访谈法的筛查方式。B 精神学病史采集：包括有主诉、个人成长

史、家族史、既往精神病史、既往躯体疾病史、病前人格、当前社会状况。20 篇涉及文献中，1 篇

提到隐匿主诉发病，3 篇提到躯体情况，其他皆为社会背景、生活状态以及婴幼儿期成长史。有 1

篇文献研究发现症状标识比日常全科就诊记录在识别常见精神障碍方面更为高效和特异。C 精神状

态检查：包括有外表、行为和友好关系、言谈、心境和情感、思维障碍、知觉、认知、智力、判断

力和自知力。仅涉及 3 篇文献，未提及具体评估方法和现况。D 体格检查：为除外器质性因素。4

篇文献涉及的躯体疾病包括心脏和神经系统疾病、躯体化障碍。有 1 篇提到全科医师帮助精神科解

决患者躯体共病问题。E 特殊辅助检查和诊断性试验：为躯体疾病诊查。4 篇涉及的文献提到心

脏、呼吸和神经肌肉方面检查。F 症状严重性和结果监测工具：Grant Blashki 列举了常用精神评估

量表，如 BDI、BAI、EPS 等量表，还提到初级保健的症状诊断系统用“轻生的念头”、“想放弃生

命”、“自杀情绪”三个项目来评估成年人过去 1 个月的自杀风险。2013USPSTF 指南推荐在初级保

健中评估高自杀风险时期患者，但未推荐人群自杀筛查。2015NICE 指南中提到使用 BVC 量表优

于单独非结构化临床评断来监测或判断暴力风险，并推荐转诊中基层卫生共享暴力信息及关注青少

年和儿童相关问题。2 篇涉及文献中，1 篇提到全科医师很少使用评估工具，另 1 篇提及 Grille 自

杀评估量表优于非量化访谈和常见的低特异性量表。G 与精神心理卫生的协作：Grant Blashki 提

到第一手和第二手会诊协作。49 篇涉及文献中，仅 5 篇为系统项目协作，2 篇证实了 mhGAP 项目

在全科医师诊治常见精神障碍方面的应用价值。有 3 篇提到影响协作因素众多。1 篇反映全科医师

认为协作现况不理想。3 篇特别提到协作诊疗在保障青少年精神健康方面的意义。二、对于初诊患

者识别方式部分，Grant Blashki 提到包含轴 I（心理障碍）、轴 II（人格）、轴 III（躯体情况）和

轴 IV（社会环境）的多轴诊断系统。mhGAP 项目指南为非精神科医师提供个体疾病基于症状为主

的诊治思路。12 篇涉及文献中，2 篇提到全科医师在独立诊断方面的障碍和缺乏信心。3 篇分别提

到包括整体评估、三阶段式和 mhGAP 项目的评估策略。三、对于复诊患者，Grant Blashki 给出了

复诊评估的具体内容，与涉及的 7 篇文献分别提到的内容相符。Grant Blashki 还提到评估的最后

一步为制定治疗计划。 

结论  结合指南、文献，对识别流程进行初步构建。其中初诊识别方面，筛查意义不明，未纳入流 

程。病史采集尤为重要，结合精神状态检查、体格检查和辅助检查，全科医师尽可能完善轴性小

结，小结的轴 I 部分可为精神相关症状总结、精神心理障碍的拟诊或诊断，轴 II、III、IV 分别为人

格、躯体情况和社会环境。全科医师可用 mhGAP 指南由症状推导诊断，需关注高危自杀或暴力风

险者，并可用量表评估患者自杀、暴力风险和疾病严重程度。会诊和转诊等协作资源，可有电话、

网络等多样形式，时机可为接诊全过程，是否转诊或启动治疗也是识别的最后一步。复诊识别为 G

rant Blashki 给出的包括症状及功能监测、依从性和不良反应、危险和保护因素、共病问题及复发

识别标志评估内容的策略，并对可疑新发精神症状或疾病，再次启动初诊评估模式。而考虑到受地

区政策条件、全科医师职能及意愿等因素，识别流程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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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6 

重症监护病房床旁纤维支气管镜术 956 例临床分析 

 
吴伟东 李开军 舒建胜 

丽水市中心医院 323000 

 

目的  评价重症监护病房床旁纤维支气管镜（纤支镜）技术在危重患者气道管理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 2008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我院重症监护病房，956 例危重患者行床旁纤支镜术的

临床资料进行回顾分析，总结其指征与疗效。 

结果  956 例危重患者行纤支镜术共 1321 次，929 例经人工气道入镜，25 例经鼻腔入镜，2 例经口

入镜；以诊断+治疗为操作目的 922 例，单纯诊断 34 例。肺部感染以抗生素联合清除分泌物 852

例 1126 次，术后患者症状、体征及实验室指标均得到不同程度改善，总有效率 89%，直视下吸

引、灌洗治疗肺不张 57 例 142 次，有效率 91.2%；同时镜下留取分泌物送培养 437 例，培养阳性

289 例（阳性率 66.13％）；明确出血原因及镜下止血 24 例 29 次；经纤支镜引导下经鼻气管插管

9 例，经纤支镜辅助下经皮气管切开术 6 例，取异物 3 例，明确不明原因的气道阻力增高 5 例 6

次。并发症主要为低氧血症，心律失常，术后少量出血，除 2 例外，其余均完成操作，无严重不良

反应。 

结论  重症监护病房床旁纤支镜术在危重患者气道管理中有较好的诊断和治疗价值，其疗效确切且

不良反应少, 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PU-027 

2 型糖尿病自我管理与血糖控制及部分危险因素的相关性 

 
王亚坤 1 方宁远 2 

1.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 

 

目的  评估 2 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对血糖控制的作用，并探讨自我管理与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部

分危险因素的相关性。 

方法  抽样并调查 2014 年 9 月上海市花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管理的 900 名糖尿病患者，调查内容

包括个人背景特征、既往疾病史、糖尿病自我管理水平，并进行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 

结果 运动、用药自我管理水平与 Alc 呈负相关(P<0.05)，特殊饮食、运动自我管理水平与 SBP 呈

负相关(P<0.05)，普通饮食、运动自我管理水平与 UACR 呈负相关(P<0.05)。自我管理水平与 T

C、LDL-C 无显著相关。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较好的运动(OR 0.929，95% CI 0.877～0.983)、用

药(OR 0.932，95% CI 0.886～0.981)自我管理有助于血糖控制达标，较好的运动自我管理可减少

MAU 的风险(OR 0.918，95% CI 0.861～0.979)。 

结论  改善 2 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水平有助于控制血糖、血压，并可延缓 MAU 进展。 

 
 
PU-028 

2 型糖尿病患者合并尿路感染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谷优优 2 王欢 1 张丽 2 王肃 2 

1.天津市滨海新区胡家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 

 

目的  对住院 2 型糖尿病合并尿路感染患者的常见病原菌及其耐药性进行分析。 

方法  回顾分析本院内分泌科 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5 月收治的 2 型糖尿病（T2DM）合并尿路感

染患者 66 例的临床资料，采用留取清洁中段晨尿标本检测方法，分析中段尿培养加药敏试验结

果。 使用 Excel 对计数资料用株数、构成比及相对比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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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分离出的 67 株病原菌中，革兰阴性菌 44 株（65.67%），革兰阳性球菌 18 株（26.8

6%），真菌 5 株（7.46%）。最常见的病原菌为大肠埃希菌（33 株，49.25%）。产超广谱 β-内

酰胺酶（ESBLs）的病原菌有 13 株，其中产 ESBLs 大肠埃希菌 9 株。革兰阴性菌耐药性位居前三

位的分别为氨苄西林（68.18%）、复方新诺明（43.18%）、环丙沙星（38.64%）；革兰阴性菌对

头孢哌酮舒巴坦、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替坦、妥布霉素、阿米替星、美罗培南及亚胺培南耐药

率较低。 

结论  T2DM 合并尿路感染耐药率高，临床应按药敏结果合理选择抗生素。同时应加强对细菌耐药

性的监测，控制滥用抗生素已迫在眉睫。 

 
 
PU-029 

天津市滨海新区老年人血脂情况分析 

 
王欢 1 谷优优 2 

1.天津市滨海新区胡家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 

 

目的  探讨天津市滨海新区 60 岁以上老年人血脂异常的患病率及流行病学特点。 

方法  2014 年 1 月至 12 月在天津市滨海新区采用随机整群分层抽样方法随机抽取 3934 名 60 岁以

上老年人，采取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和生化检测血甘油三酯（TG）、血总胆固醇（TC）。 

结果  血脂异常患病率为 54.75%，女性血脂异常患病率显著高于男性(P<0.05)；高 TG 及高 TC 患

病率分别为 28.09% 、42.86%； 60～70 岁老年人是血脂异常的高发人群。男性及女性高血压、糖

尿病、超重及向心性肥胖与高 TG 的发生均有聚集性。性别、年龄、腰围、MBI 是血脂异常的影响

因素。 

结论  天津市滨海新区老年人血脂异常患病率高，有必要加强患者的管理，进行综合干预。 

 
 
PU-030 

自我管理教育对老年糖尿病患者低血糖发生的临床研究 

 
金志萍 1 顾红英 1 倪小英 2 韩玉琴 3 

1.上海市奉贤区庄行镇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南院 

 

目的  评价个体化的自我管理教育对降低老年糖尿病患者发生低血糖的影响。 

方法 随机抽取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 97 例，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 49 例，对照组 48 例。观察组：

采用家庭医生服务团队上门指导，对患者实施个体化的自我管理教育和病情监测；对照组：实施常

规健康教育。随访 6 个月，前后均进行 2 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量表（DSCA）生活运动方式

的调查、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低血糖发生率的比较等。 

结果  两组患者的生活运动方式、低血糖事件的发生、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的控制率等指标均有明 

显差异（P＜0.01)；观察组的症状性低血糖的发生率为 12.2%，相对低血糖的发生率为 6.1%；对

照组的症状性低血糖的发生率为 47.9%，相对低血糖的发生率为 22.9%，两组差异明显，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开展自我管理教育能显著降低老年糖尿病患者的低血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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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1 

结节性甲状腺肿与尿碘及代谢综合征组分的多因素相关性分析 

 
尹俊华 宋震亚 王平 秦光明 单鹏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10009 

 

目的  分析代谢综合征组分及碘营养与结节性甲状腺肿的相关性。 

方法 以 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12 月在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院进行体检的健康人群及在我院因

甲状腺疾病首次进行甲状腺手术的患者。采用成组病例对照研究。入选 431 例手术患者，按照我院

病理科常规组织学病理诊断的标准诊断为结节性甲状腺肿且未合并其他病理类型的患者 88 人 (男 1

8 人，女 70 人)，对照组 B 超均提示甲状腺正常图像及血液检查甲状腺功能全套均正常者 334 人

(男 182 人，女 152 人)。病例组年龄 18-78 岁，平均 41.8±12.46 岁；正常对照组年龄 21-78 岁，

平均 42.46±10.19 岁。病例组与对照组的年龄分布均呈正态分布。所有样本均进行尿碘、生化检

查、人体物理测量（血压、身高、体重）、甲状腺功能全套检测及甲状腺 B 超检查。以 2004 中华

医学会糖尿病分会关于代谢综合征的诊断为金标准。 

结果  单因素分析表明结节性甲状腺肿与女性(OR = 0.155, P < 0.001)、经尿肌酐校正的每日尿排

碘量(OR = 1.002, P < 0.001)、体重指数(OR = 0.849, P = 0.021), 舒张压 ( OR = 1.108, P < 0.001),

 游离 T4 (OR = 1.518, P = 0.001)和 促甲状腺激素( OR = 0.557, P = 0.004)有关。多因素分析表明

结节性甲状腺肿的危险因素有女性、尿碘、舒张压，其中舒张压占危险因素的比重最大。 

结论  结节性甲状腺肿患者代谢综合征参数与尿碘相比，前者占的危险因素的比重更大。 

 
 
PU-032 

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化脓性中耳炎 

 
邱卫黎 

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515031 

 

急性化脓性中耳炎（acute suppurative otitis media）是常见耳科疾病，是中耳粘膜的急性化脓性

炎症。病变主要位于鼓室，但中耳其他各部亦常受累。主要致病菌为肺炎球菌、流感嗜血杆菌、溶

血性链球菌、葡萄球菌、变形杆菌等。本病较常见，好发于儿童。冬春季多见，常继发于上呼吸道

感染。2003 年以来，笔者曾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 2 例，疗效显著。 

 
 
PU-033 

对生育二孩生育知识的了解和需求的调查研究 

 
刘向红 

1.北京市西城区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第四临床学系德胜社区教研室 

 

目的  了解人群对近期开放的二孩政策的反应，以及相关人群对生产方面知识的了解和需求；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问卷，网络分发问卷[1]的形式，共收集有效问卷 560 份，数据分析技术源自问

卷星网站、Microsoft Excel、SPSS 22.0 统计分析； 

结果   560 人总体对产检项目的了解情况并不乐观，知晓率为 13.5 项/24 项，接受过产检的人与了

解产检的项目数量呈正相关，想要生育二孩的 35~45 岁的人群 47 人对高龄产妇风险（12 项）了

解的不甚全面，但对最常见的严重风险有较好的认识。对生产方面信息的需求最强的是孕期护理、

孕期保健及新生儿保健。对服务方面的需求最强的则为完善的咨询服务。 

结论   对欲生二孩的群体的产前检查项目介绍与宣传是非常必要的，对 35~45 岁的人群进行高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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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风险知识的教育与宣传也是非常必要的，建议所有接触生二孩儿的医疗机构，可以进一步整合现

有资源，利用新媒体形式进行更加有效的宣传。 

 
 
PU-034 

规范血压自我管理在控制社区高血压中的作用评价 

 
苏瑾 

上海市徐汇区枫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030 

 

目的  研究规范血压自我管理对社区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的影响。 

方法 选取包括上海市徐汇区枫林社区在内的 6 个社区共 222 例明确诊断高血压并进行规范控制的

患者，将对象按社区整体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其中予以对照组常规高血压规范化管理，对实

验组另外进行家庭自测血压规范化培训，干预 12 个月后观察高血压相关知识和行为改变及血压控

制情况。 

结果  经过干预后，实验组与对照组患者的高血压相关知识和行为均显著改善。实验组收缩压显著

下降（干预前 134.65 ± 10.90 mmHg vs 干预后 129.33 ± 6.02 mmHg，P < 0.001），而对照组则

稍有上升。两组患者在舒张压、心率和 BMI 方面并无显著差异。 

结论  对社区高血压患者进行规范血压自我管理指导有利于患者血压的良好控制。 

 
 
PU-035 

肌肉放松训练对社区高血压伴抑郁状态患者血压的影响 

 
熊翔凤 

上海市三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124 

 

目的  研究肌肉放松训练对社区高血压伴抑郁患者血压及抑郁程度的影响。 

方法  将 112 例社区高血压伴抑郁状态患者随机分成干预组和对照组各 56 例，两组均进行常规降

压药物治疗及规范慢病管理，干预组在此基础上联合应用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随访 6 个月，观察

治疗前和治疗后第 1 周、1、3、6 月末患者血压、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变化。 

结果  干预组第 1、3、6 月末，HAMD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抑郁治疗的有效率优于对照组（71.

4%vs28.6%，p＜0.01）。干预组的降压有效率（91.1%）高于对照组（66.1%）；血压控制率（6

6.1%）优于对照组（30.3%）（p 均＜0.01）。 

结论  肌肉放松训练联合常规降压药物有助于改善社区高血压伴抑郁状态患者的抑郁情绪，提升血

压控制率。 

 
 
PU-036 

四项联合检测在 2 型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杨勇 

上海浦东新区三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124 

 

目的  通过联合检测 2 型糖尿病患者尿微量白蛋白(UmAlb)与尿肌酐(UCr)比值、胱抑素 C(CysC)、

同型半胱氨酸(Hcy)、和糖化血红蛋白(HbAlc)四项指标，探讨其在预防、诊断及治疗 2 型糖尿病肾

病早期诊断的临床价值。 

方法  收集 2 型糖尿病早期肾病组 58 例，单纯 2 型糖尿病组 62 例，健康对照组 50 例，运用免疫

比浊法检测 UmAlb，乳胶颗粒免疫比浊法检测血清 CysC，循环酶法检测 Hcy，离子交换高效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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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谱法检测 HbAlc，并对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2 型糖尿病早期肾病组四项指标均高于单纯 2 型糖尿病组和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单纯 2 型糖尿病组和健康对照组相比，UmAlb/UCr、CysC、HbAlc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但 Hcy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UmAlb/UCr、CysC、Hcy 和 HbAlc 四项指标联合检测对 2 型糖尿病肾病早期诊断有重要意

义。 

 
 
PU-037 

基于 EP17-A 文件对常规胱抑素 C 试剂检测尿液胱抑素 C 的 

检出限和定量限的建立及评价 

 
王慧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204 

 

目的  应用目前市场上常规检测血清胱抑素 C（Cys C）的试剂，评价其检测尿液胱抑素 C（Cys

C）的检测能力，建立该实验的空白限（LOB）、检出限（LOD）及定量限（LOQ）。 

方法  参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CLSI）发布的《临床实验室检验程序检测能力评价指南

（第二版）》（EP17-A）文件，将 CysC 空白样本和系列低浓度样本进行检测，依据数据的分布

规律，采用相应的统计学方法确定尿 CysC 检测的 LOB、LOD 和 LOQ  

结果  依据 CLSI EPl7-A 方案建立尿 CysC 检测的 LOB 为 0.01 mmol/L、LOD 为 0.255 mmol/L、L

OQ 为 0.255 mmol/L。 

结论  参考 CLSI（EP17-A）文件，应用本实验室选取的试剂，其分析能力得到证明，建立的常规

CysC 试剂检测尿 CysC 的分析灵敏度得到验证，同时建立了本实验室尿 CysC 检测的 LOB、LOD

和 LOQ，为临床提供了准确、可靠的检验结果。满足了临床对早期肾病诊断的要求，为社区慢性

病患者早期肾病的发生起到了很好的预警作用。 

 
 
PU-038 

138 例乳腺癌患者配偶焦虑与抑郁状况的相关因素分析 

 
毛斌 1 王卫卫 3 沈莉 3 鲍志民 3 张琪 3 史玲 2 

1.上海市普陀区白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上海市普陀区长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上海市普陀区真如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目的   评估乳腺癌患者配偶的焦虑抑郁状况，分析影响焦虑抑郁的相关因素。 

方法  采用问卷方式,调查真如镇与长征镇辖区 138 名乳腺癌患者配偶。该问卷由焦虑自评量表(SA

S)、抑郁自评量表(SDS)和人口社会学资料组成。 

结果  乳腺癌患者配偶焦虑和抑郁的发生率分别为 13.04％和 18.12％。乳腺癌患者配偶常见焦虑、

抑郁情绪的相关因素为患者的现况、门诊次数、支付比例及自理能力。 

结论  乳腺癌患者配偶焦虑、抑郁的发生率较高，临床护理中要加强对配偶的心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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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9 

体重指数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预后的影响 

 
吴穷 1 李慧 2 任妍 3 张凤如 3 

1.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卢湾分院 

3.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目的  肥胖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但近来有研究发现消瘦的慢性疾病患者预后较差，超重

者发生不良事件的风险反而降低。本研究旨在探讨体重指数（BMI）与慢性心力衰竭(心衰)患者预

后之间的关系，探讨慢性心衰患者中是否也存在“肥胖悖论”。 

方法  随机选取慢性心力衰竭患者 603 例，根据 BMI 分为低体重组＜18.5 kg/m2（n=141）、正常

组 18.5—24.9 kg/m2（n=159）、超重组（含偏胖）25-29.9 kg/m2（n=154）、肥胖组≥30 kg/m2

（n=149)进行随访，平均随访(35.61±15.67)月，观察各组间临床、生化指标、全因死亡及主要心

血管事件（MCE）发生率的差异性。运用 Kaplan-Meier 曲线比较各组间生存率。采用多元 COX

回归评估 BMI 对心衰预后的影响。均设 α=0.05 为检验水准，双侧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603 名慢性心衰患者中，男性 414 例（68.7%），平均年龄（62.89±14.62）岁，体重指数

（BMI ）为 24.57±5.01 kg/m2。低体重组患者女性比例最高、心率更快、前脑利钠肽(pro-BNP)数

值更高（P<0.01），房颤患病率及主要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明显增加（P<0.01），血红蛋白、甘油

三酯明显降低（P<0.01）并且最少服用 ACEI/ARB、β 受体阻滞剂药物（P<0.05）。超重、肥胖组

较低体重、正常组总胆固醇、尿酸及高血压患病率更高（P<0.05）。随着 BMI 的降低，患者生存

率显著降低（P<0.01）。与肥胖组相比，低体重组死亡风险显著提高（相对危险度 RR=8.658，P

<0.01），在校正了性别、年龄及慢性心衰的危险因素后，COX 回归显示 BMI 降低及左心室射血分

数降低均是心衰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相对危险度 RR=0.404，95%可信区间：0.294-0.554，P<0.

01；相对危险度 RR=0.951，95%可信区间：0.917—0.985，P<0.01）。 

结论  慢性心衰患者中存在“肥胖悖论”，低 BMI 增加心衰患者死亡率，适用于一般人群的体重管理

方案可能并不适用于心衰患者。探索并制定适合心衰人群的体重推荐标准可能将是今后研究的方

向。 

 
 
PU-040 

社区医疗中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肥胖管理 

 
沈文文 马力 

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据估计，全球每年有 280 万人死于肥胖或超重，由肥胖或超重导致的伤残调整寿命年达 3580 万人

年 。体重指数的增加与患者死亡风险增加密切相关。中国越来越多的超重人群导致了糖尿病发病

率的上升。最新的流行病学数据显示，中国成年人 2 年糖尿病的发病率为 11.6%，糖尿病前期的发

病率为 50.1%。在我国，超重（25≤BMI<30）及肥胖人群（BMI≥30）2 型糖尿病发病率分别为 17.

0%及 24.5%，远高于普通人群（8.3%）。然而，只有 25.8%的糖尿病患者接受了治疗，其中只有

39.7%的患者血糖控制达标。研究已证实，将体重减轻约 10kg 可以显著改善肥胖患者并发症。另

一项研究也表明减轻 10%的体重可以显著改善肥胖患者的长期预后。对于 2 型糖尿病患者，良好

的生活方式干预及体重控制可以显著降低患者的发病率及长期预后。 

1. 社区肥胖管理的现状 

社区医疗在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肥胖管理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大量临床试验证实，通过安全有效的体

重管理策略，强化的、有针对性的生活方式干预及健康指导，可以显著降低社区肥胖患者的体重。

近年来，我国社区医生也在肥胖患者的管理方面做了很多探索，我们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整理和综

述。多项针对肥胖人群的研究证实，健康教育、饮食疗法、运动疗法及行为矫正均可有效降低肥胖

患者的 BMI，并对患者的血压、血糖、血脂具有改善作用。针对人群的健康教育可以显著提高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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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肥胖的认识及控制体重的意识。 

在我国，绝大多数肥胖患者并未在社区医疗机构接受专业的肥胖管理，社区肥胖管理工作的开展还

有很多的障碍。目前只有约 50%的社区医生会给予患者有关肥胖管理的建议，时间有限、患者不

配合、报销不足、缺少资料及对手术效果缺乏信心等均是导致社区肥胖管理不足的原因。加强对社

区医生的教育与培训，可以促进社区医院对肥胖患者的管理。 

2. 社区肥胖患者的评估 

对于肥胖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评估主要包括评估肥胖严重程度、引起肥胖的可能原因、共病及/或糖

尿病并发症、患者的生活方式及患者的心理状况及患者做出改变的动力。 

3. 社区肥胖患者的治疗 

3.1. 饮食干预 

根据最新的饮食指南推荐，肥胖患者每日应减少摄取热量 500-1000kcal，通常不推荐极低热量饮

食。其中脂肪摄入量不应超过总热量的 30%；饱和脂肪酸的比例为 8-10%，而高胆固醇血症的患

者应小于 7%。胆固醇摄入量不应高于 300mg/天，高胆固醇血症患者应低于 200mg/天。蛋白质摄

入量应占总热量的 15%，以瘦肉及植物蛋白为主。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不低于总热量的 55%。 

3.2. 运动干预 

单纯的体力活动并不能减轻体重，但是可以改善患者的心肺功能、减少腹部脂肪、增加瘦体重，与

饮食干预联合可以有助于实现减重维持。为患者制定合理的运动方案可以有效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及

血糖控制水平。 

3.3. 认知行为干预 

行为方式的改变是减重治疗的基础，认知行为疗法包括患者目标的制定、自我监测、再强化及认知

放松等。与单纯饮食和运动干预相比，联合认知行为干预可以更有效的减轻体重。 

3.4. 药物治疗 

目前用于治疗肥胖患者的药物较少，关于药物治疗肥胖的证据较少。不推荐对患者仅仅进行药物治

疗，而不进行生活方式干预。 

3.5. 手术治疗 

外科手术治疗是唯一可以使病态肥胖患者实现持续减重、减少或逆转肥胖相关共病的治疗方法。但

是，手术治疗专业性高，需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进行。 

总结  肥胖是一种高发的慢性疾病，是 2 型糖尿病的重要危险因素。针对 2 型糖尿病患者的减重计

划应注重个体化及可行性，应强调实现减重维持。社区医疗机构可以实现对 2 型糖尿病患者的有效

体重管理，个体化的生活方式干预、行为认知治疗、药物干预以及外科医生的帮助可以有效的帮助

社区医疗机构实现对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肥胖管理，改善肥胖相关共病及糖尿病并发症。 

 
 
PU-041 

门诊支气管哮喘患者疾病负担及社区就诊现状调查研究 

 
杨明 1 迟春花 1,2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全科医学教研室    2.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目的  了解北京市某三甲医院门诊成人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患者疾病负担，社区就诊现状及对

基层首诊、分级诊疗制度的认可和信心。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3 月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内科门诊就诊并确诊的 130 例支 

气管哮喘患者进行问卷调查。问卷主要内容包括：⑴患者一般情况；⑵哮喘控制水平；⑶疾病负

担；⑷社区就诊现状。 

结果  最终资料齐全者共 124 例，78%（97/124）患者年均医疗费用(自费）低于 3000 元，78%

（97/124）患者次均就诊时间超过 3 小时，45%（56/124）患者因哮喘产生各种心理负担；哮喘控

制组与未控制组疾病负担比较，在年均医疗费用（Χ2=4.66，P=0.031）及生活负担（Χ2=10.33，P

=0.001）方面差异显著，在时间负担（Χ2=1.24，P=0.266）及心理负担（Χ2=2.92，P=0.088）方

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支气管哮喘患者对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知晓率 85%（105/124）、曾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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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就诊率 52%（64/124）、曾社区转诊率 11%（13/124）、曾因哮喘社区就诊率 20%（25/12

4）；69%（86/124）患者支持哮喘社区首诊，92%（114/124）患者希望未来有自己的家庭医

生，对社区未来发展前三位建议依次为：聘请三甲医院医生定期社区出诊（84%,104/124）、提高

诊疗水平（74%,92/124）和增加相关药品种类（66%,82/124）。 

结论  不同控制水平哮喘患者疾病负担存在差异性，改善哮喘控制水平对减轻疾病负担具有重大意

义；哮喘患者当前社区就诊率偏低，但仍有大部分患者支持哮喘社区首诊、绝大部分患者希望有自

己的家庭医生。 

 
 
PU-042 

降压保健操对社区高血压病患者 血压变异性 

及其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 

 
华宇 1 李瑛 1 郭清 1 季玲琳 1 肖伟 2,2 

1.上海市徐汇区华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安徽省针灸医院 

 

目的  通过降压保健操对社区高血压病患者血压变异性及其生活质量影响等相关性的研究，探讨中

医非药物疗法在高血压病治疗中的机理及其效果。 

方法  将 166 例高血压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药物组和降压操组，每组各 83 例，两组均给予生

活方式干预。在此基础上，药物组采用苯磺酸氨氯地平片，降压操组运用降压保健操练习，观察周

期均为 6 个月。观察两组治疗前后降压效果、血压变异性以及生活质量的变化，采用 SPSS20 统

计软件处理数据，并做相关性分析。 

结果  血压变化：两组之间的收缩压峰值、谷值及舒张压峰值、谷值、舒张压的谷峰比值，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1）；两组之间的收缩压谷峰比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1）。世界卫

生组织生命质量量表评分的变化：组内前后比较，药物组在生理领域、心理领域两个领域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1），而社会关系及环境领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1）；降压操组在四个

领域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组组间比较，四个领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

1）。 

结论  1.降压操组在改善血压的谷值、峰值以及舒张压谷峰比值方面优于药物组，血压变异性小，

表明降压操更有利于维持血压的稳定；2.降压操有助于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PU-043 

抗癫痫药致免疫性溶血性贫血继发纯红细胞 

再生障碍危象：1 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王烨 1 陈勤奋 1,2 

1.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探讨抗癫痫药（AED）导致免疫性溶血性贫血(immune hemolytic anemia，IHA)继发纯红细

胞再生障碍（PRCA）危象的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 

方法  对 1 例 AED 导致 IHA 继发 PRCA 危象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患者，女性，59 岁，因发热伴全血细胞减少就诊，起病前有服用卡马西平（CBZ）和丙戊酸

钠（VPA）史，病程中有肝功能异常，尿胆原增高，血红蛋白尿，乳酸脱氢酶增高，停用 AED，

予泼尼松、抗感染、保肝、输红细胞悬液及其它对症支持治疗，WBC 和 PLT 计数恢复正常，但贫

血未能得到纠正，一度依赖输血维持，诊断为 AED 致 IHA 继发 PRCA，予泼尼松+静脉丙球（IVI

G）治疗。病程 3 周，脱离输血，泼尼松逐渐减量至停药。复习相关文献，发现 AED 引起 IHA 罕

见，继发 PRCA 危象更是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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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AED 引起 IHA 继发 PRCA 危象罕见且严重，停用 AED，糖皮质激素+IVIG+输红细胞悬液支

持治疗可痊愈。 

 
 
PU-044 

老年人髋部骨折围手术期并发症及死亡的危险因素分析 

 
张艳华 郑松柏 于晓峰 黄一沁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200040 

 

目的  研究影响老年人髋部骨折围手术期并发症和术后死亡的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2010 年~2015 年 6 月份 1356 例 65 岁以上手术治疗髋部

骨折患者住院期间的临床资料，收集患者年龄、性别、主要伴发病、美国麻醉医师协会分级（ASA

分级）、心功能分级（NYHA 分级）、骨折类型、手术方式、麻醉方式、相关实验室指标、输血以

及围手术期并发症等。分析影响老年髋部骨折围手术期并发症和术后死亡的单因素及多因素。 

结果  老年髋部骨折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为 6.71%，主要是肺部感染、脑血管意外等，手术病死

率为 1.11%。性别（P=0.000，OR=0.378）、呼吸系统疾病（P=0.010，OR=2.645）、输血（P=

0.000，OR=3.094）、术前血清白蛋白（P=0.000，OR=0.898）、ASA 分级（P=0.017，OR=1.7

45）以及麻醉方式（P=0.044,OR=0.578）是老年髋部骨折患者围手术期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

其中输血（P=0.009，OR=4.045）和术前血清白蛋白（P=0.000，OR=0.769）是影响老年髋部骨

折患者术后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男性、合并呼吸系统疾病、术前 ASA 分级（≥III 级）、输血、术前白蛋白偏低和全麻是老年

髋部骨折患者发生围手术期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输血和术前血清白蛋白偏低是老年髋部骨折死

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因此，术前控制患者基础疾病、改善营养状况、合理输血、选择适当的麻醉方

式有利于减少围手术期并发症的发生及改善患者的预后。 

 
 
PU-045 

手术治疗老年髋部骨折患者住院费用的相关因素 分析 

 
张艳华 郑松柏 于晓峰 黄一沁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200040 

 

目的  研究影响老年人髋部骨折手术治疗患者住院费用的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2010 年~2015 年 6 月份 1356 例 65 岁以上手术治疗髋部

骨折患者住院期间的临床资料，收集患者入院时间、年龄、性别、致伤原因、合并症、手术方式、

麻醉方式、围手术期输血、住院天数、围手术期并发症以及结局等。分析影响老年髋部骨折手术治

疗患者住院费用的单因素和多因素。 

结果  手术治疗患者的住院费用：中低龄老年组（6.13±2.49 万元）显著高于高龄老年组（5.50±1.6

2 万元），全髋置换（8.02±2.82 万元）显著高于半髋置换（5.77±1.47 万元），半髋置换显著高于

内固定（5.25±1.71 万元），从 2010 年（5.35±2.09 万元）到 2014 年（6.08±2.16 万元）呈逐年

升高趋势，影响老年髋部骨折手术患者住院费用的因素为术前合并症、手术方式、麻醉方式、围手

术期输血、住院天数、围手术期并发症等。 

结论  术前控制患者基础疾病，围手术期合理输血，选择适当的手术方式及麻醉方式，缩短患者住

院时间，尽量减少围手术期并发症的发生，以减轻手术治疗患者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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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6 

上海市某社区全科门诊接诊患者结直肠癌筛查认知现状的调查 

 
朱慧蓉 

上海市浦东新区塘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127 

 

目的  了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门诊患者对于结直肠癌筛查的认知现状，为改进结直肠癌筛查工

作提供依据。 

方法  对前来全科门诊就诊的患者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调查对象对于结直肠癌可以预防的知晓率高，但是大部分居民的结直肠癌防治知识仍然较为

薄弱。被调查者中，近两年参加过结直肠癌筛查的研究对象所掌握的结直肠癌筛查和防治的知识明

显优于从未参加过筛查的对象。 

结论  全科医生要多途径加强对于结直肠癌筛查知识的宣教，从而提高社区居民对结直肠癌筛查工

作的参与度。 

 
 
PU-047 

艾塞那肽治疗非自主进食 2 型糖尿病 1 例患者的护理体会 

 
方荣华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全科医学科 610041 

 

目的  临床中 2 型糖尿病患者通过饮食、运动及口服降糖药控制不达标时，常选用胰岛素治疗，但

体重增加和低血糖发生很常见，而体重增加又增加代谢综合征和心血管风险。艾塞那肽为 GLP-1

受体激动剂，可通过葡萄糖依赖性促胰岛素分泌、抑制胰高血糖素、延缓胃排空、控制食欲等方式

降糖并改善 β 细胞功能。有临床报道，肥胖 2 型糖尿病患者使用艾塞那肽后体重减轻显著，但对于

非自主进食患者血糖控制效果鲜有报道。 

方法  对我科 1 例 47 岁非自主进食 2 型糖尿病患者采用艾塞那肽皮下注射降糖效果进行观察。该

患者因头昏、头痛、意识障碍 15 小时，心跳呼吸骤停 1 分钟于 2015 年 7 月 2 日急诊收入我院神

经外科。急诊头部 CT 示：左丘脑出血。予气管切开，鼻饲、抗（肺部）感染、营养神经，脱水降

颅压等治疗后，7 月 30 转入我科时生命体征平稳，呈深昏迷状态，肥胖 BMI 32.28 kg/m2，腰围 9

7 cm（病前数据），腹围 96cm。患者空腹血糖波动在 9-11mmol/L，餐后血糖 18-22mmol/L。予

血糖监测 Q6h，门冬胰岛素 IH Tid，根据血糖结果调整胰岛素剂量，患者血糖控制仍不满意，餐后

血糖 15-18mmol/L，偶有 20+mmol/L，调整管喂营养液成分后血糖仍不能达标，且出现肝功异

常、反复肺部感染。8 月 14 日给予拜糖平 50mg 管喂 Tid，艾塞那肽（百泌达）5ug IH Bid(早

晚)，甘精胰岛素 10 U IH QN，血糖控制较前明显改善，空腹 7-8mmo/L，早晚餐后 5-11mmol/L，

夜间无低血糖，午餐后血糖 11-15mmol/L，将午餐时的拜糖平加至 100mg 管喂，患者血糖仍不达

标。11 月 6 日起给予拜糖平 50mg 管喂 Tid，艾塞那肽 10ugIH Bid (早晚)，甘精胰岛素 10 U IH Q

N，患者空腹 6-8mmol/L，餐后 5-11mmol/L，监测睡前及凌晨 3am，无低血糖发生，腰围 86cm

(因卧床，可能不准确)，腹围 92cm，其营养状况良好，无肺部感染发生。 

结果  患者采用艾塞那肽皮下注射 3 月后，腰腹围明显减小，血糖达标。 

结论  故我们认为非自主进食 2 型糖尿病患者皮下注射艾塞那肽安全性高，降糖效果好，无过敏反

应、恶心、呕吐、腹痛等副反应发生。2016 年 3 月患者在全麻下行颈髓电刺激植入术+体内电刺激

发生器植入术，目前患者呈浅昏迷状，气管切开，每日管喂流质饮食及拜糖平、络合喜降血糖、血

压，血压及血糖达标，无因护理不当发生的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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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48 

血尿酸与心房颤动的相关性研究 

 
朱志芳 王敬民 柴敬杰 姚惠亚 于占文 钟磊 

浙江省桐乡市中医医院 314500 

 

目的  确定血尿酸是否与心房颤动独立相关。 

方法 收集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5 月期间在本院住院的心房颤动患者和非心房颤动患者，分为二

组，观察组(房颤组)136 例和对照组(非房颤组)随机选取 136 例。以性别、年龄、血尿酸、空腹血

糖、总胆固醇 (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

C)、糖化血红蛋白、体重指数、收缩压、吸烟史、嗜酒史、高血压、糖尿病及冠心病病史等多重危

险因素与心房颤动进行多变量分析。 

结果 进行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在校正性别、体重指数、收缩压、血糖、糖化血红蛋白、TC、T

G、 HDL-C、LDL-C、吸烟、饮酒、高血压、糖尿病等因素后，结果显示年龄每增加 1 岁，患心房

颤动风险是原先的 1.034 倍(95%CI：1.008～1.061，P=0.011）、冠心病患心房颤动的风险是无冠

心病的 2.105 倍（95%CI：1.156～3.832，P=0.015）、尿酸每增加 1 个单位，患心房颤动风险是

原先的 1.010 倍（95%CI：1.007～1.013，P=0.000)，均为心房颤动的危险因素 P<0.05）。血尿

酸与心房颤动的 S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血尿酸与心房颤动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454，p=0.0

00，（P<0.05）。 

结论  血尿酸为心房颤动的危险因素，血尿酸与心房颤动正相关。 

 
 
PU-049 

天冬氨酸转氨酶与血小板比值评估非酒精性脂肪性 

肝病患者肝纤维化状况的初步研究 

 
刘安楠 1 赵小兰 2 陈志恒 3 张群 4 洪海鸥 5 王瑜 6 黄守清 7 王启斌 8 夏燕妮 9 朱玲 1 

1.北京医院特需医疗部    2.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3.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4.江苏省人民医院 

5.安徽省立医院    6.解放军第 180 医院    7.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     8.山东电力中心医院    9.湖北中山医院 

 

目的  应用天冬氨酸转氨酶与血小板比值（APRI）评估体检人群中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

患者的肝脏纤维化的患病状况，分析肝纤维化的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在全国 9 家体检中心体检人群中，采集 2054 例依据肝脏彩超及病史诊断为 NAFLD 的人群的

血常规、生化指标，计算 APRI。将研究对象按 APRI 的诊断阈值分为三组：APRI＜0.43 组、APR

I 0.43~0.53 组、APRI≥0.54 组，分析 APRI 与各代谢指标关系。运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计算肝纤维

化与血糖、血脂代谢的风险性。 

结果 （1）超声诊断 NAFLD 患者共 2054 例（男/女，1601/453），其中，APRI≥0.98 者 61 例（2.

97%），APRI≥0.54 者 318 例（15.48%）；APRI＜0.43 者 1474 例（71.76%），APRI 在 0.43~0.

53 者 261 例(12.71%)。（2）BMI、腰臀比、WC、FPG、2hPG、ALT、AST、BUN 随纤维化进

展而逐渐升高；PLT、WBC、HDL-C、LDL-C、FCP 随纤维化进展而逐渐下降（P＜0.05）。Logi

stic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WC、ALT、2hPG 是进展性纤维化的危险因素。 

结论 根据 APRI 估计体检人群中 NAFLD 患者的进展性纤维化的患病率为 2.97%，血糖代谢紊乱为

肝纤维化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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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0 

乙肝病毒大蛋白在慢性乙型肝炎中检测的相关性分析 

 
高嫣妮 

福建省肿瘤医院 350014 

 

目的  探讨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中乙肝病毒大蛋白(HBV-LP)与 HBV-DNA、HBV-M、ALT、AST 及 A

FP 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 185 例乙型肝炎（HBsAg 阳性）患者作为观察组，同时选取 60 例健康人群作为对照

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进行 HBV-LP 检测，采用荧光定量法检测 HBV-DNA，采用

化学发光法检测 AFP、ALT 乙肝两对半标志物，并对检测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185 例 HBsAg 阳性患者观察组患者中，HBV-LP 和 HBV-DNA 的总阳性率为 80.5%（149/18

5），总符合率为 67.1%（24/85）；132 例(71.4%)HBV-LP 阳性，105 例(56.2%)HBV-DNA 阳

性，HBV-DNA 中等程度复制组和高复制组间，HBV-LP 的表达量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31

例大三阳患者中 HBV-LP 阳性率为 100%、HBV-DNA 阳性率为 90.3%，两者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χ2 =3.153，P=0.238）； 136 例小三阳患者中，HBV-LP 阳性率为 65.4%、HBV DNA

阳性率为 48.5%，两者阳性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7.934，P=0.005）。HBeAg、HBeA

b 阴性的乙肝患者中 HBV-LP 与 HBV-DNA 阳性率之间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HBV-LP

表达与 HBV-DNA 含量呈正相关(r=0.337，P<0.05)。对照组血清中检测不到 HBV-LP 与 HBV-DNA

的存在。HBV-LP 阳性患者的 ALT、AST、AFP 水平高于 HBV-LP 阴性患者 （P 均﹤0.05）。 

结论  HBV-LP 阳性率高于 HBV－DNA 且与 HBV－DNA、ALT、AST 及 AFP 明显相关，可作为除

乙肝两对半、HBV－DNA 以外的重要血清标志物，很好地反映 HBV 复制及预后情况，可以作为临

床抗病毒治疗监测的一个良好指标。 

 
 
PU-051 

北京友谊医院部分患者住院期间营养状态变化的调查与分析 

 
赵志云 吴咏冬 

卫生部北京医院 100730 

 

目的  本研究旨在评估患者住院期间营养状态变化，分析各种因素对患者营养状态的影响，并调查

住院患者营养支持情况，为患者定期于社区医院进行营养评估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 2014 年 9 月到 2015 年 12 月在我院呼吸科、老年科、消化科、神经内科、胸外科住院

患者 223 例，其中男性 139 例，女性 84 例，平均年龄为 67.54±16.27 岁。对患者进行体征指标测

量和血液学指标检测，并使用 NRS2002 和 SGA 评估患者住院期间营养状态，比较入院和出院时

营养状态变化，做相关的统计学分析。 

结果  1.共入组 223 例患者，男性 139 例，女性 84 例，平均年龄为 67.54±16.27 岁，平均住院时

间 12.60±6.34 天。2. 5 个专科中营养不良发生率较高的科室为胸外科（50％）、老年科（26.

5％），营养风险发生率较高的科室为呼吸科（51.4％）、胸外科（50％）。3. NRS2002 评分与

小腿围、上臂围、握力、体质量指数、血红蛋白、甘油三酯、白蛋白、总蛋白、前白蛋白均呈明显

负相关（P＜0.05），NRS2002 评分与年龄、住院天数、总医疗费用均呈明显正相关（P＜0.0

5）。4. 患者出院时的小腿围、上臂围、白细胞、血红蛋白、总胆红素、白蛋白、总蛋白与入院时

比较均有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出院时，营养不良者发生率由 24.7％升高为 28.

7％，NRS2002 评定有营养风险发生率由 36.8％升高为 39.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5. 进行营养支持的患者 18 例，占 8.1％，均为有营养风险患者，肠内营养使用率为 27.8％。 

结论  1.患者住院期间营养不良及营养风险发生率升高；2.住院患者营养支持率低，医护人员应给

予适当的干预，以降低住院期间营养风险发生率，并指导患者定期于社区医院进行营养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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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2 

核心控制训练配合超短波疗法治疗社区慢性 

非特异性腰背痛 40 例 

 
吴瑕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00078 

 

目的   探讨核心控制训练配合超短波疗法治疗社区慢性非特异性腰背痛的疗效。 

方法  将符合入选条件的 40 例慢性非特异性腰背痛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20 例采用超短波疗

法，治疗组 20 例采用核心控制训练配合超短波疗法治疗，两组治疗周期均为 30 天，比较两个组治

疗前后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评分、简明健康状况量表（SF-36）评分、JOA 下腰痛评分等指标

改善情况。 

结果   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较 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呈显著下降（P<0.05），健康状况调查问卷

（SF-36）得分、JOA 下腰痛评分明显改善（P<0.05）。 

结论   应用核心控制训练配合超短波疗法治疗社区慢性非特异性腰背痛安全有效，适宜在社区康复

服务中应用。 

 
 
PU-053 

非糜烂性反流病（NERD）研究进展 

 
周瑞雯 

上海黄浦区打浦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023 

 

本文阐述了非糜烂性反流病 (nonerosive reflux disease ,NERD) 和糜烂性食管炎(erosive esophagit

is，EE)的区别，NERD 是一类异质类疾病，NERD 的定义为有典型的烧心和/或反流症状，但是它

缺乏食管粘膜损害的表现及无确切的内镜学证据。部分 NERD 存在 PPI 抵抗，原因可能与酸抑制

不完全、食管对酸的高敏感性、食管壁扩张的高敏感性、十二指肠肠液的反流、食管运动异常、持

续的食管收缩和心理因素等方面有关。 

 
 
PU-054 

胃癌患者脾虚状态与 HSP70 表达的相关性临床研究 

 
金醒昉 1 鲁旭阳 2 付林尧 1 陈茁 1 熊清 1 罗大蓓 1 王俊雄 1 杜衍杰 1 易宣孜 1 

1.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延安医院    2.昆明市中医院 

 

目的  测定胃癌患者病理组织及血清中 HSP70 的表达水平，探索其在胃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结

合中医脾虚理论，研究 HSP70 表达水平与胃癌患者年龄、性别、脾虚状态、发病部位、病理类

型、分化程度的相互关系，可望将 HSP70 作为预测胃黏膜发生癌变的一项参考指标。研究胃癌患

者轻度脾虚与中重度脾虚临床指标之间存在的差异，为胃癌脾虚证的辨证提供实验室依据。 

方法  参照《实用内科学》(第 14 版)制定胃癌的诊断标准和排除标准，选择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11 月在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延安医院经病理诊断证实的胃癌患者 41 例，按照中医脾虚证量化标准

分为轻度脾虚胃癌患者 12 例和中重度脾虚胃癌患者 29 例，同时选取慢性浅表性胃炎患者 15 例、

上皮内瘤变患者 19 例做为对照组。采用 Envision 免疫组织化学检测胃癌、上皮内瘤变、慢性浅表

性胃炎病理组织中 HSP70 的表达，同时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法检测所有入组样本血清中

的 HSP70 表达水平，并记录胃癌患者的性别、年龄、个人史、既往史、临床症状、血脂、血常

规、血清蛋白、肿瘤标志物以及脾虚症状积分、肿瘤部位、肿瘤组织类型、分化程度等检查结果，

并对这些临床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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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 轻度脾虚组、中重度脾虚组胃癌脾虚症状累计积分分别为(3.08±0.90)、(8.17±2.33)。(2)

与轻度脾虚组相比，胃癌患者中重度脾虚组 RBC、 HGB、TP、 ALB、 PA 均明显下降，CHOL、

LDL-C、 CA125、CA199 均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3) HSP70 在慢性浅表性胃

炎、上皮内瘤变和胃癌患者病理组织中表达阳性结果检测分别为 20%、68.42%、78.05%。 (4) 慢

性浅表性胃炎、上皮内瘤变和胃癌患者血清 HSP70 表达水平呈递增表达。（5）血清 HSP70 表达

水平与年龄呈负相关((r=-0.322，P=0.040))，而与性别无关( r=-0.101,  P=0.531)。（6）大部分胃

癌位于远端胃，以胃窦为主。HSP70 在不同胃肿瘤发病部位的表达水平无差异(P>0.05)。（7）随

着分化程度下降，HSP70 表达反而逐渐升高。HSP70 蛋白的表达水平与分化程度呈显著负相关(r=

-0.346, P=0.027)。（8）HSP70 的表达随着脾虚程度的加重而升高，血清 HSP70 表达水平与脾虚

呈正相关（r=0.471，P=0.002）。（9）在不同病理类型的胃癌 HSP70 表达无明显差异(P>0.0

5)。 

结论  (1)脾虚是胃癌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胃癌的发病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我们评估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具有指导作用。(2) 胃癌脾虚程度加重与低蛋白血证、肿瘤标志物升高等临床指

标的异常有关，这些临床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揭示脾虚证的实质。对于上述异常的临床指标应该

及时调整和治疗，从而改善肿瘤患者生存质量。(3) HSP70 在慢性浅表性胃炎、上皮内瘤变和胃癌

患者病理组织和血清中的表达水平呈递增式升高。 HSP70 表达水平与胃癌患者的脾虚程度呈正相

关；而年龄、组织分化程度与其呈负相关；性别、发病部位、病理类型与 HSP70 表达不相关。因

此，可望将 HSP70 作为预测胃黏膜发生癌变的一项参考指标。HSP70 检测为胃癌诊断提供了实验

室数据，并为中医脾虚辨证提供客观依据，可作为判断胃癌脾虚严重程度的一项生物学标志物，为

中西医结合治疗胃癌开辟新途径。 

 
 
PU-055 

缓和医学的全科思维 

 
王彤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在医疗的尽头, 对生命即将走到最后的患者，如何让其舒服而有尊严的离世? 被世卫组织推荐并在

数十个国家推广的缓和医疗，在中国已经起步。 

缓和医疗(Palliative Care)作为一门学科,已有近 50 年的发展历史。1967 年,英国圣公会护士桑德斯

启用了圣克里斯多夫临终关怀院,专门收治生命不超过六个月的病人,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得以

舒适、有尊严、有准备和平静地离世。上世纪 70 年代,英国政府首先承认缓和医学是一个独立的学

科。1990 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缓和医学的原则:“维护生命,把濒死认作正常过程”;“不加速也不拖

延死亡”;“提供疼痛的缓解服务”;“提供支持系统以帮助家属处理丧事并进行抚慰”。2002 年,世界卫生

组织对缓和医学的定义进行了修订。定义为：缓和医学是一门临床学科，通过早期识别、积极评

估、控制疼痛和治疗其他痛苦症状，包括躯体、社会心理和宗教的（心灵的）困扰，来预防和缓解

身心痛苦，从而改善面临威胁生命的疾病的患者和他们家人的生活质量。特别考虑到了“躯体、精

神心理、社会和灵魂”(又被简称为“身、心、社、灵”)的需求。 

在亚洲首先进行缓和医疗的是日本。纳入医保后,99%的日本人选择通过缓和医疗步入死亡。亚洲

缓和医疗排名第一的是台湾。缓和医疗在当地又被称为“安宁疗护”。当医生判断末期病人生命只有

六个月时间,就会启动法律程序,病人预立医疗相关遗嘱,放弃有创抢救,进入安宁疗护阶段。 

全科医学是一个面向社区与家庭，整合多学科相关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医学专业学科，强调以人为

中心、以家庭为单位、以整体健康的维护与促进为方向的长期负责式照顾，并将个体与群体健康照

顾融为一体。因此，缓和医学应包括在全科医疗之中。 

1．缓和医学为社会所需要。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恶性肿瘤成死因之首,卫生资源短缺,末期病人生

活悲惨。在此情况下,人们对于这种更有尊严、更温暖、更经济的死法,需求很大。具报道，至今已

有 2 万多人在网上签署“生前预嘱”,交代自己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等“五个

愿望”。复旦大学的研究显示,到 2050 年,中国将成为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老年人口将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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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高龄患者增多,势必会带来一系列医疗和社会问题。大医院床位紧张,只能接受新发并有机会积

极治疗的病人。对于已进入生命终末期,不能再接受任何手术和化疗、放疗的临终患者来说,由基层

医疗机构继续进行“姑息治疗”或采取居家临终关怀和心理辅导是最佳选择。 

2．缓和医学可节约不必要的激进治疗花费。从临床层面来看,缓和医疗的花费肯定比普通医疗要

低。从长远来说,这有利于资源的节约，推行缓和医疗不仅是病人获益,家庭获益,国家更会获益。  

目前，国内已有一些医院和社区开展了缓和医学，如协和医院、北京西城区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郑州市九院等，以及一些医疗网站。但还有更长的路要走，如国家层面的政策倾斜，要有编制和

经费。最重要的是“在医疗的尽头，如何面对死亡？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教育。”   

 
 
PU-056 

急性咽炎 A 族溶血性链球菌快速抗原检测和药敏试验 

指导抗生素应用： 一项回顾性分析 

 
庄小鸣 1 方玉婷 2 

1.上海和睦家医院家庭医学科    2.北京和睦家医院家庭医学科 

 

背景  抗生素的合理应用是药物规范性使用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减少抗生素耐药的最关键环

节。目前我国抗生素的使用远远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上呼吸道感染作为最常见的感染性疾

病，抗生素的不合理应用率高达 70%以上。最新美国年内科医师协会／疾病控制预防中心（ACP/

CDC）指南建议对于怀疑细菌感染引起的急性咽炎均进行 A 族链球菌（GAS）的快速抗原检测(RA

DT)。 

研究目的  分析 GAS 快速抗原检测以及药敏试验在急性咽炎抗生素使用中的指导作用。 

研究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和上海两家和睦家医院自 2011 年 1 月到 2016 年 6 月期间急性咽炎患者

RADT 以及药物敏感检查的数据。统计 GAS 感染在急性咽炎患者中的流行率，GAS 急性咽炎的季

节流行趋势,上海和北京两家医院的流行差异，以及药敏试验对抗生素选择的指导作用。 

［研究结果］在 2011 年 1 月到 2016 年 6 月期间，急性咽炎患者中，北京和上海和睦家两家医院

分别共采集 RADT 标本 8227 例和 6496 例，平均阳性率约 9.3％和 8.1%。春季是 GAS 的高发季

节，以 3 月到 5 月发病率最高，而夏季 7 月到 9 月最低。上海北京两地季节流行趋势一致，无显著

性差异（p＝0.16）。北京和睦家医院 GAS 的阳性检出率与门诊抗生素使用率呈正相关，p<0.00

1。北京和睦家对 236 例培养阳性的 GAS 进行了药物敏感性分析，显示青霉素和头孢噻肟敏感率

为 100%，左氧氟沙星敏感率在 67-100%，而对大环内酯类和克林霉素的耐药率高达 47-100%。 

结论  根据我们的资料，急性咽炎中，RADT 的阳性率北京为 9.3%，上海为 8.1%，同国外报道的

5-15%一致。鉴于 GAS 是急性咽炎最常见的细菌感染且 RADT 具有高达 95%左右的阴性预测值，

提示绝大多数的急性咽炎患者不需要抗生素治疗，且对 RADT 阴性的患者不给予抗生素治疗或者再

进根据细菌培养结果进行治疗是合理的。GAS 急性咽炎呈现季节流行趋势，以 3 到 5 月份发病率

最高，7 到 9 月份最低。RADT 的阳性率与门诊抗生素使用明显正相关，提示 RADT 的应用能显著

性地改善门诊抗生素的使用。青霉素和头孢类的药物敏感率为 100%, 支持青霉素类抗生素仍是 GA

S 急性咽炎治疗的绝对一线选择。大环内酯类以及克林霉素的耐药率高达 47-100%，对于青霉素过

敏的患者，这两种常用的替代抗生素可能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相较而言头孢类抗生素可能更合

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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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57 

帕金森病住院费用相关因素分析 

 
华建 杨文平 占伊扬 丁海霞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分析并探讨帕金森病患者住院费用与帕金森病分级的关系。 

方法  选取自 2009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江苏省人民医院以主要诊断为帕金森病住院的患者 32

0 例，其中接受脑深部电刺激器（DBS）置入手术的患者 37 例，收集其一般临床资料及住院费

用，并进行分析比较。 

结果  非手术帕金森病患者住院费用与住院天数呈线性相关（l=0.685，P﹤0.001），与帕金森病不

同分级间存在秩相关（r=0.196，P ＝0.001）；晚期组患者住院费用显著高于早期组（z=3.394，P

=0.001）、中期组（t=2.101，P=0.038）；住院天数也显著多于早期组（z=3.401，P=0.001）、

中期组（t=1.990，P=0.049）；晚期组较早期组（χ2=10.357，P=0.001）、中期组（χ2=3.938，

P=0.047）合并肺部感染率显著增高。接受 DBS 手术患者住院费用较晚期组显著增高（z=5.520，

P<0.001）。 

结论  非手术帕金森病住院费用与帕金森病分期有关，晚期帕金森病患者住院费用显著高于其它各

期患者。 

 
 
PU-058 

维生素 D 受体基因 rs2228570 多态性与中国 

汉族人群血脂异常的风险相关 

 
贾坚 1 汤亚雨 2 张宁 2 丁海霞 2 占伊扬 2 

1.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全科医学科    2.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科 

 

目的  探讨维生素 D 受体（VDR）基因多态性与中国汉族人群高脂血症的关联性。 

方法 以江苏盛泽地区 1679 例高脂血症患者和 3124 例对照组为研究对象，进行病例-对照研究。运

用 TaqMan 技术检测维生素 D 受体（VDR）基因三种单核苷酸位点（rs11574129，rs2228570 和

rs739837）基因型。 

结果  对高脂血症组 rs2228570 位点基因型频率与对照组的基因型频率有显著差别（OR = 0.797，

95% CI 0.71-0.894，P＜0.001）。调整混杂因素（如吸烟，血压和血糖）后，差别仍有统计学意

义。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明，rs2228750 多态性与高脂血症患者的血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

C）水平显著相关。 

结论  在中国汉族人群中，VDR 基因 rs2228570 多态性与高血脂症易感性相关。 

 
 
PU-059 

老年高血压病合并多种慢性疾病的老年综合评估 

 
汤亚雨 1 贾坚 2 张宁 1 丁海霞 1 占伊扬 1 

1.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科    2.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全科医学科 

 

目的  对高血压病合并多种慢性疾病的老年患者进行老年综合评估( comprehensive geriatric assess

ment , CGA)。  

方法 采用老年综合评估量化表，对 2015 年 11 月在仙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的老年人 256 人，

年龄在 60 岁以上（包含 60 岁）进行全面的综合评估, 通过 t 检验、秩和检验及方差分析分别探讨

其整体功能状态及生活质量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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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单纯高血压病老年患者在日常生活能力、认知、营养状态、抑郁等方面与非高血压对照组人

群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P <0. 05); 高血压合并一项及两项其他慢性疾病( 2 型糖尿病、冠心病)患者在

日常生活能力、睡眠、抑郁方面与非高血压对照组比较亦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高血压病患者机体功能和生活质量显著降低, 合并其他慢性疾病可以使生活质量进一步下降。

对高血压合并其他慢性病的老年患者，医疗工作者应在日常生活能力方面给与更多的关注、适当的

帮助。 

 
 
PU-060 

吸烟糖尿病患者戒烟干预概述 

 
鲁瑞霞 1 范艳玲 2 吴浩 3 

1.首都医科大学全科与继续教育学院   2.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首都医科大学全科与继续教育学院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大量研究表明吸烟与糖尿病关系密切，吸烟是糖尿病发生、发展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吸烟不仅导

致糖尿病的患病率增加，还可导致糖尿病大血管和微血管的损伤，从而促进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发

生及发展。而戒烟可降低糖尿病的患病率及减少并发症发生。有效的戒烟干预主要包括医务人员对

糖尿病患者的行为干预及戒烟药物治疗。本文针对吸烟的糖尿病患者，探讨吸烟、戒烟与糖尿病的

关系及糖尿病患者如何戒烟。 

 
 
PU-061 

出卖反复住院的慢病患者 

 
刘永慧 

内蒙古阿荣旗那吉屯农场中心医院 162758 

 

医保局把一部分反复住院的慢病患者作价公开出卖。慢性心力衰竭，高血压病分别 5000，2000 元

／年?人。因本病住院 2 次的，就可以出卖。只要签约购买的医生保证患者，1 年内不因本病住

院，就兑现薪酬。 

公立，私立，诊所，医院，在职，退休的一切合法的医护人员均可购买。慢病患者有跨区域自由选

择签约医生的权利。 

我国现有 450 万慢性心力衰竭患者，5 千元／年?人，就相当于给现有的 150 万人基层医护人员，

年薪均增 1.5 万。还有大量反复住院的高血压病等患者。给医生增加收入提供了可能。 

全科医生年薪十几万，几十万，乃至百万成为可能。激励医护人员努力提高技术，热情服务迎得更

多居民的信任，争得更多的签约患者。感召更多的优秀人才从事全科医学工作。未来的全科医学充

满生机与活力。迅速提高全科医生的整体素质，优胜劣汰。 

让基层医护人员合情合理合法的得高薪和社会地位。消除过度医疗在机制上成为可能。实现预防疾

病和促进健康成为医学的首要目的。建立起纯自然，纯绿色的和谐医患关系。 

破解了平均增加工资，无激励作用，易产生大锅饭的弊端。消除了绩效工资干扰因素太多，难落实

的尴尬局面。国家有机会省出更多的财力，对传统医学进行颠覆性变革与创新。进行脱胎换骨的改

造。使预防和促进健康医学，成为能养的起，可持续发展，公平公正的医学。 

医保局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医疗资金的浪费，成为上级医院，全科医生，慢病患者联系的桥梁和纽

带，真正实现电子病历资源共享。 

从机制上和模式上改变：坐堂行医，等人得病，没病的等得病，有病的等复发，等再次出现急性事

件，一直等到疾病的终末期。前不防，后不管。预防，康复和二级预防只是口号！ 

全科医生旗帜鲜明地向不健康的社会环境和不健康生活方式发出最强烈的挑战，从源头上遏制慢病

的爆发趋势。最终目的:居民不得病，少得病，晚得病，得轻病。实现真正的健康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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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卖慢病是实现预防疾病和健康促进的最佳切入点和关键环节，符合实际，可推广，可复制的单项

突破，可逐步转向系统配套，全面推进。实现三医联动。从根本上遏制慢病的爆发势头。 

盼：十四届学术年会因此而成为全科医学发展方向上的里程碑，追求人类健康规律的起点。 

盼：大会发言五分钟！ 

 
 
PU-062 

血浆 N-端脑利钠肽前体及超敏心肌钙蛋白等指标在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张阳阳 1 张一清 1,2 王彤 1 

1.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通内科（全科医学））    2.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 

 

目的  测定血浆 N 端脑利钠肽前体（N-terminalpro-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NT-proBNP）水平，

C 反应蛋白（CRP）、D-二聚体（D-Dimer）、纤维蛋白原（Fg）、超敏心肌钙蛋白（cTnT）等

指标在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加重（AECOPD）患者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AECOPD 30 例及 AECOPD 合并肺动脉高压组 40 例患者入组；分别检测血浆 NT-proBNP、

CRP、D-Dimier、Fg、cTnT，心脏彩超参数肺动脉收缩压（PASP），右房内径（RAD）、舒张

期右室内径（RVDd）、左室射血分数（LVEF%）。 

结果 轻度 PH 组及中重度 PH 组 NT-proBNP、cTnT、PASP、RAD、RVDd 水平显著高于 AECOP

D 组，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轻度 PAH 组及中重度 PH 组之间上述指标具有统计学差异

（p＜0.05），三组 LVEF、WBC、中性粒百分比（N%）、CRP、D-Dmier、Fg 均无统计学差异

（p＞0.05）。AECOPD 组 PASP 与 NT-proBNP 正相关；与 PO2 呈负相关，AECOPD 合并肺动

脉高压组 PASP 与 NT-proBNP、PCO2、RAD、RVDd 呈正相关，与 PO2 呈负相关。未缓解组 N

T-proBNP、cTnT、D-Dimer 显著高于缓解组（p＜0.05 或 p＜0.01）。 

结论  测定 NT-proBNP、cTnT、PCO2、PO2 与 PASP 有良好的相关性，可反映 AECOPD 患者的

病情严重程度，NT-proBNP、cTnT、D-Dimer 可协助判断疾病的预后。 

 
 
PU-063 

家庭责任医生对糖尿病社区干预的设计与思考 

 
郑以军 

天津市滨海新区小王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273 

 

目的  探讨提高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糖尿病人群社区干预效果的有效方法。 

方法 借鉴辖区内糖尿病患者干预路径的思路和方法, 自行研制糖尿病社区干预病历, 对小王庄镇辖

区 2013-2015 年 126 例糖尿病患者进行社区干预。 

结果 按照糖尿病干预流程化项目管理的需求, 组建以糖尿病干预组为核心的家庭责任医生服务团

队。干预组成员社区糖尿病管理的知识和技能得到了很大提高, 糖尿病患者生存质量得到改善。 

结论  糖尿病干预病历的实际运用和社区干预的规范化、系统化、流程化是糖尿病社区干预质量和

效果的基础保证, 具有明显的实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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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64 

基层医疗机构糖尿病患者管理模式探讨 

 
杨云祥 

天津市滨海新区小王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273 

 

随着我国糖尿病的患病率迅速增长，20 多年来，糖尿病患病人群基数已超过 1 亿，我国已成为全

球糖尿病患者人数最多的国家。因糖尿病病程长、并发症多、致残率高等原因，给个人、家庭和国

家带来极大的负担，已经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糖尿病成为我国社区卫生服务中重点管理的慢

性疾病，因此糖尿病患者的诊断及急慢性并发症治疗均应回归社区。社区管理已被证明是目前最有

效控制糖尿病的途径。本文综述了基层医疗医疗机构糖尿病区域管理方法和经验，结合目前糖尿病

社区管理发展的现状，探讨目前我区域基层医疗机构糖尿病社区管理的主要模式及其特点，为社区

糖尿病管理提供建议。 

 
 
PU-065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社区康复管理方法 

 
许莹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街新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456 

 

目的  本文根据作者对社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管理经验，总结出对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社区管理的

有效方法，对于其他社区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复管理工作有较好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方法 本文给出了合理的随访频次和随访内容，详细说明了对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进行危险性评估和

分类干预的具体方法，列出了对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进行健康教育的内容和对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康

复指导的方法和内容等。并根据社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现状，给出了社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康复

管理的合理化建议。 

结果  本社区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复工作在可控范围内。 

结论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管理是社区慢性病管理中的重点和难点，对于社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

管理要使用切实可行的管理方法。 

 
 
PU-066 

牛黄降压丸/胶囊降压作用临床应用评价 

 
谢福军 

天津市河东区中山门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181 

 

高血压病是临床常见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之一，高血压是脑卒中、冠心病、肾病等疾病的独立危险

因素；合理降压是硬道理。辨证论治是中医药治疗高血压病的特点与优势，中药复方是主要的治疗

方法。本文将采用传统西医对降压药物评价的方法来评价中药复方牛黄降压丸/胶囊的降压机制、

疗效、T/P（谷峰比值）、SI（平滑指数）、安全性、靶器官保护、提高生活质量等。拟提高广大

医生对该药物认识、以便在临床工作中合理的应用。 

 
 



2016 全科医学大会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第十四届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121 

 

PU-067 

糖尿病健康教育的护理进展 

 
闫锦 

天津市河北区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 300143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工作与生活的节奏加快，糖尿病发病率越来越高，

且呈年轻化趋势，糖尿病作为一种终身性疾病，单纯依靠治疗很难达到很好的效果。由于糖尿病的

控制与患者的饮食、生活习惯有密切的关系。 

因此，除了常规的药物治疗外，对糖尿病人的健康教育在糖尿病治疗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

糖尿病的健康教育又可从饮食指导、运动指导、药物指导、自我监测、心理护理等方面进行，这样

系统的健康教育可以帮助患者强化健康意识，提高临床治疗效果，最大限度地降低糖尿病的危害

性。糖尿病健康教育是通过有计划、有针对性、有组织、比较全面地对糖尿病患者的教育活动，加

强对糖尿病患者的自身管理和教育，对延缓或防止糖尿病急、慢性并发症的发生、发展，提高生活

质量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现国内已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糖尿病健康教育，但在探讨一种合适的健康教育方法、健康教育内容等

方面是非常必要的。 

 
 
PU-068 

糖尿病足的预防与护理进展 

 
李玉佳 

天津市河北区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 300143 

 

随着糖尿病发病率的逐年升高,糖尿病足患者已经达到糖尿病患者的 48.5%,约占截肢患者的 50%，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足最有效的、根本的治疗是做好糖尿病足的预防和护理，而且提早预

防和有效护理对预防糖尿病足的发生、预后有着重要的意义。 

现将近年来有关糖尿病足的预防和护理的相关文献进行总结，从糖尿病足的病因、分级、危险因

素、预防与护理方面进行论述，我们得知糖尿病足的防治关键在早期预防，护理的重点在于全面综

合护理可促进糖尿病足的尽快康复，提高生活质量，降低致残率。所以及时发现糖尿病足部的病变

并给予指导，将会大大降低糖尿病足的发生率。 

因此提高患者足部自我护理能力，加大对于糖尿病及糖尿病足患者的全面、科学护理尤为重要。 

 
 
PU-069 

社区“糖尿病门特按人头付费”模式的实践与体会 

 
丁炜光 

天津市南开区三潭医院 300193 

 

社区卫生服务是被 WHO 公认的防控慢性病的有效载体和举措。随着“糖尿病门特按人头付费”项目

的不断深入，我院逐步建立了约束与激励相结合的糖尿病门特付费机制，通过签约服务、责任制医

生绑定医生与患者，有效提高了社区卫生工作的效率与质量：（1）患者糖化血红蛋白达标率（＜

7%）上升；（2）患者月均费用逐渐下降并趋于平稳；（3）患者满意度提高。意在通过对我院“糖

尿病门特按人头付费”模式的实施方法与运行效果的分析，了解该模式存在的问题与未来发展方

向，为社区慢病“按人头付费”模式推广提供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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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0 

复发性口腔溃疡患者外周血 CD3+细胞、CD8+ 

细胞及 CD19+细胞的变化及意义 

 
杨阳 

包头市中心医院 014040 

 

目的  探讨复发性口腔溃疡(ROU)患者外周血中 CD3+细胞、CD8+细胞及 CD19+细胞的变化及其

对 ROU 发病的影响。 

方法  用流式细胞仪检测 52 例 ROU 患者(观察组)与 37 例健康人(对照组)外周血 CD3+细胞、CD8+

细胞及 CD19+细胞。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外周血中 CD3+细胞及 CD8+均明显高于对照组,CD19+细胞明显低于对

照组(P 值均<0·05)。 

结论  ROU 的发生可能与细胞免疫功能紊乱及 T 淋巴细胞亚群失衡有关。 

 
 
PU-071 

少肌性肥胖与骨质疏松 

 
付静 

北京医院特需医疗部 100730 

 

少肌性肥胖是一种增龄性疾病，表现为肌肉质量和肌力逐渐丧失，同时伴随体内脂肪和内脏脂肪含

量逐渐增加。近年来，少肌性肥胖因其与胰岛素抵抗、代谢综合征、维生素 D 缺乏和心血管疾病风

险因素等存在密切关联而越来越受到重视。骨质疏松做为另外一种增龄性疾病，其与少肌性肥胖经

常共存，二者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本文就少肌性肥胖对骨质疏松影响的有关因素进行综述。 

 
 
PU-072 

PPI 治疗无效的胃食管反流症状的相关研究 

 
周瑞雯 

上海市黄浦区打浦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023 

 

胃食管反流（Gastroesophageal reflux,GER）将会引起烧心和胸痛。质子泵抑制剂（Proton pump

 inhibitor，PPI）是诊断和治疗 GER 的金标准；然而，有一部分 GER 患者对 PPI 治疗无效。随着

技术的发展，我们发现除了酸反流，胃的非酸反流和十二指肠液进入食管也可以引起 GER 症状。

食管的高敏感性和功能性消化不良也会引起烧心胸痛。非糜烂性反流病（Nonerosive reflux diseas

e,NERD），非酸反流病（Nonacid reflux disease,NARD），功能性消化不良(Functional dyspepsi

a,FD)的定义之间也具有重叠和混淆。本文主要对 PPI 治疗无效的胸痛患者的诊断进行了阐述，提

出治疗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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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3 

使用复方丹参滴丸可预防降脂治疗不达标的 

2 型糖尿病患者动脉粥样硬化 

 
鲜彤章 潘琦 于冬妮 郭立新 

北京医院内分泌科 国家老年中心 100730 

 

目的  探讨降脂治疗不达标的 2 型糖尿病患者长期使用复方丹参滴丸对动脉内中膜厚度（IMT）的

影响。  

方法 332 例病程 1 年以内的 2 型糖尿病病人在强化降糖、降压、降脂的治疗，治疗 1 年后有 48.

2%（160 例）患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不达标，在继续强化降糖、降压和降脂的基础

上，将其随机分为复方丹参滴丸治疗组（80 例）和对照组（80 例），比较干预 6 年后颈动脉、股

动脉、髂动脉 IMT 的变化及其与血糖、血压、血脂的相关性。 

结果 ①复方丹参滴丸能减慢 LDL-C 不达标的糖尿病患者颈动脉、股动脉和髂动脉 IMT 的增厚速

度。 ②复方丹参滴丸对动脉 IMT 的保护作用是独立于血糖、血脂和血压的。  ③在积极控制心血管

危险因素的 2 型糖尿病人群中，增龄是动脉 IMT 增厚的主要原因。 

结论 在初发 2 型糖尿病病人中, 复方丹参滴丸可能通过独立于降糖、降压、降脂以外的机制对早期

动脉粥样硬化有保护作用。 

 
 
PU-074 

老年高血压病患者体位性低血压分析 

 
李雪 

北京医院保健医疗部 100730 

 

目的  研究老年高血压病患者体位性低血压（orthostatic hypotension, OH）的影响因素。  

方法 入选年龄≥65 岁因高血压病住我院的老年患者 224 例，对其进行卧位及站立位 0 min、1 mi

n、2 min 和 3 min 的血压测量。OH 定义为直立 3min 内收缩压下降≥20 mmHg 和（或）舒张压下

降≥10mmHg。比较 OH 组和非 OH 组患者一般情况、伴随疾病及治疗用药的差异，并分析 OH 的

影响因素。  

结果 共有 34 例（15.2%）患者出现了 OH，OH 组患者饮酒的比例高于非 OH 组患者（29.4% vs. 

7.4%，P =0.000）。OH 组患者的卧位收缩压（139.00±22.13 vs. 124.45±16.25，P=0.001）和卧

位舒张压（77.59±6.26 vs. 69.19±8.95，P=0.000）水平均高于非 OH 组患者。OH 组患者患糖尿

病（47.1% vs. 25.3%，P=0.010）和脑卒中（41.2% vs. 24.2%，P=0.040）的比例高于非 OH 组

患者。OH 组患者应用 α 受体阻滞剂的比例高于非 OH 组患者（23.5% vs. 4.2%，P=0.000）。校

正了饮酒史、糖尿病、脑卒中等 OH 组和非 OH 组有差异的因素后发现，饮酒史（OR=5.274，9

5%CI 1.990～13.982，P=0.001）、合并糖尿病（OR=2.744，95%CI 1.213～6.208，P=0.015）

和接受 α 受体阻滞剂治疗（OR=8.812，95%CI 2.835～27.383，P=0.000）的老年高血压病患者

发生 OH 的风险较高。  

结论 体位性低血压在老年高血压病患者中较常见，有饮酒史，伴发糖尿病和应用 α 受体阻滞剂均

可增加 OH 发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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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5 

住院患者营养状态调查结果在社区营养评估中的应用 

 
赵志云 1 侯秀玉 1 吴咏冬 2 

1.卫生部北京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评估患者住院期间营养状态变化，分析各种因素对患者营养状态的影响，并调查

住院患者营养支持情况，为患者定期于社区医院进行营养评估提供指导依据。 

方法  选取 2014 年 9 月到 2015 年 12 月在某三甲医院呼吸科、老年科、消化科、神经内科、胸外

科住院患者 223 例，其中男性 139 例，女性 84 例，平均年龄为 67.54±16.27 岁。对患者进行体征

指标测量和血液学指标检测，并使用 NRS2002 和 SGA 评估患者住院期间营养状态，比较入院和

出院时营养状态变化，做相关的统计学分析。 

结果  1. 223 例患者平均住院时间 12.60±6.34 天。2. 5 个专科中营养不良发生率较高的科室为胸外

科（50％）、老年科（26.5％），营养风险发生率较高的科室为呼吸科（51.4％）、胸外科（5

0％）。3. NRS2002 评分与小腿围、上臂围、握力、体质量指数、血红蛋白、甘油三酯、白蛋

白、总蛋白、前白蛋白均呈明显负相关（P＜0.05），NRS2002 评分与年龄、住院天数、总医疗费

用均呈明显正相关（P＜0.05）。4. 患者出院时的小腿围、上臂围、白细胞、血红蛋白、总胆红

素、白蛋白、总蛋白与入院时比较均有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出院时，营养不良

者发生率由 24.7％升高为 28.7％，NRS2002 评定有营养风险发生率由 36.8％升高为 39.5％，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5. 进行营养支持的患者 18 例，占 8.1％，均为有营养风险患者，肠

内营养使用率为 27.8％。 

结论  1.患者住院期间营养不良及营养风险发生率升高；2.住院患者营养支持率低，医护人员应给

予适当的干预；3.社区医院应定期进行营养筛查，并指导患者进行合理营养支持。 

 
 
PU-076 

2 型糖尿病患者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与血糖 

控制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刘奕婷 1 张艳君 1 于晓松 2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体检中心    2.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全科医学科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患者（T2DM）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NLR）与糖化血红蛋白（HbA1c）的

关系。 

方法  选取 2015 年 7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医大一院健康管理中心进行健康体检，且诊断为 T2DM

者，共计 259 人。根据 HbA1c 水平分为 HbA1c≤6.1%组 48 例，6.1%＜HbA1c≤7.0%组 94 例， H

bA1c＞7.0%组 117 例，比较三组间 HbA1c 水平与其他指标的差异及相关性。 

结果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T2DM 患者中 FPG、TG、WBC、中性粒细胞及 NLR 在三组间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earson 线性相关分析显示，HbA1c 与 FPG、TG、中性粒细胞计数和 NLR 呈正相

关；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FPG 和 NLR 为 HbA1c 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  T2DM 患者中，NLR 与血糖升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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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7 

老年糖尿病患者尿微量白蛋白/尿肌酐比值和肱动脉内皮 

功能及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的相关性 

 
秦丽 李 雷 杨荣礼 卢海龙 郝敬波 李平静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老年医学科 221000 

 

目的  探讨老年 2 型糖尿病（T2DM）患者尿微量白蛋白/尿肌酐比值（UACR）与肱动脉内皮功

能、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IMT)的关系，分析 UACR 与动脉粥样硬化程度相关性。 

方法  选择 2012 年 2 月至 2015 年 10 月在我院老年科住院新诊断为 T2DM 的 145 例患者为研究对

象，根据 UACR 将患者分为正常组（54 例）、微量蛋白尿组（48 例）和临床蛋白尿组(43 例)，检

测 3 组患者的身高、体重、血压、空腹血糖(FPG)、空腹胰岛素(FINS)、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

GTT）、餐后 2 h 血糖（2 h PG）及 2 h 胰岛素（2 hINS），糖化血红蛋白（HbA1C）、总胆固醇

（TC）、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

肌酐（Scr）、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肱动脉内皮依赖性舒张功能（EDD）和颈动脉 IM

T。用 SPSS 19.0 软件对资料进行方差分析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比较 UACR 与肱动脉 EDD 和颈动

脉 IMT 关系。 

结果  与正常组比较，微量蛋白尿组和临床蛋白尿组患者的 EDD 减低(5.78±0.76、5.02±0.83 和 4.

37±0.92)%,IMT 升高(0.87±0.08、1.01±0.11 和 1.13±0.13)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0.

01）；与微量蛋白尿组比较，临床蛋白尿组患者的 EDD 减低(5.02±0.83、4.37±0.92)%，IMT 升高

(1.01±0.11、1.13±0.13)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元逐步回归分析，EDD 与 FPG、

2 h PG、2 h Ins、HbA1C、UACR 呈明显负相关（r 值分别为-0.61、-0.67、-0.55、-0.62、-0.5

9）；IMT 与 TC、TG、LDL-C、hs-CRP、UACR 呈明显正相关（r 值分别为 0.65、0.57、0.71、0.

67、0.6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老年 T2DM 患者随着 UACR 升高，其肱动脉 EDD 逐渐减低、颈动脉 IMT 逐渐增加。UACR

与糖尿病患者的动脉粥样硬化程度有相关性。 

 
 
PU-078 

老年糖尿病前期患者肱动脉内皮功能及颈动脉内中膜厚度的变化 

 
秦丽 李 雷 杨荣礼 卢海龙 李丽燕 杨瑞玲 吕丽丽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老年医学科 221000 

 

目的   探讨老年糖尿病前期患者肱动脉内皮功能及颈动脉内中膜厚度(IMT)的变化。 

方法  根据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结果，分为糖耐量正常（NGT）组 32 例，单纯空腹血糖

受损(IFG)组 35 例、单纯糖耐量受损(IGT)组 40 例，以及 IFG 合并 IGT(IGR)组 36 例。检测 4 组的

血脂（TC、TG、LDL-C、HDL-C）、空腹血糖(FPG)、空腹胰岛素(FINS)、糖化血红蛋白（HbA1

C）、高敏 C 反应蛋白（hs-CRP）、胱抑素 C（CysC），OGTT2h 血糖（2hPG）及 2h 胰岛素

（2hINS）， 以及肱动脉内皮功能和颈动脉 IMT。 

结果  与 NGT 组比较，IFG 组、IGT 组及 IGR 组的 IMT 升高，内皮依赖性舒张功能（EDD）减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0.01）。EDD 在 IFG 组、IGT 组及 IGR 组间比较，逐渐减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IMT 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元逐步回归分

析，EDD 与 FPG、2hPG、2hINS、HbA1C、CysC 明显负相关（r 分别为-0.56、-0.68、-0.57、-0.

59、-0.64，P<0.05）；IMT 与 TC、TG、LDL-C 明显正相关（r 分别为 0.62、0.59、0.65，P<0.0

5）。 

结论  老年糖尿病前期患者的肱动脉 EDD 减低，颈动脉 IMT 增加，加强对 IGR 的防治有助于延缓

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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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79 

糖代谢异常对肱动脉内皮功能及颈动脉内-中膜厚度的影响  
 

赵小芹 杨荣礼 李 雷 李丽燕 朱士光 吕丽丽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221000 

 

目的  探讨糖代谢异常对肱动脉内皮功能及颈动脉内-中膜厚度（IMT）的影响。 

方法  选择糖耐量正常（NGT）组 39 例，糖调节受损（IGR）组 42 例， 2 型糖尿病(DM)组 47

例。检测 3 组的血脂（TC、TG、LDL-C、HDL-C）、空腹血糖(FPG)、空腹胰岛素(FIns)、糖化血

红蛋白（HbA1C）、高敏 C 反应蛋白（hs-CRP）、胱抑素 C（CysC），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

GTT）后 2h 血糖（2hPG）及 2h 胰岛素（2hIns）， 以及肱动脉内皮功能和颈动脉 IMT。 

结果  NGT 组、IGR 组、DM 组的肱动脉内皮依赖性舒张功能（EDD）组间比较，差异皆有统计学

意义（7.64±0.96vs5.85±0.92,7.64±0.96vs4.22±0.86, 5.85±0.92vs4.22±0.86, P<0.05~0.01）。D

M 组的 IMT 和 NGT 组/IGR 组比较，差异皆有统计学意义（0.89±0.07vs1.20±0.09, 0.96±0.12vs1.

20±0.09, P<0.05）。多因素逐步回归分析显示，EDD 与 FPG、2hPG、2hIns、HbA1C、CysC 呈

负相关（r 分别为-0.53、-0.71、-0.67、-0.62、-0.65，P<0.05）；IMT 与 TC、TG、LDL-C 呈正相

关（r 分别为 0.68、0.64、0.74，P<0.05）。 

结论  从 NGT-IGR-DM 发展过程中、肱动脉 EDD 逐渐减退，IMT 逐渐增加。 

 
 
PU-080 

脑梗死急性期应用早期神经康复治疗的影响研究 

 
沈涛 

无锡市江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14013 

 

目的  研究分析脑梗死急性期应用早期神经康复治疗的效果。 

方法 研究对象例数共计 66 例，均为急性脑梗死患者，入院治疗时间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0 月，

经患者临床资料的分析，平均分成对照组和实验组，两组人数都是 33 例，均给予常规药物治疗，

基于此，实验组早期实施神经康复治疗，用 MESSS（高级中枢损伤严重程度评定量表）评价患者

神经功能，用 FMA（Fugl-Meyer）运动功能评定量表和 BI(Barthel 指数）对患者运动功能进行评

价，对比分析治疗前后两组患者 MESSS 评分、FMA 评分以及 BI。 

结果  治疗后，各组 MESSS 评分、FMA 评分以及 BI 均得到改善，其中与对照组比较，实验组各

指标改善更优（均 P＜0.05）。 

结论  在脑梗死急性期治疗中应用早期康复治疗，可有效改善病人神经功能以及运动功能，疗效可

靠，价值高，值得运用。 

 
 
PU-081 

老年 2 型糖尿病发生认知功能障碍的影响因素 

 
孟云霞 孟洁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222002 

 

目的  对老年 2 型糖尿病（2DM）发生认知功能障碍（包括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和阿尔茨海默病，即

MCI 和 AD）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方法 收集 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2 月我院符合研究标准的年龄≥65 岁的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 100

例，全面采集患者的病史、受教育程度、吸烟史、体格检查、血生化检验、物理检查、量表评估数

据等，根据是否伴有认知障碍将患者分为两组，即 2 型糖尿病伴有认知功能障碍组（A 组）及 2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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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不伴认知功能障碍组（B 组），应用单因素分析及 Logistic 逐步回归方法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00 例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中，发现伴有认知功能障碍患者 48 例，占 48%；单因素分析提示

伴有认知功能障碍患者与无认知功能障碍患者相比，受教育程度、血糖控制情况、高同型半胱氨酸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家族史与遗传史、吸烟、肥胖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

5）；Logistic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血糖控制差、高同型半胱氨酸水平与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是

否伴有认知障碍正相关。 

结论 认知功能障碍在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中发病率较高，血糖控制差、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可能

是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发生认知障碍的影响因素。 

 
 
PU-082 

22 例 RS3PE 临床回顾性分析 

 
陈晓琳 薛佳 孙婧 黄靓 陆邦超 丁从珠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210000 

 

目的  分析缓解性血清阴性对称性滑膜炎伴凹陷性水肿(RS3PE)的临床特点，以减少误诊和漏诊。 

方法  收集南京鼓楼医院 2004 年 1 月至 2016 年 2 月住院的 22 例 RS3PE 病例，分析其临床表

现、实验室检查、治疗反应及转归。  

结果  男 13 例（59%），女 9 例（41%），平均发病年龄 65.6 ± 10.0 岁（40.0~79.0 岁），均急

性起病，发病至确诊时间 12 天至 2 年。均有对称性多关节炎以及肢端水肿，发热 6 例（27%），

体重减轻 1 例（5%）。血白细胞计数轻度升高 4 例（18%），轻度贫血 7 例（32%），中度贫血

3 例（14%）；肝功能正常 21 人（95%），低蛋白血症者 18 例（82%）；CRP 升高 17 例（7

7%），血沉升高 20 例（90%）；血小板计数、肾功能均正常。测 HLA-B27 的 8 例中阳性 1 例（1

3%）。22 例血清类风湿因子（RF）均阴性，抗角蛋白（AKA）及抗环瓜氨酸多肽（CCP）抗体

阳性 1 例（5%），抗核抗体（ANA）弱阳性 2 例（9%）。18 例检测了免疫常规，补体 C3 1.1 ± 0.

3（0.7 ~ 1.6）g/L，补体 C4 0.2 ± 0.0（0.1 ~ 0.3）g/L，IgA 3.5 ± 2.2（1.1 ~ 10.1）g/L，IgG 14.

9 ± 5.3（1.6 ~ 23.3）g/L，IgM 1.7 ± 1.3 （0.7 ~ 5.2）g/L。测血清铁蛋白的 6 例中有 5 例（8

3%）升高，测肿瘤标记的 10 例均正常，测甲状腺功能的 11 例中 2 例（18%）有甲状腺抗体。19

例（86%）行关节影像学检查，均未见骨破坏。5 例行唇腺粘膜活检、2 例行骨髓穿刺活检均无异

常。1 例行肌肉活检提示神经源性损伤。 

讨论  RS3PE 是一种异质性临床症候群，主要特点是多见于老年男性，男女比约 3：1，其典型表

现为突发的对称性周围关节滑膜的炎症。尤其是腕关节、手掌屈肌腱鞘及手小关节的炎症。表现为

对称性双侧指间、掌指和腕关节的肿痛及手指背凹陷性水肿，膝关节、肩胛带亦常受累，很少累及

髋关节。其关节外表现偶可有低热、无力、消瘦、食欲不振等非特异性症状。类风湿因子多阴性，

抗核抗体阴性，HLA-B7 常阳性。关节穿刺液检查则呈炎症表现，并有白细胞计数的改变。X 线检

查在大多数病人没有骨质炎症，以及骨质被侵蚀破坏。 

 
 
PU-083 

老年 2 型糖尿病营养不良参数与臂踝脉搏波传导 

速度的相关性研究 

 
陆邦超 陈晓琳 薛 佳 孙 婧 黄 靓 丁从珠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210008 

 

目的  臂踝脉搏波传导速度与老年糖尿病住院患者大血管病变或动脉粥样硬化有关，但营养不良与

BaPWV 是否相关研究较少。本文探讨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营养不良参数与臂踝脉搏波传导速度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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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58 例老年 2 型糖尿病住院患者按微型营养评定法分为营养良好组、营养不良风险组、营养

不良组。各组患者均行臂踝脉搏波传导速度及相关生化指标检测。 

结果  （1）依据 MNA 评分，158 例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中营养不良共 20 例（12.7%）、营养不良

风险共 80 例（50.6%），而营养良好者共 58 例（36.7%）。营养不良组较营养不良风险组病程延

长(P＜0.05)。与营养良好组比，营养不良风险组和营养不良组收缩压升高，而 PAB、BMI、ALB

降低。与营养不良风险组比较，营养不良组 BMI、ALB 和 PAB 亦明显下降（P＜0.01）。各组年

龄、HbA1C、TC、LDL-C、Cr 及 ALT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2）随着营养状况的

下降，臂踝脉搏波传导速度逐渐增高。营养不良组臂踝脉搏波传导速度，较营养良好组和营养不良

风险组均增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3）Pearson 相关性分析显示，臂踝脉搏波传

导速度与 MNA（r=-0.813,P<0.01)、血红蛋白（r=-0.257,P<0.01)、血清白蛋白（r=-0.354,P<0.0

1)、血清前白蛋白（r=-0.755,P<0.01)、体质指数（r=-0.412,P<0.01)呈负相关。（4）多变量 Logi

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仅 MNA、血清前白蛋白与臂踝脉搏波传导速度升高相关，而血红蛋白、体

质指数、血清白蛋白与臂踝脉搏波传导速度升高无相关性。 

结论  老年 2 型糖尿病营养不良发病率高,营养不良患者动脉粥样硬化较严重。因此，控制老年 2 型

糖尿病住院患者心血管并发症，还需关注其营养状况。 

 
 
PU-084 

三子养亲汤加味治疗慢性支气管炎 47 例疗效观察 

 
周宇航 

泰州市海陵区城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25300 

 

目的  探讨三子养亲汤加味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疗效。 

方法  对 47 例慢性支气管炎患者使用三子养亲汤加味进行治疗，观察治疗后效果。 

结果  显效 26 例，有效 18 例，无效 3 例，总有效率 93.6%。 

结论  三子养亲汤加味对慢性支气管炎有很好疗效。 

 
 
PU-085 

老年冠心病患者二级预防合理用药情况分析 

 
冯国飞 袁慧 谢志泉 林仲秋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510010 

 

目的  调查广州市 65 岁以上离退休老年冠心病患者二级预防合理用药情况为制定冠心病管理方案提

供依据。 

方法  对 2016 年 3-5 月份在我院体检的老年冠心病患者进行横断面调查，共收集有效调查表 766

份。调查表内容包括基本情况、合并症、血压、血脂、血糖水平及有明确循证医学依据的二级预防

用药物（包括抗血小板聚集药物、β 受体阻滞剂、ACEI 或 ARB 和他汀类药物）使用情况等。 

结果  参加调查的 766 例老年冠心病患者中，没有使用二级预防药物占总人群 21.55%（165

例）；抗血小板聚集药物、β 受体阻滞剂、ACEI/ARB 类药物、他汀类药物的使用率分别为 55.7

4%（427 例）、30.42%（233 例）、42.56%（326 例）、25.20%（193 例）；联合使用两种、三

种药物的比例分别为 27.15%（208 例）、15.93%（122 例）；仅 4.70%（36 例）患者联合使用

以上四种药物。 

结论  该调查人群中，指南推荐的四类药物使用率均较低，与指南要求差距较大，如何提高二级预

防合理用药，使指南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已成为广大医务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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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86 

健脾养胃活血类中药配合西药治疗老年人椎-基底 

动脉供血不足性眩晕的临床疗效观察 

 
钱 芳 

淮安市涟水县中医院 223400 

 

目的  研究健脾养胃活血类中药配合西药治疗老年人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性眩晕的临床疗效。 

方法  本次研究选取的研究对象为 2014 年 4 月～2015 年 4 月期间在我院进行治疗的老年椎-基底动 

脉供血不足性眩晕患者,将 80 例患者简单随机分为 2 组，40 例老年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性眩晕患

者为一组。其中，两组均使用培他啶氯化钠注射液静脉滴注，且一组患者实施氟桂利嗪片治疗（对

照组）,另一组采用健脾养胃活血汤进行中西结合用药治疗（观察组）。对比两组老年椎-基底动脉

供血不足性眩晕患者的临床疗效和 TCD 检测结果。 

结果  观察组老年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性眩晕患者的临床疗效和 TCD 检测结果均优于对照组患者

（P＜0.05）。 

结论  为老年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性眩晕患者使用中西结合用药的方法治疗，其效果显著。 

 
 
PU-087 

有创颅内压监测在基底节区脑出血中的临床意义 

 
陈茂刚 董成龙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224002 

 

目的  探讨有创颅内压监测在重症基底节区高血压脑出血微创术后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2 月我院收治的重症基底节区高血压脑出血，均行孙树杰定向置管颅

内血肿清除术患者，共 84 例。采用成组设计方法，随机分为对照组（42 例）和颅内压监测组(监

测组)（42 例）。对照组仅给予常规监护，监测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有创颅内压监测，比较二组

患者的治疗效果。 

结果  监测组治疗 3 个月后的总有效率为 64.3%，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35.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监测组使用甘露醇（6.2±1.5）d，总剂量为（350.6±35.5）g；对照组使用甘露醇

（10.2±2.2）d，剂量为（960.5±88.4）g，二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监测组 3

（7.1%）例患者术后出现再出血，而对照组有 12（28.6%）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

5）。监测组与对照组在电解质代谢紊乱(11.9% 对 42.9%)、肾功能损害(2.4% 对 23.8%) 、消化道

出血（11.9% 对 31.0%）发生率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在颅内感染的发生率方面

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有创颅内压监测能够提高脑出血微创术后的疗效，并能减少甘露醇用量；降低颅内再出血、

肾功能不全、水电解质紊乱并发症发症的发生率。 

 
 
PU-088 

人参皂苷 Rb1 通过 P38αMAPK 信号通路对缺血/再灌注 

损伤心肌的保护作用及机制研究  
 

王逸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25001 

 

目的  观察人参皂苷 Rb1 是否通过 P38αMAPK 信号通路对缺血/再灌注损伤成年大鼠心脏具有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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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并探讨具体机制。 

方法 成年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Sham 组）、缺血再灌注组（I/R 组）、人参皂苷 Rb1

组（GS Rb1 组），建立急性心肌梗死再灌注模型，以及 HL-1 心肌细胞模拟缺血再灌注损伤，同

时利用小干扰 RNA 敲除 P38αMAPK，检测心肌梗死面积、TNF-α 及 caspase-3 释放量以及 P38α

MAPK、P-P38αMAPK 等蛋白水平以及线粒体膜电位变化和细胞凋亡。 

结果 在体水平再灌注 2h 后，各组 P38 αMAPK 无明显差异，GS Rb1 组心肌梗死面积、P38 αMA

PK、TNF-α 和 Caspase-3 含量较 I/R 组均减低（P<0.05），在 HL-1 心肌细胞系中，用人参皂苷

Rb1 预处理后能够减轻线粒体膜电位变化，抑制心肌细胞的凋亡。在敲低 P38αMAPK 的情况下，

mRNA 水平上转染 si-P38 后 HL-1 心肌细胞 Con 组、I/R 组及 GS Rb1 组均与未敲低组相比有显著

差异（P<0.001，P<0.01，P<0.01），转染 si-P38 后 HL-1 心肌细胞 I/R 组和 GS Rb1 组凋亡细胞

与未敲低组相比有显著差异（P<0.01，P<0.01），且 GS Rb1 组之间相比有统计学意义（P<0.0

1）。、 

结论 人参皂苷 Rb1 通过抑制 p38αMAPK 磷酸化显著减小缺血再灌注损伤心肌梗死面积、降低 TN

F-α 和 Caspase-3 含量，进而抑制 TNF-α 细胞受体途径凋亡以及坏死性的发生。 

 
 
PU-089 

间充质干细胞治疗骨性关节炎炎症机制的研究 

 
曹娟 丁从珠 姚瑶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210000 

 

目的  通过检测间充质干细胞(MSCs) 干预后骨关节炎（OA）兔的白细胞介素（ IL ） -6、-8，基质

金属蛋白酶（MMP）-3、-13 等炎症因子的水平及形态学观察，探讨 MSCs 对 OA 炎症影响的机

制。 

方法  选取健康成年新西兰大白兔 12 只，分为 3 组（n=4），分别为空白对照组（A 组）、OA 模

型组（B 组）、MSCs 干预组（C 组），OA 模型选用 4%木瓜蛋白酶注射液关节腔注射，造模 2w

后分别进行兔后膝关节磁共振检查，并抽取兔血清分别送检 IL -6、-8，MMP-3、-13。3w 后予 C

组实验关节腔内注射 1×105/L MSCs，分别于治疗后 1、2w 抽取兔血清送检 IL-6、-8、MMP-3、-1

3，再次行关节磁共振，实验结束后处死实验动物，分别取滑膜及关节软骨行病理学观察。 

结果  1、炎症因子检测结果示 B 组、C 组 IL-6、IL-8、MMP-3、MMP-13 等炎症因子水平明显较 A

组升高（p＜0.05）。C 组 MSCs 治疗前后对比示，治疗后 IL-6、IL-8、MMP-3、MMP-13 水平均

较治疗前下降（p＜0.05），治疗 2w 后差异更显著（p＜0.05）。2、磁共振检查示，A 组基本正

常；B 组和治疗前 C 组呈现类似表现，即软骨面有轻度磨损，前交叉韧带有水肿，可见细小骨赘形

成，滑膜增厚，软骨下骨髓水肿不明显，关节腔少量积液；治疗 2w 后磁共振显示软骨面破坏、前

交叉韧带水肿、滑膜增厚及关节积液均较治疗前改善。3、病理学示：A 组基本正常，B 组可见软

骨关节面不连续，软骨及滑膜大量炎性细胞浸润，滑膜增生、水肿，软骨增生明显，局部可见骨赘

形成；治疗后 C 组较 B 组软骨及滑膜炎性细胞浸润轻，滑膜增生、水肿及软骨增生减轻。 

讨论  本研究磁共振观察显示，造模成功的家兔膝关节 OA，在 MSCs 治疗治疗 2w 后软骨面磨损

改善，前交叉韧带水肿及滑膜增厚均改善，关节腔积液完全吸收，提示 MSCs 对 OA 有保护治疗作

用。显微镜观察示兔 OA 模型组的软骨面不连续，软骨及滑膜大量炎性细胞浸润，滑膜增生、水

肿，软骨增生明显，提示炎症反应参与 OA 的形成。在 MSCs 治疗后，显微镜下均观察到关节软骨

及滑膜的炎症浸润、滑膜水肿及增生较模型组减轻。综上，结合炎症因子检测及磁共振及显微镜下

结果，提示 MSCs 对 OA 的软骨及滑膜具有保护作用，其与抑制炎症反应相关，为 OA 的寻找新的

治疗靶点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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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0 

急性左旋多巴冲击试验对帕金森病患者运动症状的改善特点 

 
王艳 

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市人民医院 223800 

 

目的  分析急性左旋多巴冲击试验(Acute Levodopa Challenge Test,ALCT)对帕金森病（PD）患者

运动症状改善的特点。 

方法  收集南京市脑科医院 PD 中心已行脑深部刺激（DBS）手术治疗的患者 ALCT 的相关资料，

以统一帕金森病评分量表（UPDRSⅢ）运动部分评分为指标，分析左旋多巴冲击试验运动症状、

中轴症状改善情况，观察不同运动症状改善率有无显著差异。使用多元回归分析最大改善率的影响

因素。  

结果  患者的运动症状 UPDRSⅢ平均改善率为 57.7%，PD 的运动症状中震颤、强直、运动迟缓、

步态或姿势异常分别改善了 75.1%、51.4%、58.9%、57.5%，组间比较有统计学差异；患者的轴

性损害症状 UPDRSⅢ平均改善率为 54.3%，言语、步态和姿势的平均改善率分别为 48.4%，64.

6%，40.0%，组间比较有统计学差异；患者的一般基线资料均不是最大改善率的主要影响因素。  

结论  急性左旋多巴冲击试验对 PD 患者运动症状全面改善，作为 DBS 术前筛选具有重要的临床意

义,可作为 DBS 治疗估计预后的指标。 

 
 
PU-091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相关因素分析 

 
贺阳 王进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  本研究探讨 2 型糖尿病（T2DM）合并周围神经病变（DPN）患者的病程、生化指标、氧化

应激及非特异性炎症水平及其相关性。比较 DPN 患者神经电生理检查。 

方法 选取 2015 年 2 月~ 10 月本院特需病房 T2DM 患者 100 例，其中 DPN 患者 53 例作为病例

组，单纯糖尿病 47 例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间性别、年龄、病程、空腹血糖(FPG)、胆固醇（T

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HDL-C）、低密度脂蛋白（LDL-C）、糖化血红蛋白（H

bA1C）、血清铁蛋白（SF）水平、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及平均血糖波动幅度(MAGE)，同

时研究两组神经电生理临床特征，及神经受损情况分布的临床特征。本研究所有数据运用 SPSS 1

9.0 进行统计学分析，以 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① DPN 组病程比单纯糖尿病组病程长，DPN 组 HDL-C 低于单纯糖尿病组；DPN 组 FPG、

TC、TG、LDL-C、HbA1C、MAGE、SF 及 HsCRP 高于单纯糖尿病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②

 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HbA1C 与 FPG、TC、TG、HsCRP、LDL-C、SF、BMI、MAGE 呈正相

关，；HbA1C 与年龄、HDL-C 呈负相关；③ 以是否患有 DPN 为因变量，以病程、FPG、TC、T

G、HDL-C、LDL-C、HbA1C、SF、HsCRP 和 MAGE 作为自变量，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 DPN

与病程和 MAGE 呈正相关。④ 卡方检验表明，糖尿病病程>10 年以上的患者，患 DPN 的风险增加

11.244 倍；MAGE>4mmo/L 时，患 DPN 的风险增加 7.568 倍。⑤ DPN 组尺神经、正中神经、胫

神经、腓总神经的 NCV 均较单纯糖尿病组减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⑥ DPN 组中，感觉神经异

常率 67.92%，运动神经异常率为 47.17%，感觉神经异常率明显高于运动神经异常率，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结论  1.DPN 患者的病程比单纯 T2DM 患者的病程长，病程>10 年，患 DPN 的风险增加 11.244

倍。2.DPN 患者的 MAGE 大于单纯 T2DM 患者，MAGE>4mmo/L 时，患 DPN 的风险增加 7.568

倍。3.HbA1C 水平与年龄、HDL-C 呈负相关，年轻患者反而较老年患者血糖控制差。4.DPN 患者

神经传导速度不同程度减慢，且感觉神经异常率明显高于运动神经异常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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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92 

高尿酸血症与 25 羟维生素 D 的关系 

 
薛 佳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210008 

 

目的  高尿酸血症是以体内嘌呤代谢紊乱、尿酸升高为特征的疾病，除可引起痛风，近年来研究发

现高尿酸血症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既往认为维生素Ｄ的作用就是调节钙、磷代谢及骨重

建，近年来发现维生素Ｄ缺乏在糖尿病、高血压、低度炎症反应及血脂异常等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

中起着重要作用，补充维生素 D 可以起到心血管保护作用，其机制可能是通过减少肾素的分泌从而

在降低血压、改善血管顺应性、改善胰岛素抵抗和抗炎等方面发挥作用。本研究旨在研究高尿酸血

症与 25 羟维生素 D（25（OH）D）的关系，为临床治疗与预防提供证据。 

方法 随机选择 2014 年-2015 年在本院体检发现有高尿酸血症患者 50 例为高尿酸血症组（A

组），同时随机选择体检尿酸正常者 50 例为正常尿酸组（B 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双抗体

夹心法检测两组患者的血清 25（OH）D，并同时检测患者的体质指数（BMI）、收缩压、空腹血

糖、糖化血红蛋白、尿酸、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等。 

结果  两组患者的体质指数、收缩压、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等基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A 组患者的 25（OH）D 水平为

（25.12±10.58）ng/ml，B 组患者的 25（OH）D 水平为（29.37±14.93）ng/ml。两组患者的 25

（OH）D 水平比较 P 值<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高尿酸血症患者的 25（OH）D 水平低下，低水平的 25（OH）D 水平可能是高尿酸血症的危

险因素，补充维生素 D 是否有助于防治高尿酸血症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证实。 

 
 
PU-093 

支气管哮喘患者的呼出气一氧化氮监测与临床参数相关性研究 

 
林盪 

苏州市立医院 215001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支气管哮喘患者的呼出气一氧化氮水平(FeNO)与外周血清总 IgE、肺功能中

FEVI％的水平，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EOS)计数、总免疫球蛋白 E(IgE)和哮喘控制测试(ACT)评分

临床参数之间的相关性观察其意义及相关性，用以探讨其在支气管哮喘患者的诊断、治疗中的意

义。 

方法 采用 NO 分析仪和肺功能仪测定 45 例发作组、30 例缓解组及 40 例对照组 FeNO 及 FEV1％

的水平,同时记录患者 ACT 评分,并检测发作组中 45 例外周血 EOS 计数及总 IgE 的水平.正常对照

组 40 例均为正常健康人群，无心肺疾病及过敏性疾病史，无其它变态反应疾病史，近期无感染史

及应用药物史。 

结果  1．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组的 FeNO、IgE 和 FEVl％水平和对照组间比较，差异具有显著统

计学意义(P<0．05)。2．哮喘急性期和缓解期两组比较，FeNO 和 FEVI％值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IgE 值不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3．支气管哮喘缓解期患者组与正常对照组相比，Fe

NO 水平及血清总 IgE 的值仍有显著性差异(P<0．05)，而其 FEVl％水平却无显著差异性(P>O．0

5)。4．哮喘发作组 ACT 评分低于缓解组(P＜0.01).FeNO 的水平与 ACT 评分呈负相关(r=-0.34,P

＜0.05),与外周血 EOS 计数呈正相关(r=0.65,P＜0.05).5．研究中还发现确诊的支气管哮喘患者的

FeNO 水平与血 IgE 含量的变化呈正相关关系(r=0．266、p<0．05)，而 FeNO 水平与 FEVI％变化

呈负相关关系=-O．23、P<0．05)。 

结论  本研究显示，支气管哮喘组急性发作组 FeNO 水平高于缓解组和对照组，说明 FeNO 可用于

鉴别支气管哮喘，与国内外相关研究结论一致。而支气管哮喘缓解期患者组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其

FEVl％水平却无显著差异性(P>O．05)，说明 FeNO 是反应气道炎症的一项灵敏指标，FeNO 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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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能够反映哮喘患者慢性气道炎症,并且在评估哮喘控制水平方面可能发挥作用.可以用来评价支气

管哮喘患者的气道炎症的控制情况和病情的轻重程度，动态检测可为临床提供有意义的参考指标道

炎症程度与气流受限严重程度没有直接关系。而 FEVl％水平不能反映气道炎症水平，不能作为气

道炎症控制水平的监测指标。 

 
 
PU-094 

苯磺酸氨氯地平和厄贝沙坦在治疗社区清晨高血压的疗效比较 

 
陈延庆 

江苏省南通市妇幼保健院 226018 

 

目的  比较苯磺酸氨氯地平和厄贝沙坦治疗社区清晨高血压的疗效差异。 

方法 选择社区清晨高血压患 72 例，随机分为苯磺酸氨氯地平组（36 例）和厄贝沙坦组（36

例），疗程为 12 周，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清晨血压的变化情况。 

结果  两组治疗后清晨血压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0.01），治疗后苯磺酸氨氯地平组清晨血压明

显低于厄贝沙坦组（P<0.05），苯磺酸氨氯地平组清晨血压下降幅度明显大于厄贝沙坦组（P<0.0

1）。 

结论  苯磺酸氨氯地平和厄贝沙坦均能有效控制清晨高血压，但苯磺酸氨氯地平控制清晨高血压的

疗效优于厄贝沙坦。 

 
 
PU-095 

以全科医生为主体的两种健康管理服务模式的探讨  
 

何旖旎 王爽 齐殿君 赵心 于凯 吴瑛 朱亮亮 祁慧萌 于晓松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本研究通过对社区慢性病高危人群实施以全科医生为主体的两种健康管理服务模式，希望探

索出适合社区慢性病高危人群的健康管理模式。 

方法  抽取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符合纳入和排除标准的 5499 例慢性病高危人群为研究对

象，采用非随机同期对照临床试验研究。干预组给予新型整合式健康服务模式，即基于全科医生连

续性服务的新型健康管理服务模式，对照组给予仍延续目前的健康管理服务模式。管理时间为 1

年。分别于管理前后比较两组生理指标的改善，医疗服务满意度以及健康状况。 

结果  干预后，实验组中超重或肥胖，收缩压≥130mmHg 和（或）舒张压≥85mmHg，血糖水平异

常，血脂异常者所占比例均有所下降，并且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意义(P<0.05)。干预后，实

验组的医疗满意度明显提高，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健康状况均有

所提高，两组之间健康状况比较差异有显著意义(P<0.05)。 

结论  实施此种新型健康管理模式，改善了患者慢性病危险因素，提高患者的医疗满意度，提高了

患者的健康状态，对最终促进慢性病高危人群的健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PU-096 

康莱特治疗脑转移瘤的疗效观察 

 
成红艳 王彤 徐瑞彤 戴冠群 贾坚 张阳阳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目的  观察康莱特联合化疗治疗脑转移瘤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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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研究，设立治疗组与对照组，两组患者都给予常规甘露醇及对症支持治疗。治

疗组化疗联合康莱特 200mL 静脉滴注,每日 1 次,连续 21 天为 1 周期。对照组为化疗组，相同的脑

转移瘤化疗方案一致，治疗期间两组不加任何其它辅助中成药和免疫制剂。治疗 2 个疗程后按实体

瘤疗效评价标准评价疗效及 KPS 评分评估患者体力活动状况改善情况。 

结果 治疗结束后，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有效率分别为 18.2%vs 14.8%(p＞0.05),疾病控制率 48.

4% vs 44.4% （p＞0.05），KPS 评分改善率分别为 60.6% vs 40.7%(p＜0.05)。 

结论 康莱特联合化疗治疗脑转移瘤有一定疗效，可改善患者的体力活动状况，值得临床推广应

用。 

 
 
PU-097 

基于社区结构化管理的 2 型糖尿病患者知信行效果评价 

 
黄晓玲 茅东升 

杭州市拱墅区米市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10005 

 

目的  探讨糖尿病结构化管理对糖尿病患者知信行效果的评价； 

方法  选择在米市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符合 2 型糖尿病诊断标准的糖尿病人 300 例，随

机分为干预组与对照组，干预组）采用结构化管理，对照组采用糖尿病一般管理方法，干预后观察

两组患者知识、态度、行为方式。 

结果  预组人群对糖尿病相关知识（饮食控制、坚持运动、药物治疗、定期检查、不良生活习惯）

分别提高 30-50%（P<0.001），糖尿病患者在饮酒、膳食结构、超重及运动等生活行为方式,干预

前后行为均有一定的改善 （P<0.001） 

结论  社区糖尿病结构化管理将有助于改善糖尿病患者的知信行，提高糖尿病患者生活质量。 

 
 
PU-098 

2 型糖尿病社区结构化管理的实践与应用 

 
杨佳琦 

杭州市拱墅区米市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10005 

 

目的  探讨糖尿病结构化管理对糖尿病患者的效果； 

方法  选择在米市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符合 2 型糖尿病诊断标准的糖尿病人 300 例，随

机分为干预组与对照组，干预组）采用结构化管理，对照组采用糖尿病一般管理方法，干预后观察

血糖等指标。 

结果  干预组干预后的糖化血红蛋白达标率较干预前升高了 12.5%（vs 对照组 7.7%），血压达标

率升高了 12.8%（vs 对照组 8.6%），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达标率分别升高了 16.6%

（vs 对照组 7.0%）和 14.6%（vs9.5%），BMI 达标率提高了 7.8%（vs 对照组 1%）。 

结论  2 型糖尿病结构化管理干预可以有效控制糖尿病患者血糖指标，提高糖尿病患者生活质量。 

 
 
PU-099 

中医体质辨识在社区高血压的应用与效果评价 

 
茅东升 

杭州市拱墅区米市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10005 

 

目的  探讨中医体质辨识在社区高血压的应用以及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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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300 名高血压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实行一般干预措施加中医体质辨识；对

照组采用一般干预措施，观察一年。 

结果  中医体质辨识管理干预模式能有效降低高血压患者中医临床症状评级。 

结论  中医体质辨识管理干预模式对高血压患者改善症状和预后有较大作用。 

 
 
PU-100 

老年人心血管病的现状和危险因素的研究 

 
应美珂 任菁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310003 

 

老年人是心血管病的高发人群，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心血管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都呈逐年

上升的趋势，正确认识国内心血管病的现状和危险因素有利于全科医师管理心血管老年患者，进而

预防或延缓心血管病的发生发展。 

 
 
PU-101 

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高血压患者管理效果 

（The Management Effect Of Fang Zhuang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of Hypertension） 

 
高文娟 1 吴浩 2 

1.首都医科大学全科与继续教育学院 

2.首都医科大学全科与继续教育学院，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目的  探讨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高血压管理情况，总结高血压管理经验。 

方法  本研究通过查阅管理平台资料，建立相关数据库并统计和分析，评价高血压管理情况。 

结果  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健康管理平台管理高血压病人总数 15264 人，管理率 45.4%，规范管

理率 71.5%，控制率 67.9 %。 

结论  方庄社区充分发挥高血压管理平台的作用，优化服务团队，积极推行分级诊疗，高血压管理

数量和质量已经初见成效。 

 
 
PU-102 

初级卫生保健中慢性咳嗽诊治程序探讨 

 
贺群 

绍兴市人民医院 312000 

 

目的  针对慢性咳嗽日渐成为初级卫生保健机构的常见多发病，而现有指南难以普及，探讨适合初

级卫生保健中的慢性咳嗽诊治程序。 

方法 结合临床实践及建立在过去循证医学基础上，从全科医生诊治患者角度，树立慢性咳嗽全科

思维模式。 

结果  分析评估慢性咳嗽常见病的临床特征，诊断标准及经典治疗，初步建立了适合初级保健机构

的慢性咳嗽诊治程序。 

结论  慢性咳嗽的诊治是全科医生的主要职能之一，在初级保健实践中建立可操作性的诊疗程序是

可行及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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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03 

氨基葡萄糖在骨关节炎的应用 

 
陈泽君 2 杨晓翠 1 苏先旭 1 唐晓君 1 

1.都江堰市人民医院    2.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骨关节炎(osteoarthritis，OA) 是多发于中年以后的慢性、变形性关节疾病，多累及手的小关节和负

重关节，临床上以关节疼痛、变形和活动受限为特点，其中膝骨性关节炎临床最常见，以骨质增生

和关节畸形为主要表现。好发在负重较大的膝关节、髋关节、脊柱以及手指关节等部位，严重者可

导致关节功能的丧失。 

目前对骨关节炎的治疗主要分为两大类：药物治疗及手术治疗。近些年来手术治疗多采用关节镜技

术治疗本病， 但是也并非所有患者均适用于关节镜治疗， 对于高龄患者以及病程较长的患者而

言，运用关节镜治疗的临床疗效并不明显。因此药物治疗显得尤为重要。根据国际风湿病协会( Int

ernational League Against Rheumat ism, ILAR ）的倡议可将药物分为非特异性药物和特异性药物

[8、9]。非特异性药物主要是控制症状的药物主要包括：镇痛药、非甾体消炎药、激素（关节腔内

注射激素）、透明质酸钠等，此类药物主要是改善患者肿痛症状，但不能延缓病情。特异性药物是

近几年研究很多的氨基葡萄糖药物，也称为慢作用药。目前有许多氨基葡萄糖的临床试验提示慢作

用药物可以同时改善 OA 患者的症状和保护软骨的作用[12]。 

 
 
PU-104 

关注焦虑抑郁，助力社区慢病管理 

 
张恒 张英超 贾东梅 杨人灵 马力 王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心理健康是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方面，而焦虑和抑郁是常见的心理

问题，因此作为“健康守门人”的全科医生应当重视并能够识别、初步处理焦虑抑郁。更是由于焦虑

抑郁和许多慢性病相互关联、相互影响，而慢性病管理又是全科医生的重要职责之一，全科医生更

需要关注焦虑抑郁，来能更好地承担起守门人的角色。本文旨在对焦虑抑郁与慢性病关系进梳理，

以引起全科医生对焦虑抑郁的重视。 

 
 
PU-105 

31 例股骨干骨折术后再骨折临床分析 

 
娄纯彪 1 李琰华 1 

1.菏泽市第三人民医院    2.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骨折术后再骨折是骨折的重要并发症之一；治疗过程中难度比较大；效果比较差；常常会造成医患

关系紧张。而股骨干骨折术后再骨折更是非常常见。我院自 2009 年 7 月-2011 年 10 月共统计股骨

干骨折术后再骨折患者 31 例。 

 
 



2016 全科医学大会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第十四届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137 

 

PU-106 

 中西医结合治疗肺胀疗效观察 

 
王英俊 1 李琰华 1 

1.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观察定喘汤联合西医治疗痰热郁肺型肺胀疗效观察。 

方法  使用随机平行对照方法，将 48 例住院患者按抽签法分为两组。对照组 24 例①吸氧。②敏感

抗生素抗感染治疗：多索碱 0.3/次，1/d，静滴；氨溴索 30mg/次，2 次/d，静滴；沙美特罗气雾剂

1 吸/次，2 次/天 吸入；必要时加用甲强龙 40mg/次，1～2 次/d，静注。治疗组 24 例定喘汤（麻黄

5g、杏仁 8g、桑白皮 12g、黄芩 5g、半夏 15g、苏子 8g、款冬花 9g、白果 5g、甘草 3g）。1 剂/

d，水煎 150mL，早晚口服。西医治疗同对照组。连续治疗 12d 为 1 疗程。观测临床症状、不良反

应。治疗 1 疗程，判定疗效。 

结果  治疗组显效 22 例，有效 18 例，无效 4 例，总有效率 81.81%。对照组显效 21 例，有效 15

例，无效 6 例，总有效率 71.42%。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定喘汤联合西医治疗痰热郁肺型肺胀效果更加优异。 

 
 
PU-107 

上海六院-枫林社区骨质疏松症精准管理探索 

 
顾文钦 周鹏 杜杰 

上海市徐汇区枫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030 

 

骨质疏松症是社区的常见病、多发病。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与徐汇区枫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

建骨质疏松社区协作基地。在枫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骨质疏松防治教学门诊，三级医院专科医

生下沉社区，形成“全专结合”模式，利用信息化手段，有效整合三级医院优势医疗资源及社区病

源，有效提高患者规范诊治率及依从性，有效提升社区全科医生的诊疗技能，达到“分级诊疗、基

层首诊”的目的。在此基础上，依托家庭医生制服务，借力三级医院优势专科、借鉴慢性病分层管

理模式、借助信息化手段，开展社区骨质疏松症精准管理探索，以期实现社区骨质疏松症全程管

理、全面干预，进一步提升社区患者规范诊治率及依从性，进一步提升社区患者的满意度，进一步

降低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发生率。本文就上海六院-枫林中心开展骨质疏松症精准管理的流程、现

状、反馈、存在问题及展望等谈一些体会。 

 
 
PU-108 

利奈唑胺致高乳酸血症及肾功能改变病案报道及分析 

 
金细众 

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325003 

 

患者张某，男性，76 岁，已婚，既往高血压、糖尿病病史 10 余年， 6 年前曾发生“心肌梗死”。患

者出现左下肢软组织感染，由阳性菌引起感染可能性大，因患者年龄大、肾功能差，于 7 月 11 日

予利奈唑胺针 600mg 静滴，每 12 小时一次。7 月 15 日体温恢复正常，其后左下肢软组织感染灶

逐渐吸收。 7 月 16 日及其后多次左下肢分泌物培养报告有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

及表皮葡萄球菌生长，二者对利奈唑胺均敏感。期间患者生命体征稳定，BP 140/80mmHg 左右， 

SPO2 98%～100%。7 月 18 日发现患者血乳酸及肌酐、尿素氮升高，其后三者进行性升高，无恶

心、呕吐等症状，于 7 月 29 日停用利奈唑胺，之后患者血乳酸及肌酐、尿素氮逐步恢复。 

患者利奈唑胺治疗期间生命体征平稳，无休克、低氧血症等组织缺氧表现，未应用双胍类降糖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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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致高乳酸血症药物，也未使用可致肝肾功能改变的其他药物，使用利奈唑胺 1 周发现血乳酸及肌

酐、尿素氮进行性同步升高，停用利奈唑胺后第 3 天开始血乳酸及肌酐、尿素氮逐渐同步下降。期

间患者动脉血酸碱度（PH）在正常范围，二氧化碳分压随血乳酸升高而降低，呈过度通气状态，

最低达 3.10Kpa(23.25mmHg)。患者血肌酐、尿素氮升高期间，尿量无明显改变。故考虑为利奈唑

胺针所致高乳酸血症及肾功能改变。 

 
 
PU-109 

密闭式吸痰管与 VAP 发生及疾病预后的相关性分析 

 
潘莉 金细众 

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10234102 

 

目的  观察 24h、48h 和 1 周更换密闭式吸痰管对患者 VAP 发生及患者预后的影响，为临床合理制

定密闭式吸痰管更换时间提供依据。 

方法  将入选的 150 例患者使用编号法分为三组：A 组（每 24h 更换 1 次密闭式吸痰管）、B 组

（每 48h 更换 1 次）及 C 组（1 周更换 1 次），每组各 50 例。剔除各组人工气道使用时间少于 72

小时病例，进入终点研究 A 组 32 例、B 组 39 例、C 组 38 例。观察并统计三组患者插管当天及第

2、4、6、8 天临床肺部感染评分(CPIS)、感染相关的器官衰竭评分(SOFA)及人工气道吸取痰液培

养所得细菌数；记录三组患者机械通气时间、住 ICU 天数及在 ICU 发生的费用；统计三组患者疾

病转归；比较三组间各参数的差异。 

结果  三组间插管当天及第 2、4、6、8 天 CPIS 评分、SOFA 评分及人工气道吸取痰液培养所得细

菌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三组患者机械通气天数、住 ICU 天数及在 ICU 发生的

费用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三组患者疾病转归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本研究显示每周更换密闭式吸痰管对患者 VAP 发生、病情严重程度及预后无明显影响，是安

全可行的。 

 
 
PU-110 

“冬病夏治”穴位贴敷治疗支气管哮喘 104 例临床疗效观察 

 
何璐莎 李琰华 

浙江省新华医院 310005 

 

目的 观察穴位贴敷治疗支气管哮喘的临床疗效。 

方法 分析 104 例支气管哮喘患者，将冬病夏治穴位贴敷于夏天头伏期间贴敷于大椎、天突、双肺

俞、双心俞、双膈俞。成人贴敷 2 一 4h，儿童 1 一 2h，１０天后（即二伏）和２０天后（即三

伏）各重复贴敷１次。治疗前及疗程结束１年后观察患者哮喘症状、发作次数。 

结果 临床总有效率 79％；治疗后患者哮喘症状、发作次数均明显好转（Ｐ＜０．０５），发作

次数减少（Ｐ＜０．０５）。 

结论 冬病夏治穴位贴敷治疗支气管哮喘疗效确切，简、便、验、廉，适合全科医学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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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1 

农村糖尿病患者的饮食与运动治疗 

 
蒋春花 

上海市奉贤区庄行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415 

 

2 型糖尿病是一种多种危险因素共同作用的疾病，主要包括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最新研究数据估

测我国糖尿病患病率为 11.6%，约 1.139 亿人，农村糖尿病人群更是迅速增长。而饮食治疗和运动

疗法是糖尿病治疗中行之有效的措施。本文论述针对农村糖尿病患者进行科学合理的饮食与运动指

导的重要性。 

 
 
PU-112 

北京西城区某两社区慢性病患者健康教育现况调查 

 
潘子涵 1,2 迟春花 1,2,3 吕光辉 1,2 郑嘉堂 1,2 邵靖岚 1,2 祁祯楠 1,2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学系    3.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目的  了解北京市西城区某两社区居民对慢病教育的认识及参与情况，探讨健康教育在高血压、糖

尿病、冠心病、脑卒中四类慢病管理中的作用，总结社区健康教育的经验，认识不足及提出对策。 

方法  对北京市西城区某两社区于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的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统计高血压、冠

心病、糖尿病及脑卒中的居民对社区的慢性病健康教育的知晓及参与情况，对比接受慢性病教育前

后的疾病控制及生活方式的变化情况。 

结果  问卷有效率为 92.04%，参与调查的居民中高血压患者最多，为 35.58%；54.81%的社区居

民不知道或认为社区未曾开展健康教育活动；居民慢病教育活动绝对参与度＞50%的为 3.85%，相

对参与度＞50%为 20.19%。居民获知社区开展慢病教育活动的方式以面对面告知、海报、展板等

大众宣传居多，均为 19.23%；收看健康教育电视节目是居民进行健康教育的主要形式，达 28.9

5%。参加慢性病健康教育使血压、血糖有下降趋势，血脂变化幅度较弱，而参加慢病教育前后血

压、血糖、血脂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社区居民对社区慢病健康教育活动的知晓率、参与度较低，社区需根据居民特点、健康需求

采用适当地宣传方式及健康教育活动进行方式；社区慢病教育对高血压、糖尿病及血脂的控制效果

较差，居民对血脂的重视程度有待提高。 

 
 
PU-113 

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的临床及病原学的回顾性调查分析 

 
陶真 

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325000 

 

目的  了解重症监护室（ICU）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CRBSI）的感染率、危险因素、病

原菌种类、耐药性及临床结局，对有效抗感染治疗及预防 CRBSI 的发生提供指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4 月～2014 年 4 月共 483 例留置过中心静脉导管（CVC）的患者。计算

感染率、感染相关性因素及筛选危险因素分析并应用 SPSS20.0 统计软件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

分析。 

结果  共有 17 例患者发生 CRBSI，感染率为 3.5％；不同置管者、置管地点、置管部位构成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影响 CRBSI 的独立危险因素

是抗生素大量使用和导管日，OR 值分别为 7.898 和 1.044。革兰阳性菌（gram-positive bacteri

a，G+）占 35.3％，革兰阴性菌（gram-negative bacteria，G-）占 47.1％，真菌占 17.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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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感染患者，经治疗后病情 100％好转；G-菌感染患者，87.5％好转，12.5％恶化；真菌感染患

者，66.7％好转，33.3％恶化。 

结论  CRBSI 的发生率随抗生素大量使用以及导管日延长而增加。患者经治疗后，大部分好转，但

真菌感染者死亡率相对较高，应引起临床注意。 

 
 
PU-114 

ASCVD 的血脂管理 

 
臧国尧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全科医学科 310016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是最重要的慢病，是目前人类健康的最大危险，是影响人

类寿命的重大疾病，其实质是动脉粥样硬化，理论依据是血胆固醇学说。临床上要重视 ASCVD 风

险评估，目前多数指南一般不推荐定量风险评估，但对中危的人群需要增加定量风险。ASCVD 风

险评估目的在于指导治疗，最终达到降低 ASCVD 事件的发生。ASCVD 极高危和高危人群筛查，

主要依据是传统的主要心血管危险。本文从百年前胆固醇学说的起源，到 20 世纪 60 年代 Framing

ham 流行病学的证实，和 1994 年 4S 研究里程碑式的证据，直到 2004 年 IMPROVE-IT 研究的强

化，和 2016 年 Hope-3 研究扩大了中危人群的他汀使用范围，所有一切说明胆固醇学说是正确

的，也是 ASCVD 血脂管理理论依据。胆固醇学说包含下面三方面内容：血清胆固醇水平较低者 A

SCVD 发病风险也较低；血清胆固醇水平升高者 ASCVD 发病风险也增加；血清胆固醇水平下降者

ASCVD 风险也降低。 降低胆固醇的药物目前主要有他汀类药物（胆固醇合成抑制剂）、 依折麦

布（胆固醇吸收抑制剂）17-23%、血脂康（中成药天然他汀）28.5-30.6%、多廿烷醇（植物他

汀）14-15%、PCSK9 抑制剂（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杆菌蛋白酶 9） 等。 他汀类药物是最重要的降

低胆固醇药物，有低中高强度之分。中国胆固醇教育计划指出，与欧美人群比较，我国人群平均胆

固醇水平较低，我国大多数患者经过中等强度甚至中低强度的他汀类药物即可使 LDL-C 达标。ME

GA 研究分析：亚裔人群低剂量他汀治疗 1 年，LDL-C 降低 1mmol/L 则主要冠脉事件风险降低 2

5%；而 2010 年 CTT 荟萃分析：亚裔人群高剂量他汀强化治疗 1 年， LDL-C 降低 1mmol/L 则主

要冠脉事件风险降低 21%。HPS2-THRIVE 研究说明：应用辛伐他汀 40mg，74%中国患者可使 L

DL-C 降低到 1.51mmol/L 的水平，而 欧洲仅有 1/3 的患者可以达到 1.74 mmol/L 的水平； 但是中

国患者肝酶升高以及肌病的发生率却是欧洲患者的十倍。因此根据中国人遗传和流行病学特点，中

国人血脂基线水平较低，对他汀的耐受较差，结合中国人饮食特点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建议采取中

国剂量的血脂管理。正如高血压、糖尿病一样个人认为血脂管理今后趋势应该是联合用药，推荐中

小剂量他汀联合依折麦布治疗。必须要指出的是，生活方式干预是 ASCVD 防治的基本和首要措施

 ，无论是否进行药物治疗。因此以患者为中心，根据临床情况来进行 ASCVD 风险评估和确定个性

化血脂精准管理。推荐为具有明确适应证且无禁忌证的患者尽早长期规范应用他汀 。 提高 ASCV

D 患者血脂管理依从性和坚持 LDL 持续达标是 ASCVD 的血脂管理的核心。 

 
 
PU-115 

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首席基层糖尿病医师培训经验分享 

 
王丽 李晶 

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 300070 

 

目的  探讨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在首席基层糖尿病医师培训中，应用导师制管理对其糖尿病管

理培训的效果。 

方法  对来我院培训的医师在有无导师指导前后的糖尿病管理效果进行比较研究。 

结果  参加培训的基层糖尿病医师理论成绩提高 18.5 分（p＜0.05），在导师临床实践带教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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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提高 20.1 分（P＜0.05）。 

结论  我院通过在首席基层糖尿病医师培训中采用导师制，使社区医护人员的理论与实践能力得到

提升，值得在分级诊疗社区医护人员培训中应用推广。 

 
 
PU-116 

健康教育在基层 

 
佟冬东 

天津市河东区中山门街社区服务中心 300181 

 

健康教育是指通过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社会教育活动，使人们自觉地采纳有益于健康的行为

和生活方式，消除或减轻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预防疾病，促进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并对教育效

果作出评价。健康教育的核心是教育人们树立健康意识、促使人们改变不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养

成良好的行为生活方式，以降低或消除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通过健康教育，能帮助人们了解哪些

行为是影响健康的，并能自觉地选择有益于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 

在日常工作中，我的社区站每一到两个月举行一次健康教育，内容以高血压，糖尿病，脑卒中等慢

性病的病因，预防，用药，康复为主，其中包括中医治疗。通过健康教育的过程和结果观察以及与

患者的沟通，我总结以下几点与大家分享：1.健教形式上以小规模讲座的效果最好。我们在健康教

育形式上采用过小规模讲座、发放健康教育手册、宣传单和利用宣传栏及播放健康教育视频资料等

等。通过对效果的观察和与患者的沟通，我们认为小规模的讲座形式效果最好。发放的宣传品患者

能认真阅读的比例太低，观看视频基本上是“过目就忘”的效果。而小规模的讲座优势有：人数较少

（20 人左右），会场较小，很容易控制现场秩序；医患之间可以直接沟通，有问题现场解决；在

讲解的同时患者和家属还可以同时观看幻灯片，既生动形象又可以增强记忆。2.健康教育应该选择

对象，有的放矢。开始我们进行健康教育，是围绕慢性病的预防、治疗以及用药方法等等选题。在

讲座对象方面没有选择，只要是辖区居民我们都欢迎，居民的热情也比较高的。但是经过两次健康

教育我们发现效果不是很好，居民朋友们没有太在意讲课内容。我们总结原因是：做健康教育也要

有针对性，也可以选择受众对象。于是我们再进行健康教育，就有针对性地选择受众对象，效果也

好多了。比如说：讲胰岛素的用法和胰岛素注射器的使用，我们主要选择注射胰岛素的糖尿病患

者；讲高血压药物的使用，我们就主要选择高血压患者。这样进行健康教育针对性强，患者能认真

聆听讲座内容，并能根据自己存在的问题“对号入座”，会后也能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对患者是大

有好处的。3.应增加相关中医知识的患教内容。随着中医药事业的蓬勃发展，祖国传统医学在现代

医疗卫生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且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医中药以及中医治疗在慢性病

防治方面同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中医养生方面的知识，更是得到患者的认可。我们社

区都在大力发展国医堂建设，要大大发挥中医药防病治病巨大作用，在健康教育方面，我们也应该

传播中医知识，让治未病的思想在社区居民的理念中扎根。4.对于医护人员和社区居民，健康教育

应该成为一种常态，坚持就是好的。做任何事情都贵在坚持，偶尔做一次没有难度，但见不到成

效；坚持做下去需要医患共同努力，才会大有收获。我所在社区站健康教育已经做了两年多，我们

和社区居民同样获益。5.要想办法让更多的社区居民参与到健康教育的活动中，让我们的健康教育

受益群众更多。对于长久不参加健康教育的居民，我们认为有两点原因：1.社区居民对还没有完全

认可我们社区医生，还没有建立起信任的桥梁；2.他们还没有建立起对健康和疾病的正确认识。这

需要我们社区医生和护士做更细致，更到位的宣传工作，把健康教育的理念慢慢传输给广大居民朋

友。 

随着医疗改革的不断深入，双向转诊及分级诊疗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社区医院与公立医院的分工与

协作的功能在细化，我们要逐步实现“大病去医院，小病在社区；治疗在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医疗

模式。在这种形势下，我觉得公立医院更多承载的应该是：“急、难、险、重”的患者以及完成或主

导完成科研与教学任务，而健康教育与康复治疗的重担应该由我们社区医生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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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17 

浅谈高血压社区管理 

 
吴春玲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杭州道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451 

 

高血压以其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致死率，严重危害着我国人民的健康。研究表明，以往的高血

压管理模式已不能满足当前健康管理的需要。本文介绍我国高血压流行病学特点及相关危险因素，

阐明高血压社区管理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对目前开展的高血压综合防治及管理模式进行了分析，并

提出了问题和解决方案。 

 
 
PU-118 

脑梗死合并脑微出血与血管新生的相关性探讨 

 
王艳芳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街三槐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450 

 

脑梗死属缺血性脑卒中的范畴，其高发病率、高致残率和高死亡率给我们的社会和家庭带来了沉重

的负担。目前公认的较为有效的治疗手段包括超早期溶栓和神经细胞保护等，在此过程中出现脑微

出血等并发症给我们的临床治疗方案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而梗死灶内的血管新生则对组织缺血损伤

后的修复意义重大，由此联想到二者是否存在相关性。因此，深入探讨缺血灶内脑微出血与血管新

生的相关性，对于临床评判病情凶险和指导用药是大有益处的。 

 
 
PU-119 

老年肺栓塞抗凝治疗效果观察 

 
梁丽军 

天津市和平区劝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021 

 

观察老年肺栓塞抗凝治疗的效果并进行分析。 

方法 选取我院与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 月收治的 84 例肺栓塞老年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按个人

意愿分为实验组（42 例）及对照组（42 例），利用低分子肝素与华法林来对实验组患者共同进行

抗凝治疗，利用低分子肝素来对对照组进行抗凝治疗，比较两组患者在经过治疗后的效果以及不良

反应状况。 

结果  实验组患者的治疗效果稍优于对照组，但结果不明显无统计学意义，且实验组导致患者发生

出血等不良反应。 

结论  利用华法林与低分子肝素配合治疗老年肺栓塞是非常有效的，但也会使患者出现出血倾向，

临床治疗时慎用。 

 
 
PU-120 

社区慢性病管理实践的文献综述 

 
朱明月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大华医院 300455 

 

慢性病是一个多因素长期影响的结果它的发生与人类的不良行为和生活方式及环境中存在的多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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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关，所以也叫现代文明病或生活方式疾病，主要包括心脑血管疾病、恶性 肿瘤、代谢异常疾

病等。2004 年国务院新闻办关于“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现状 ”中公布我国成人高血压患病率为 18.

8%， 估计全国当时患病人数为 1.6 亿成人糖尿病患病率为 2.6％， 患病人数达 2000 多万。而成

人血脂异常率为 18.6％。成人超重率为 22.8％，肥胖率 7.1％。 目前我国每天约有 1.3 万人死于慢

性病，占总死亡率的 7 0％以上，城市内更是高达 85％ 以上。慢性病不仅严重危害着人们的健

康，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而且已成为导致我国医疗 费 用直线上升 的主要原 因。是以，建立健

全的慢性病防治体制刻不容缓。 

 
 
PU-121 

糖耐量异常病人的综合干预措施研讨 

 
刘婕 

北塘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453 

 

目的  探寻综合干预措施预防或延缓糖耐量异常进展为糖尿病的作用。 

方法  分析控制糖耐量异常进展为糖尿病的理论原理，从而总结综合干预的有效措施。 

结果  综合干预措施可以使大部分糖耐量异常转为正常糖耐量，并很大程度上延缓糖耐量异常发展

为糖尿病。 

结论  综合干预治疗，可以使糖耐量异常更多的逆转为正常血糖，减少向糖尿病的转变，并且能够

保护血管，减少并发症，降低心血管事件的危险性。  

 
 
PU-122 

谢广茹老中医治疗肿瘤经验 

 
刘文铭 

天津市滨海新区海滨街港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282 

 

谢广茹教授，天津市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硕士生导师，天津市名老中医，中国姑息治疗肿

瘤开创者之一，师从余桂清、张代钊教授，从事肿瘤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 40 余年。主要研究方

向为肿瘤的姑息治疗及中西医结合治疗，尤其对中晚期患者的癌性疼痛治疗有着丰富经验。 本文

是作者师承谢师学习近三年的学习总结。 

 
 
PU-123 

2 型糖尿病病因的立体思维探讨 

 
高春生 

茶淀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480 

 

糖尿病发病具有种族和家族遗传易感性。其中遗传因素的作用是肯定的，但遗传的不是糖尿病，而

是糖尿病的易感性，（笔者认为所遗传的是中医体质，易发生胰岛素抵抗的中医体质）且在外界因

素和体内环境的共同作用下，糖尿病才会引发出来。2 型糖尿病（T2MD）病因复杂。一般认为其

发病与遗传及环境这两大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MD 的发病除了与遗传因素，肥胖和不良生活方式

有关外，更主要的是与胰岛素抵抗有关。中医称糖尿病为消渴病，病因主要是由阴亏、气虚劳伤、

阳虚、气郁、燥邪、痰浊湿盛、瘀血、热（火）引起，通过本文对糖尿病作一综述，笔者提议胰岛

素抵抗与这些消渴病病因有着密切的联系？顺便提出自己的“糖运化失常” 立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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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4 

社区老年高血压的防治 

 
冯喆 

天津市河北区新开河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230 

 

高血压病是最常见的一种慢性病，也是对人类健康威胁最大的疾病之一。据统计全世界高血压患者

人数已达 6 亿，我国现有高血压患者约 1.2 亿。高血压病是常见的心血管疾病，是心脑血管病的最

主要危险因素之一。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发病、患病及死亡或致残的“三高”现象，尤其是老年患者

潜在性危险更高。社区老年高血压的防治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对这一特定的人群及发病率如何干预

和治疗。本文收集有关资料对社区老年高血压的发病诊断、社区干预、预防、健康教育以及治疗，

对于老年高血压患者合并其他疾病者选择降压药物达到理想降压达标，减少靶器官损害。是社区广

大医务工作者重要的责任。 

 
 
PU-125 

六味地黄丸在社区治疗糖尿病的一例体会 

 
高春生 

茶淀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480 

 

目的  六味地黄丸在治疗社区慢病中的作用。 

方法 慢病随访 

结果  经服用六味地黄丸后很得惊喜测得 6.1mmol/L，六味地黄丸也可治疗是因阴虚引起的高血压

等其他疾病。因阴虚体质导致阴虚内热亏气，经和病人商议口服金芪降糖片 8 片 tid，经常 7.0mm

ol/L 以下,偶尔也是 7.1mmol/L 

结论  在糖尿病临床治疗中根据病情单独用或和西药和用六味地黄丸或金芪降糖片来维持稳定血糖

的平衡。 

 
 
PU-126 

儿童临床应用阿奇霉素的不良反应 

 
南金茹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480 

 

目的  观察阿奇霉素的临床疗效,分析阿奇霉素在儿科临床应用中发生的不良反应。 

方法  取我院 2010 年 5 月～2011 年 5 月收治的患儿 102 例，将其随机分为 A 组和 B 组，各 51

例；A 组患儿采用阿奇霉素静脉滴注治疗，B 组患儿给予阿奇霉素口服治疗，观察两组患儿不良反

应发生情况。 

结果  患儿主要不良反应有胃肠道反应、过敏性反应（过敏性皮疹和过敏性休克）、神经系统损

害、静脉炎、发热等，两组患儿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药师和医师要做好药学监护工作，正确合理地应用阿奇霉素，尽量减少不良反应，提高临床

用药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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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27 

浅谈社区慢性病管理的现状及对策 

 
董翠红 

幸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280 

 

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慢性病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升高，慢性病治疗费用给患者家庭带来沉重的

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慢性病具有病程长，反复发作，治疗效果不显著等特征，不仅严重危害人类

健康，而且成为导致我国医疗费用直线上升的主要原因[1]，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慢性病已成为我国社区居民的主要健康问题，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恶性肿

瘤等［2］。慢性病通常是终身疾病，疼痛、伤残、昂贵的医疗费用等严重影响慢性病患者的健康

状况和生活质量，同时也给社会和家庭带来巨大的负担。各国经验表明 80％以上的疾病可以在社

区得到有效防治［3］。虽然近几年来政府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使慢性病防治工作看到了可喜

的开端，但社区对慢性病管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仍需要我们基层卫生服务人员不懈努力。 

 
 
PU-128 

糖尿病患者社区管理 

 
付立霞 

天津市河东区春华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011 

 

目的  增加 2 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提高患者血糖控制率。 

方法  过去十年，我国政府及专业机构在 2 型糖尿病预防和控制方面展开了大量工作，制定了相关

的预防控制指南及规划等，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为我国 2 型糖尿病的防治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我们在居民健康档案的基础上建立规范化的 2 型糖尿病病例档案，利用计算机进行 2 型糖尿病

患者的血糖管理，开展由健康促进为主导的综合干预。 

结果  通过健康档案对 2 型糖尿病患者进行合理管理，有效干预和改变 2 型糖尿病患者的不良生活

习惯，取得了良好效果。 

结论  2 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意识升高，从而使患者血糖控制达标率增加。 

 
 
PU-129 

中医辨证分型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临床研究 

 
王艺超 

幸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280 

 

目的  比较中西医在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FD）方面的疗效，探讨中医辨证治疗 FD 的最佳分型方

案。 

方法  选择诊断明确的 FD 患者 80 例，按照随机平行对照的原则分为两组，每组各 40 例。治疗组

采用中医中药辩证分型治疗，对照组给予多潘立酮治疗。疗程 4 周，对比 2 组疗效。 

结果  治疗组有效率 95.0% ，对照组有效率 65.0%，  治疗组的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

 ）,两组患者经治疗后痞满、嗳气、纳呆等症状积分较治疗前均有下降（P<0.05），但治疗组的症

状积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中医辨证分型治疗 FD 能够迅速改善临床症状，恢复胃动力，疗效明显优于多潘立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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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0 

社区慢性病管理探讨 

 
王金芳 

幸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280 

 

目的  探讨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的 65 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管理方法。 

方法  针对社区 65 岁老人慢性病患者疾病全程进行动态监测，并实施相应管理措施。 

结果  社区卫生服务在预防和管理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结论  按组织管理、操作技术、督导监管、信息收集等各流程进行操作，能确保慢性病管理工作的

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提高患者疾病控制率，进而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慢性病管理工作

细微而繁琐,需要社区医务人员长期努力付出,我们唯有不断思考、总结、学习、完善,在实践中培养

技能、探索经验,寻求最有效的管理模式,实施最科学的管理方法。 

 
 
PU-131 

浅谈老年人的合理用药的研究 

 
周兰兰 

天津市滨海新区新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455 

 

目的  关注老年人的生理、病理情况，促进老年人的合理用药。  

方法  从老年人药动学和药效学特点讨论老年人生理功能的变化和用药安全性。  

结论  老年人处于特殊的生理、病理时期，会影响药动学特点与药效学变化，因此需要特别关注老

年人群特点，制定老年人用药原则，促进合理用药。 老年人处于特殊生理与病例时期，各种基础

疾病可能导致某些重要功能发生改变。正是由于老年人群的特殊生理与病理状态，将影响药物药动

学特点与药效学变化，导致药物相对超量或药效改变，出现安全性下降，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增

高。 

 
 
PU-132 

北京市某社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现状分析 

 
赵星星 

1.北大医学部    2.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调查分析北京市海淀区某社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情况及康复情况，为更好促进社区重性

精神疾病患者管理、康复，提高社区居民精神卫生水平提供依据及参考。 

方法  通过查阅北京市精神卫生信息系统、访谈社区卫生服务站精神卫生防治负责人、与患者及患

者家属沟通等方法获取社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资料。 

结果   社区现有建档重性精神疾病患者 50 例，依据 2011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考核指标，

规范管理率为 82.0%（41 例），其中精神状态稳定率为 80.0%（40 例），所有患者危险评级均为

0-1 级，肇事肇祸起数 0；患者监护人构年龄≥60 岁的占 40.0%（20 例），18.0%(9 例)自评看护能

力不足；社会人际交往能力良好者少（2.4%），社区社会功能康复职能缺失。 

结论  社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建档率、精神状态稳定率、危险性评估满意，规范管理率较不满意。

社区社会功能康复职能、家庭护理待完善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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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3 

超重/肥胖中小学生的肝功能特点分析 

 
陈潮 

天台县人民医院 317200 

 

目的  探讨超重/肥胖中小学生的肝功能特点，为早期干预提供依据。 

方法 自愿参加肥胖相关知识培训的中小学生共 247 例，其中肥胖 136 例，超重 55 例，体型正常 5

6 例，除进行身高、体重、腰围、臀围、脂肪率、空腹血糖、血脂、尿酸、胰岛素及餐后血糖和胰

岛素测定外，常规行肝功能检查。 

结果  肥胖、超重、体型正常学生的 ALT 异常比例分别为 22.06％、1.86％、0.00％；AST 异常比

例分别为 12.50％、1.82％、1.79％；191 例超重/肥胖中小学生中，小学、初中、高中阶段学生的

肝功能异常的检出率分别为 14.75％、15.38％、19.23％；超重/肥胖男生、女生的肝功能异常检出

率分别为 19.12%和 9.09％。  

结论  超重/肥胖中小学生易并发肝功能异常，发病率与体型、学习阶段及性别有关。 

 
 
PU-134 

超重/肥胖中小学生的血生化指标、人体测量指标 

 
陈潮 

天台县人民医院 317200 

 

目的  探讨超重/肥胖中小学生的潜在并发症，为早期干预提供依据。     

方法  自愿参加肥胖相关知识培训的中小学生共 247 例，其中肥胖 136 例，超重 55 例，体型正常

56 例，全部进行身高、体重、腰围、臀围、脂肪率、空腹血糖、血脂、肝功能、尿酸、胰岛素及

餐后血糖和胰岛素测定，并行肺功能检查，对临床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136 例肥胖中小学生中高血压、血脂紊乱、糖代谢异常、肝功损害、高胰岛素血症、高尿酸

血症、肺功能异常的检出率分别为 10.3％、38.2％、25.7％、22.1％、52.2%、51.5%和 56.6％。 

结论  肥胖中小学生易并发高血压、血脂紊乱、糖代谢异常、脂肪肝、高尿酸血症、肺功能损害等

潜在并发症，中小学生肥胖症不容忽视，早期干预很有必要。 

 
 
PU-135 

以胸痛为表现的食管膈上憩室一例并文献复习 

 
李俊霞 1 姚弥 2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全科医学教研室、消化内科 

2.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全科医学科研究生（现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胸痛症状在临床中十分常见，而非心源性胸痛中食管源性胸痛居多，其中以胃食管反流病常见，但

食管憩室较为少见，因而容易被忽视。本文报道 1 例以胸痛为首发表现的食管膈上憩室患者的诊治

及随访经过，并结合文献进行复习，以提高临床医生对食管源性胸痛的认识。 

食管憩室是指与食管腔相通的囊状突起，可分为假性憩室和真性憩室，多数食管憩室是后天形成，

并常见于成年人[1]。假性憩室形成与食管内压力梯度的变化有关，使得食管粘膜经食管肌层薄弱区

突出。真性憩室与纵膈淋巴结结核等食管旁炎症粘连牵引所致。食管憩室又有 3 个好发部位：咽食

管憩室，食管中段憩室和膈上憩室[2]。其中膈上憩室多发生在距离膈上 10cm 左右的食管，最为少

见。目前认为，食管膈上憩室的形成原因与食管动力异常有关。膈上憩室常见症状为吞咽困难和未

消化食物反流[3]。现我们报道 1 例以胸痛为症状的食管膈上憩室的病例，并对相关文献进行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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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6 

以急性感染性腹泻为首发表现的溃疡性结肠炎一例 

 
李俊霞 1 邵靖岚 2 郑嘉堂 2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全科医学教研室、消化内科    2.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全科医学科研究生 

 

病历摘要：患者 男 23 岁 患者主因“间断腹痛、腹泻 8 天，鲜血便伴发热 3 天”入院。患者 8 天前进

食海鲜及烧烤类食品后出现腹痛，为脐周绞痛，阵发性加重，改变体位不缓解；腹泻，黄色不成形

便，不伴脓血便，伴里急后重感，每日便 10-30 次，量 50-100ml 不等，便后腹痛可缓解；伴恶

心、呕吐，后出现鲜血便，伴发热，未予药物治疗。5 天前就诊于我院急诊，查血常规示：WBC 

14.53*10^9/L，NE 78.7%；便常规示 WBC 25 个/HP，RBC 40 个/HP，考虑诊断为急性细菌性痢

疾，且寄生虫感染不除外，完善便病原学检查，暂予黄连素、整肠生、培菲康、利复星治疗，症状

仍无好转，将治疗调整为甲硝唑、头孢替安抗感染及补液治疗。4 天前患者转入我院抗感染科住院

治疗，查血常规示 WBC11.49*10^9/L，HGB 176g/L，NE 76.3%，PLT 233*10^9/L，PCT 2.35ng

/ml，CRP 15.9mg/L，ESR 6mm/h，给予拜复乐、泰能抗感染及整肠生、黄连素治疗，完善腹部

CT 示全结肠及回肠末端弥漫增厚，余未见异常；普外科会诊建议禁食水、补液治疗，可在灌肠后

行结肠镜检查；消化科会诊示患者起病急，腹痛、腹泻，发热，抗感染后稍好转，考虑感染性腹泻

可能大、炎症性肠病合并感染？，予美沙拉嗪抗炎治疗，并将抗生素调整为美平、甲硝唑抗感染、

补液支持治疗 1 天后转入消化科。行肠镜检查可见肠粘膜广泛弥漫充血、水肿，密布细小糜烂，附

大量白色黏液。肠镜诊断：溃疡性结肠炎？临床诊断：溃疡性结肠炎 

直乙结肠型 初发型 中毒活动期。治疗：抗生素保驾下予琥珀酸氢考 200mg Bid ivgtt *6 天后调整为

强的松 40mg 早、20mg 晚至今（诱导缓解期），应用激素 1 天后患者腹痛、腹泻即明显好转，2

天后大便逐渐成形，每日 1 次。2012-09-14 复查肠镜降、乙状结肠粘膜血管网模糊，直肠粘膜可

见少许充血、糜烂灶，血管网不清。随诊：建议患者避免进食辛辣、刺激、油腻食物，定时定量饮

食；定期复查肝肾功能、电解质等，继续服用强的松治疗，消化科炎症性肠病门诊随诊，根据病情

定期调整激素剂量，病情稳定后改用 5-ASA 长期维持缓解治疗。 

 
  
PU-137 

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外周血 CD14dimCD16+单核细胞 

及 IL-13 水平变化与心功能之间的关系研究 

 
周熙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崇明分院 202150 

 

目的  研究老年慢性心力衰竭（CHF）患者外周血 CD14dimCD16+单核细胞数和血清白介素 IL-13

（IL-13）的水平及其与心功能之间的关系。  

方法  选取 42 例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为观察组，另选 25 例健康老年人为对照组，采用流式细胞

术检测外周血单核细胞 CD14dimCD16+表达，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血清 IL-13 水平

变化，同时采用超声心动图测定左心室的射血分数(LVEF)和舒张末期内径（LVEDD）。   

结果  老年 CHF 组 CD14dimCD16+单核细胞数高于健康对照组(P<0.05)，与 IL-13 水平呈正相关

（r =0.54, P<0.05）,随着心功能的恶化 CD14dimCD16+单核细胞数与 IL-13 水平逐渐升高(P<0.0

5),两者水平与 LVEF 呈负相关（r =－0.56, r =－0.45,P<0.05）。 

结论  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体内可能存在单核细胞功能异常，CD14dimCD16+水平和血清 IL-13

浓度有望成为反映心衰严重程度再分层的一种新型生物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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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38 

畲药刺瓜液防治放射性皮炎的效果观察及护理 

 
张冬英 鄢连和 陈勇 陈玲玲 樊慧红 何潇 周丽妙 

丽水市人民医院 323000 

 

目的   观察畲药刺瓜液用于防治肿瘤患者放射性皮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本院放疗科 2014 年 7 月~2016 年 6 月收治的 120 例接受放射治疗的恶性肿瘤患者按入院

顺序随机分为观察组 60 例和对照组 60 例。观察组在放疗开始时即给予照射野皮肤畲药刺瓜液涂

擦，对照组只进行常规皮肤护理指导。观察两组患者首次放射性皮炎发生的时间、累积辐射剂量与

皮炎程度。 

结果  两组患者放射性皮炎发生的情况比较，观察组无皮炎发生或皮炎发生的程度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1), 观察组发生各级皮炎的平均累积辐射剂量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结论  畲药刺瓜液能有效防治肿瘤患者放射性皮炎，保证了患者放疗的顺利实施。 

 
 
PU-139 

放射治疗并发放射性皮炎防治的研究进展 

 
张冬英 1,2 陈玲玲 1 樊慧红 1 鄢连和 1,2,3 

1.丽水市人民医院    2.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3.丽水市畲族医药研究所 

 

放射治疗是治疗恶性肿瘤的主要治疗手段之一，放射治疗会引起照射部位放射性皮炎，这是肿瘤放

疗中最常见的并发症，严重者可使治疗中断。本文将对近年来的防治方法及进展作一综述，并将本

院放疗科使用的畲药刺瓜液推广。 

 
 
PU-140 

血压变异性的研究进展 

 
戈园园 

嘉定区马陆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801 

 

血压变异性是特定时间内血压波动的程度，是体内神经内分泌系统进行动态调节和综合平衡的结

果，目前逐渐受到临床医生的重视。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血压变异性与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和发展

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成为比平均血压值更为可靠的心脑血管风险预测指标。本文将对血压变异性

的研究进展作一个阐述。 

 
 
PU-141 

胰岛素调节血糖控制卡尺的设计及应用 

 
黄劼 徐小琴 

嘉兴市第一医院 314000 

 

血糖的异常升高与降低是急危重患者常见的病理现象，是急危重症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

合理的血糖监测与控制方法是急危重症患者整体治疗中的重要环节。美国重症医学会（SCCM）在

2012 年发布了《胰岛素输注治疗重症患者高血糖指南》，并建议将血糖水平绝对控制在 180mg/dl

以下，并避免低于 70mg/dl，并提供了初步的血糖控制方法。国内现无相关指南，但急危重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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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血糖控制问题正越来越被重视。急危重症患者血糖的控制方式主要采用注射泵胰岛素静脉推注的

方法，血糖监测及胰岛素用量的调节目前主要依据医护人员的经验，但由于工作经验的差距，对胰

岛素用量无无统一的调节标准，这造成了危重症患者血糖的较高变异度。我们在现有血糖控制方法

基础上，改进一种统一规范的程序化血糖控制方式，避免经验因素的不确定性，并以血糖控制卡尺

等方式对其用进行简化方便临床使用，避免繁琐的计算。 

 
 
PU-142 

我国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现况与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 

 
虞泽星 

浦东花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204 

 

近几十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生活习惯与行为方式发生转变，

同时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深。各类慢性疾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逐年增高，2010 年我国

因慢性疾病死亡的比例占总病死率的 85%。本文概况了我国慢性病防控现况，并重点针对影响因

素进行了综合分析，包括不可控因素（遗传、年龄、性别）、可控因素（生活方式与行为习惯、健

康意识与受教育程度、生态环境与职业因素、婚姻状况与收入情况），以期能更合理与高效地开展

慢性病的预防和控制。 

 
 
PU-143 

全科团队模式下 2 型糖尿患者监测随访细节管理研究 

 
戴慧敏 1 寿涓 2 成园 1 杜兆辉 1 

1.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全科医学科 

 

目的  探讨全科团队服务模式在糖尿病患者监测随访细节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4 年 8 月－2015 年 2 月 240 例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每

组 120 例，对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糖尿病知识掌握情况、饮食行为、治疗依从性、自我监测行为及

空腹血糖（FBG）、餐后 2 h 血糖（2hPG）、糖化血红蛋白（HbA1c）、收缩压（SBP）、舒张

压（DBP）、总胆固醇（TC）水平进行比较。 

结果  干预组的糖尿病知识掌握情况良好率高于对照组，饮食行为及治疗依从性和自我监测行为较

佳率也均高于对照组，FBG、2hPG、HbA1c、SBP、DBP、TC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同时，干预组的规范化管理率也高于对照组。 

结论  全科团队服务模式在糖尿病患者监测随访细节管理中的应用效果较佳，可全面提升患者的疾

病知识掌握情况和相关行为，有效改善血糖等代谢指标。 

 
 
PU-144 

四川居民对全科医学新服务的认可度调查 

 
李霞 无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1041 

 

目的   调查四川省居民对个人电子健康档案及社区全科医生上门服务的认可度，探讨其认可与否的

原因及对策，为促进全科医学在电子健康档案及上门服务两方面的规范管理和有效使用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文献回顾法、实地调研法、小组谈论法等对目前国内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后，随机抽

取四川省 9 个城市，发放问卷进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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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次调研共回收有效问卷 269 份，有效率 81.52%。对于居民对建立个人电子健康档案的认

可度，不同性别、职业居民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对于居民对全科医生上门服务的认可度，不同性别、职业居民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不同年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31-40 年龄层人群对建立电子健康档案的认可度最高（P<0.05）；而老年人对社区医生上门

服务认可度最高（P<0.05）。 

 
 
PU-145 

替米沙坦联合丹蒌汤剂降压汤治疗高血压的临床观察 

 
邢晓辉 沈达 

宁波市鄞州区塘溪镇卫生院 315143 

 

目的  研究替米沙坦联合丹蒌汤剂降压汤的中西联合疗法在高血压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将我院 80 例高血压患者以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两组均为 40 例，均采取替米沙

坦口服治疗，观察组另配合丹蒌汤降压汤治疗，比较两组血压控制疗效、中医证候积分改善情况、

24h 收缩压及舒张压变化。 

结果  观察组血压疗效总有效率 87.50% VS 对照组 67.5%显著较高（P＜0.05），中医症候疗效总

有效率观察组为 95.00% VS 对照组 75.00%显著较高（P＜0.05）；观察组治疗后 24h 收缩压、24

h 舒张压分别为（118.34±5.03）mmHg、（72.30±5.03）mmHg VS 对照组（128.64±4.14）mmH

g、（76.64±4.20）mmHg 显著较低，白昼、夜晚舒张压及收缩压观察组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

05）；观察组与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0.00% VS 7.50%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替米沙坦联合丹蒌汤剂降压汤治疗高血压效果显著，可明显降低血压水平，且无明显不良反

应，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PU-146 

糖尿病社区管理 

 
陈艳秋 

天津市河东区中山门医院 300181 

 

糖尿病是由于胰岛素分泌缺陷或（和）其生物作用受损引起的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糖尿

病长期存在的高血糖导致各种并发症，特别是眼、肾、心脏、血管及周围神经病变的损害，糖尿病

并发症的发生不仅给患者带来身体及精神的损害而且也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糖尿病是终身伴随的

慢性疾病，治疗与康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2 型糖尿病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需要长期综合治

疗，社区医疗卫生工作人员与辖区内患者关系较为密切，可提供社区慢病患者的长期专业指导和疾

病的管理。下面就我辖区内 2 型糖尿病患者管理经验及不足与大家做一交流： 

1、糖尿病患者健康教育  

糖尿病的健康教育不同于传统的治疗活动，因 2 型糖尿病具有不可治愈的特征，患者心理层面形成

各种问题，需要强化心理干预，通过与患者交流消除负面情绪，使之树立治疗的信心，这样有助于

治疗方案的顺利开展，从而提高了患者的治疗效果。我中心通过健康讲座、小组讨论、一对一的个

体化指导、义诊、宣传资料发放等多种形式开展健康教育。对患者进行合理饮食、合理运动、药物

治疗指导、血糖监测、如何识别低血糖的发生及自救、胰岛素使用注意事项等进行宣讲，使辖区患

者的依从性有了很大的提高。教育不仅使患者的生活方式有所改善，而且对糖尿病患者的家庭内高

危人群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社区开展健康教育对于糖尿病的一级、二级、三级预防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 

2、签约服务 



2016 全科医学大会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第十四届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152 

 

我中心以为 400 余名 2 型糖尿患者进行了签约服务。通过签约服务患者得到的是一对一的服务，患

者的血糖控制的达标率有了大的提高，并发症的控制率上升，患者满意度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下

降。我们为签约患者提供团队服务模式，医生-患者-患教护士三人行模式对患者进行一对一的个体

化治疗，通过糖尿病综合管理即“五驾马车”的管理模式进行管理。 

3、双向转诊 

我中心已与第三中心医院建立了医联体模式，我们会对辖区内 2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不满意，并

发症较严重的患者通过建立的绿色通道转到三中心治疗，需要门诊治疗的直接治疗、需要住院的患

者优先给予住院治疗，直到患者病情稳定三中心医院会再转到我社区中心。通过我们的医联体服务

患者节省了挂号时间及等待床位的时间，疾病能得到及时的治疗。 

糖尿病患者的社区管理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1、强医务人员的培训及网络教育                            

今年市卫计委培养了 300 余名的“首席糖尿病医师”，建议也应培养我们的社区患教护士，让医生护

士建立团队服务模式为辖区内百姓服务，发挥社区优势，做好预防工作。目前我们能做的患者教育

基本都是老年患者，年轻患者需要加强网络教育，通过互联网使患者获得相关信息。 

2 医保支持 

签约服务还需医保的支持，建议对 2 型糖尿病的门特患者进行签约服务，这样对患者的治疗以及医

保基金的使用都会更合理。 

3、双向转诊 

 应建立双向转诊制度，建立转诊流程。建议三级医院的专家来社区就诊指导，提高社区医生的诊

治水平，使患者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到专家的治疗。 

4、加大新闻宣传 

目前我们社区有首席糖尿病医师，通过宣传使辖区百姓知道在家门口社区中心 2 型糖尿病患者就能

得到很好的治疗。目前我们社区药品目录增加对慢病患者在社区更好管理。 

糖尿病的防治关键做好三级预防，做好社区综合管理至关重要。建立医联体模式将三级医院的卫生

资源与社区的卫生资源相结合，以社区的全科医师为主要力量，向糖尿病患者提供长期的社区卫生

服务和治疗管理，可以有效的改善社区 2 型糖尿病患者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 

 
 
PU-147 

家庭医生管理模式下高龄高血压患者治疗分析 

 
马俊达 

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801 

 

高龄高血压患者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率高、危害性大，高龄高血压患者诊治已逐渐形成共识，而

经长期规范治疗，血压达标持续偏低（≤110/70mmHg）的高龄高血压患者的治疗目前是心血管领

域的重点兼薄弱环节。 

 
 
PU-148 

骨质疏松与动脉硬化相关机制的研究进展 

 
郝洁 

宁波市江东区白鹤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30222 

 

动脉粥样硬化和骨质疏松是常见的老年性疾病，两者的发病率都随着年龄增加而明显呈上升趋势，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二者之间存在共同的机制。近年来，有许多相关研究，并提出了骨-血管轴的

概念，即骨质疏松和血管钙化，研究的热点机制包括 OPG/RANK/RANKL 系统，BMP、VEGF、O

PCs、骨血流灌注，以及氧化应激，炎症反应，自由基、脂质氧化等。研究它们共同的发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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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两种疾病的治疗和预防有着重要的意义。 

 
 
PU-149 

当前居家养老中老年人的健康管理问题 

 
谢聪儿 

宁波市江东区白鹤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15040 

 

居家养老在养老服务中处于基础地位，而在居家养老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就是健康管理的问题。健康

管理是指对个体和群体的健康进行全面监测、分析、评估、提供健康咨询和指导以及对健康危险因

素进行干预的全过程。其宗旨是调动个体、群体及整个社会的积极性，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来达

到最大的健康效果。健康管理的具体做法就是为个体和群体（包括政府）提供有针对性的科学健康

信息并创造条件采取行动来改善健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医学模式的转变，健康的概念已不单

单只是生理的健康，还包括心理健康和良好的社会功能。对老年人来说主要问题是慢性疾病的困扰

和家庭关系的和睦，子女的关心等造成的身心健康问题。如何有效地，科学地管理好这些问题，就

等于管理好了老年人的健康。  

   
 
PU-150 

智慧医疗结合居家养老——“智慧医养”新模式建设探索 

 
孙超婵 

宁波市江东区白鹤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15040 

 

目前，我国养老主要是有传统的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居家养老三种模式。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

家庭结构正不断向高龄化、小型化发展，使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减弱[1]，而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和人

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也使机构/社会养老资源的供给明显不足。这种形势下，发展居家养老服务

势在必行。 

 
 
PU-151 

宁波市居家养老社区卫生服务现状研究 

 
董萍萍 

宁波市江东区白鹤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15040 

 

宁波市老年人口格局的变化对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的医疗服务提出了新要求。本文通过对宁波市

医疗服务现状的分析，思考存在的问题，并且对如何改进宁波市社区医疗护理服务进行进一步思

考。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在我国“未富先老”背景下新出现的一种养老模式。广义是指给居住在家的

老年人提供以解决日常生活困难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化服务。针对社区医疗机构，是指让老人在熟悉

的居住环境下，沿袭原有的生活习惯，接受医疗专业化服务。它是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

的养老模式，需要积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组合成一个最符合老年人意愿、最有利于保持和加

强老年人自理能力、最切实可行、最有效的养老保障体系，是最经济最便捷最现实的养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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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2 

社区健康教育在社区的应用分析 

 
吴建宏 

鄞州区姜山镇中心卫生院 315191 

 

目的   探讨健康教育在社区慢性病患者中的应用疗效。 

方法 选择 2014 年 3 月到 2015 年 8 月 238 例社区慢性病病例，所有患者均接受健康教育。观察健

康教育前后患者慢性病健康知识的知晓率和健康行为形成率。 

结果 健康教育前，患者健康知识知晓率为 23.9%，健康行为形成率 14.7%；而健康教育后，患者

健康知识知晓率为 90.8%，健康行为形成率 84.9%；健康教育前后患者健康知识知晓率对比具有统

计学差异(X2=217.14,P<0.01)，健康行为形成率对比具有统计学差异(X2=234.37,P<0.01)。 

结论 健康教育能够提高社区人群对慢性病知识的认识程度，促进社区人群形成健康行为，值得推

广应用。 

慢性病是指不会构成传染而是经过长时间积累所造成疾病形态损害的一类疾病总称，尤以糖尿病、

高血压病、脑血管病等较常见，近年来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影响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多年的研究

表明，大部分的慢性疾病可以通过一些自觉积极行为来实施控制，改善病情。因此，对社区人群进

行一系列的健康教育，能够提升患者的保健意识，改变自身行为的危险因素，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从而能有效降低慢性病发生的概率。本文将探讨健康教育在社区慢性病患者的应用效果，现报

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4 年 3 月到 2015 年 8 月 238 例社区慢性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136 例，女 102 例，

年龄在 30-78 岁之间，平均(56.2±6.1)岁。其中慢性病中高血压患者有 98 例，糖尿病有 76 例，冠

心病有 60 例，其他 4 例。 

1.2 教育内容 

通过全方位的宣传教育，实行多种途径、多种方法的健康教育，其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1.2.1. 群体教育 

由医院专家牵头，每月月底定期在社区服务中心开展健康讲座详细地向患者介绍慢性病的发病原

因、各种危险因素、治疗方法以及基本保健常识等系统知识，义务为患者宣传并解答疑问。 

1.2.2.小组教育 

针对患者的个人病情差异，实行个体性指导。按照慢性病患者的年龄、身体状况、文化以及是否有

并发症等差异，对患者分成不同小组，分别接受不同程度的健康教育，弥补群体教育中不能顾及的

个体差异。 

1.2.3.宣传教育 

制定相关的宣传手册、宣传海报，广泛宣传慢性疾病的发病病因、各种危险因素、注意事项等，重

视慢性病的预防。同时紧跟时代的进步，通过外网、微博，微信公众平台、医讯通等新形式来宣传

慢性病，宣传方式走向网络化。 

1.2.4.药物指导 

如何规范用药是治疗慢性病的重要方面，应该指导患者按照医嘱服药，不能私自改变服药剂量、服

药时间，明确药物的种类、作用特点以及服药时间等，提高患者服药的准确性，缩短治疗时间。 

1.2.5.心理指导 

慢性病患者的治疗周期较长，患者容易有焦虑心理，因此要重视患者的心理指导，应耐心地聆听患

者的心声，详细地解答疑虑，开导患者，避免心理障碍的进一步恶化，促进病情的改善。 

1.2.6.组织交流会 

诚意地邀请密切配合治疗、病情恢复理想的患有同种病的患者以座谈会形式进行交流，介绍自身的

治疗经验、教训、感受等，使得患者获得直接的信息，这些信息容易被患者接受。同时，还能增进

病友间沟通与友谊。 

1.2.7.随访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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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做好患者病情登记，定期通过家庭随访、电话随访等方式来指导患者做相关的检查，讲解

针对病情的饮食、运动、保健、用药等知识，促进病情恢复，防止并发症的发生。提醒患者可以拨

打健康热线，随时获得免费的咨询服务。 

1.3 观察指标 

观察健康教育前后患者慢性病健康知识的知晓率和健康行为形成率。 

2. 结果  健康教育前，患者知晓慢性病健康知识的有 57 例，形成健康行为的有 35 例，健康知识知

晓率为 23.9%，健康行为形成率 14.7%；而健康教育后，患者知晓慢性病健康知识的有 216 例，

形成健康行为的有 202 例，健康知识知晓率为 90.8%，健康行为形成率 84.9%；健康教育前后健

康知识知晓率对比具有统计学差异(X2=217.14,P<0.01)，健康行为形成率对比具有统计学差异(X2=

234.37,P<0.01)。 

3.结论  慢性病是心脑血管病、慢性阻塞性肺病、糖尿病、高血压等作为代表的一类慢性非传染性

病。社区健康教育以社区人群作为服务的对象，以促进社区人群的全面健康作为目标，进行有计划

的、有组织的健康教育活动。健康教育是基层初级卫生保健的主要内容，是社区护理的重要工作。

社区健康教育能够加深患者对于慢性疾病的认识程度，充分了解疾病的发生与自身生活习惯息息相

关，通过掌握慢性病相关知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改变自身行为的危险因素，提高居民的自我

护理能力，能够有效降低慢性病的发生率，提高慢性病的治疗成功率；同时，还能够减少精神负

担、经济负担，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3-4]。本文中，患者经过健康教育后明显提高了健康知识

知晓率以及健康行为的形成率，值得推广应用。 

 
 
PU-153 

家庭医生责任制对社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的 

自我管理行为以及血糖控制的影响 

 
郭丽花 

公安边防部队总医院 518029 

 

目的  探讨家庭医生责任制管理对社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的自我管理行为以及血糖控制的影

响。 

方法 选取 2015 年 7 月在深圳市银湖社康中心进行年度周期性体检中筛查的非增殖期糖尿病视网膜

病变患者 50 例，随机分组，干预组采用家庭医生责任制管理，对照组采用常规糖尿病管理，时间

1 年；干预前、后分别进行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问卷调查以及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测定，

并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干预结束，自我管理行为良好率干预组为 60.0%,对照组为 32.0%，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2=3.945,P=0.047）；空腹血糖以及糖化血红蛋白达标率干预组为 64.0%和 60.0%，对照组为 3

2.0%和 28.0%，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c2=5.128,P=0.024；c2=5.195,P=0.023）；眼底糖尿

病视网膜病变干预组 I 期 11 例，II 期 11 例，III 期 3 例，对照组 I 期 8 例，II 期 13 例，III 期 4 例；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2=0.783,P=0.676）。 

结论 实施家庭医生责任制管理可以有效地提高社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的自我管理水平和血糖

控制达标率，有助于缓解病情。 

 
 
PU-154 

糖尿病知信行量表在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中的应用和效果评价 

 
李舒宇、杨华（通讯） 祝墡珠 金玲 陈章燕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提要  知信行模式广泛应用于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过程，通过对患者进行教育，使其获得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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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糖尿病相关知识，引导其对血糖控制的积极态度，进而产生并且坚持控制血糖信念，最终帮助

糖尿病人群通过合理饮食、形成运动习惯、加强血糖自我测量、正确用药等行为的改变，来较好控

制血糖，降低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提高生命质量。本文从糖尿病知识、态度、自我管理行为三类

量表的应用和效果评价角度进行综述。 

 
 
PU-155 

结肠内镜对大肠隆起性病变患者的诊断价值 

 
郑浩 

丽水市人民医院 323000 

 

目的  探讨结肠内镜对大肠隆起性病变患者的诊断价值。 

方法  对 96 例 CML 患者进行结肠内镜检查及 X 线钡剂造影检查。 

结果  结肠内镜对大肠隆起性病变的总诊断符合率为 95.7%，高于 X 线钡剂造影检查（68.8%）

（X2=12.08,P<0.05）;对粘膜下肿瘤诊断符合率为 100%，明显高于 X 线钡剂造影检查（27.3%）

（X2=12.57,P<0.05）；对于结肠癌、结肠息肉及炎性病灶的诊断率（87.5%、100%、81.8%）与

X 线钡剂造影检查无明显差异（75%、93%、81%）（X2=0.615、1.03、0.121,P>0.05）。 

结论  结肠镜对大肠隆起性病变的诊断与鉴别有较大价值，是诊断粘膜下肿瘤最佳方法。 

 
PU-156 

血脂与代谢综合征相关性的临床研究 

 
蓝翔 

丽水市人民医院 323000 

 

目的   探讨三酰甘油(TG)和高密度脂蛋白(HDL-C)与代谢综合征（metabolic syndrome,MS）各代

谢组分的相关性，为 MS 的临床防治提供指导。 

方法  选取 135 例符合国际糖尿病联盟(IDF)标准的 MS 女性患者，测量患者的腰围、舒张压(DBP)

和收缩压(DBP)，检测 TG、HDL-C、空腹血糖(FPG)生化指标。采用四分位法分别将 TG 和 HDL-

C 划分为 q1、q2、q3 和 q4 和 p1、p2、p3 和 p4 四个区间，比较各个区间之间的代谢组分的差

异。 

结果  TG 的 q1、q2、q3 和 q4 的四个区间的浓度范围分别为 1.22~1.68 mmol/L、>1.68~1.91 mm

ol/L、>1.91~2.22 mmol/L 和>2.22~3.45 mmol/L，四个区间的腰围、HDL-C、SBP、DBP 和 FPG

经秩和检验显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HDL-C 的 p1、p2、p3 和 p4 的四个区间的浓度范

围分别为 0.86~1.18 mmol/L、>1.18~1.26 mmol/L、>1.26~1.43 mmol/L 和>1.43~1.71 mmol/L，

四个区间的腰围、TG、SBP、DBP 和 FPG 经秩和检验显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HDL-C

与腰围、SBP、DBP、FPG 呈负相关(P<0.05)，TG 与腰围、SBP、DBP、FPG 呈正相关(P<0.0

5)。 

结论  TG 和 HDL-C 异常是导致 MS 的主要病因，MS 的各代谢组分与 TG 和 HDL-C 密切相关，这

提示 MS 各组分共同防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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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57 

高血压病患者同型半胱氨酸与缺血性心脑血管病的相关性调查 

 
罗伟俊 蓝翔 雷李美 

丽水市人民医院 323000 

 

目的   探讨高血压病患者同型半胱氨酸与缺血性心脑血管病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调查 2009 年１月～2015 年 10 月在我院心内科住院的 612 例高血压病患者血浆 HCY

及缺血性心脑血管病（脑梗死，腔隙性脑梗死，冠心病，心肌梗死）的相关性数据，并进行分析。 

结果  612 例 EH 患者中，Ｈ型高血压患者为 497 例（81.2%），血 HCY 升高患者为 275 例（44.

9%）。327 例男性患者平均 HCY 水平显著高于 285 例女性组（P<0.01）。患者年龄与 HCY 水平

成显著正相关（P<0.01）,收缩压和舒张压与 HCY 水平无相关性意义（P=0.185，P=0.193）。22

1 例合并冠心病组 HCY 水平显著高于 391 例无冠心病组（P<0.001）；49 例合并心肌梗死组 HCY

水平显著高于 563 例无心肌梗死组（P<0.001）。332 例合并腔隙性脑梗死组 HCY 水平与 280 例

无腔隙性脑梗死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0.686）；126 例合并脑梗死组 HCY 水平与 486 例无脑梗

死组间也无统计学差异（P=0.061）。 

结论  血将 HCY 与缺血性心脑血管病相关，合并缺血性心血管疾病血浆 HCY 显著高于未合并者，

而合并缺血性脑血管疾病血浆 HCY 与未合并者无统计学差异。 

 
 
PU-158 

中西结合治疗老年下肢水肿的临床疗效观察 

 
傅晓辉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610031 

 

目的  观察采取中西结合方法治疗老年静脉回流障碍所致下肢水肿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 2012 年 1 月到 2014 年 10 月在我院门诊.住院的老年单侧下肢水肿患者 40 例，随机分为

两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实验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丹红注射液静脉滴注 10 天，治疗 1 月后

观察水肿缓解情况。 

结果  采用中西结合治疗的实验组，水肿消除、缓解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间人数.年龄.并发症及水肿程度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采用活血化瘀的中西结合治疗方法，能更快的消除静脉回流障碍患者所致水肿症状。 

 
 
PU-159 

动态血糖监测系统的临床应用进展 

 
郎玉坤 1,2 邓宏艳 1,2 吴浩 1,3 

1.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2.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北京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糖尿病是常见的慢性病，近年来其患病率和患者数量急剧上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已经给人类健康

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担。动态血糖监测系统(continous glucosemonitor systerm CGMS) 作

为一项新型血糖监测技术，其弥补了间断单点采血不能全面反映全天血糖变化的不足,通过提供连

续血糖图像反应全天血糖波动情况,不仅能够发现隐匿的低血糖和(或)高血糖事件,还能有助于进一

步认识血糖波动变化的特征,以指导制定临床个性化治疗方案。以下就 CGMS 在糖尿病患者中的应

用进展作一综述。 

一、CGMS 的推荐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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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MS 尤为适用于以下糖尿病患者：1、1 型糖尿病血糖未达标和( 或) 虽有自我血糖监测(SMBG) 

但血糖波动仍较大者;2、由于害怕低血糖而刻意保持较高的血糖水平者; 3、2 型糖尿病在开始治疗

或改用其他治疗方案前，可使用 CGMS 以了解自身病情者; 4、无症状性低血糖或频繁出现严重低

血糖的患者。随着 CGMS 技术的推广，CGMS 应用范围也不断扩大，总言之，其适用于几乎所有

糖尿病以及伴有血糖变化的其他内分泌代谢病( 如胰岛素瘤) 患者。 

二、CGMS 的应用 

2.1 了解血糖整体情况 

应用 CGMS 得到的血糖分析图和统计资料，能详细地提供患者各种日常活动对血糖的影响，特别

是每餐前后血糖变化的情况。Brynes 等研究低升糖指数饮食对健康人血糖影响，分别于应用该饮

食前后 1 周佩戴 CGMS 监测血糖，结果空腹血糖、平均血糖、血糖 24h 曲线下面积均明显降低。

可见，简单的饮食改变就能够对血糖控制产生积极的影响。 

2.2  CGMS 在 1 型糖尿病患者中的应用 

糖尿病的治疗效果要靠监测血糖情况进行评估，医患双方随时知晓患者血糖情况，有助于互相配合

调整治疗，获得更好的效果。AymanA 等选取 56 例应用胰岛素治疗的 1 型糖尿病患者，应用动态

血糖监测仪 5 天，根据动态学探检测结果给予患者药物调整和个体化的饮食运动指导，3 月后再次

应用动态血糖监测仪进行 5 天的监测，发现糖化血红蛋白较基线明显下降，低血糖发生时间较基线

明显减少。另一项 Milena Jamio?kowska 等选取 40 例长期使用胰岛素泵的 1 型糖尿病患者，应用

实时动态血糖监测仪对其进行监测血糖，并根据血糖的情况调节胰岛素量，并给予个体化的饮食、

运动指导，3 月后发现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较基线明显下降，并通过超声发现患者的内皮功能也较

前改善。 

2.3 识别无症状性低血糖及高血糖 

糖尿病的治疗目标是血糖达标，吕方等[8]在对 48 例确诊的 2 型糖尿病患者中 17 例采用实时动态

血糖监测，31 例采用回顾性动态血糖监测，研究发现：参加实时动态血糖监测患者第 3 天的平均

血糖、最大血糖波动幅度及高血糖时间均较第一天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故实时 CGMS

是促使血糖达标的有效手段。两种 CGMS 均可提高患者血糖控制达标率并检测无症状性低血糖，

其中实时 CGMS 更有利于及时调整血糖。 

2.4 在 2 型糖尿病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并非单纯药物可以解决。需要对患者的饮食、运动、药物、教育、血糖监测等

方面进行干预。周玉兰等选 68 例患者，实验组用动态血糖监测系统对患者血糖变化进行监测，并

根据监测结果实施饮食干预，对照组给予末梢血糖监测及饮食干预。干预后实验组患者空腹血糖和

糖化血红蛋白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2.5 在糖尿病黎明现象及 somogyi 现象中的应用 

近年来,随着动态血糖监测技术逐步应用于临床,有效地提高了黎明现象与 somogy 现象的检出水平,

使黎明现象与 somogyi 现象的区分变得更加的容易、直观,使得患者的药物调整变得更方便，生活

方式指导更加有针对性。 

三、展望 

CGMS 技术应用于临床之后，为广大糖尿病患者带来了更全面的监测手段，为临床医师提供了更

广阔的视角，有助于了解患者的血糖波动，识别无症状性低血糖和高血糖，寻找影响血糖波动的因

素，帮助患者调整饮食结构及运动类型，帮助医生评估比较治疗方案的优劣，提高患者的依从性。 

 
 
PU-160 

胃肠道息肉为特征的 Cronkhite-Canada 综合征临床分析 

 
花秀梅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归纳总结 Cronkhite-Canada 综合征（CCS）的病例特点，为临床诊治提供指导。 

方法 结合我院 2006-2015 年收治的 3 例 CCS 患者，通过检索中国知网（CNKI）、中国期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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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FD）及维普医药信息资源系统（VMIS）等数据库检索 1985 以来国内报道的 65 例 CCS 患者

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共检索到 CCS 患者 68 例，临床表现以胃肠道多发性息肉、外胚层变化为主，27 例患者接受

激素为主的治疗，14 例患者接受内镜下手术为主的治疗，绝大多数患者有不同程度缓解，但易复

发，4 例患者出现恶变。26 例有随访记录的患者中，死亡患者有 9 例（34.6%），其中 5 例（19.

2%）在确诊后 1 年内死亡，死亡原因多为感染、营养不良等。 

结论  CCS 目前仍很罕见，国内外暂无特异性治疗方案，内镜下息肉摘除术及激素治疗可缓解症

状。本病预后不佳，半数患者在确诊后 2 年内死亡。 

 
 
PU-161 

反复酮症患者全科医师反思 

 
张雅芝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糖尿病是全科医师极为熟悉的慢性病之一，而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iabetic ketoacidosis, DK

A，以下简称“酮症”)是糖尿病常见急症，据我院报道糖尿病患者中酮症发生率为 21.4%，而基层医

院病死率高达 10%。掌握酮症病人的疾病特点、诱发因素，加强对糖尿病病人的管理是全科医师

的必备技能，从而在基层降低酮症的发生率和死亡率。 

方法  本文对 1 例临床反复酮症患者临床资料及既往诊疗方案、患者依从性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并

对相应文献进行学习。 

结果  本文报道 1 例青年男性，有 4 年糖尿病史，以酮症起病（尿 KET 7.8mmol/L,葡萄糖 55mmol/

L；血 FBG 14.57mmol/L；HbA1c 12.8%），予静脉胰岛素降糖、补液、抑酸后症状缓解。多次在

症状改善后自行停药，后反复出现酮症。此次出现消化道感染后酮症再发入院，入院后予以制定合

适的降糖方案，同时加强宣教，指导饮食、药物的控制，定期随访。 

结论  DKA 是糖尿病最严重的急性并发症之一，病情进展迅速。感染和胰岛素治疗中断或不充分是

最常见的诱发事件，减少诱因可有效减少 DKA 的发生。全科医生在管理糖尿病患者时，要加强 DK

A 诱因的宣教，尤其对酮症高发人群，指导如何避免诱因及 DKA 发生的症状表现，指导患者相关

症状出现尽快诊治，酮症缓解后加强对该类病人的随访。识别酮症病人的疾病特点，避免高危人群

酮症发是全科医师的职责，亦是基层医疗的魅力和价值所在。 

 
 
PU-162 

抗血小板药在心脑血管病中的临床应用 

 
关春丽 1 陈东晖 1 张爱东 2 郝晓宁 3 栗连辉 1 

1.龙华新区中心医院    2.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宝安区人民医院 

 

抗血小板治疗是冠心病、心房颤动、缺血性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治疗措施之一。近年来，

随着抗栓领域基础及临床研究的逐步深入，出现了许多新型的抗血小板药物。本文通过对各种抗血

小板药物的作用机制及其临床应用进行综述，以期为血栓栓塞性疾病，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提供规

范化、个体化的抗血小板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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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3 

加强脑卒中管理，开辟惠民新思路 

 
朱艳 雷李美 曾和英 

丽水市人民医院 323000 

 

急性脑卒中是一组发展迅速、以局灶性神经功能缺失为共同特征的急性脑血管疾病，目前已成为严

重威胁中老年人健康的常见病。探讨加强对脑卒中患者病前，病中，病后的有效管理，降低患病

率，提高治愈率。  

急性脑卒中是一组发展迅速、以局灶性神经功能缺失为共同特征的急性脑血管疾病，目前已成为严

重威胁中老年人健康的常见病。探讨加强对脑卒中患者病前，病中，病后的有效管理，降低患病

率，提高治愈率，促进病后康复，提高患者生存质量，让最先进的医疗手段惠及到每位卒中患者。 

 
 
PU-164 

养宠物对有助于减少冠心病的发生 

 
谢智勇 王连生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目的  国外的很多报道发现养宠物对心血管疾病有益。本文旨在探究在中国人群中养宠物对冠心病

的影响。 

方法 我们调查了所有于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5 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接受冠脉

造影的病人。按入组标准排除后，最终入组 561 人。然后我们依据冠脉造影的结果把患者分成冠心

病组（n=378）和非冠心病组(n=183)。在造影之前，我们通过问卷的形式采集他们的个人信息及

养宠物情况。 

结果  经过多元回归校正了年龄、性别、身体质量指数、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吸烟、饮酒、

体力活动度、家族史和教育程度这些影响因素之后，我们发现养宠物有助于减少冠心病的发生(OR:

 0.504, 95%CI:0.310-0.819)。 同时，养狗的人患冠心病的风险更低 (OR: 0.420, 95% CI:0.242-0.7

28)，而养猫或者既养猫又养狗的人却没有明显的关系。而且随着养宠物年份的增长以及日常与宠

物相处时间的增加，发生冠心病的风险呈下降的趋势(P for trend=0.008 v.s. P for trend=0.001)。

另外，养宠物越早，发生冠心病的风险也越低 (P for trend=0.002)。 

结论  在中国人群中，养宠物，特别是养狗，有助于减少冠心病的发生。 

 
 
PU-165 

缺血性卒中二级预防的规范化药物治疗及最新进展 

 
闫浩平 

招远市人民医院 265400 

 

缺血性脑卒中二级预防的药物治疗包括使用抗血小板药物、他汀类药物、抗凝药物。大量研究证实

规范化的药物治疗可以提高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总体生存率，改善生命质量，降低再次发生缺血性

脑卒中的风险。本文重点介绍缺血性脑卒中二级预防的规范化药物治疗带来的益处及可能的不良反

应，以及这些药物的最新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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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66 

IGF-1 和 TGF-β1 与老年高血压早期肾损害 

尿微量白蛋白的相关性研究 

 
沈忠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高血压显著增加老年人发生靶器官损害的危险。目前认为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IGF-1）和转

化生长因子 β1（TGF-β1）与高血压及肾损害的发生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尿微量白蛋白（MAU）为

判断早期肾损伤的敏感标志物。本研究拟通过观察老年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血清 IGF-1 和 TGF-β1 与

血压水平及 MAU 的相关性，进一步明确两者在高血压及肾损害过程中的作用。 

方法  选择老年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120 例，其中 1 级 38 例，2 级 42 例，3 级 40 例。选择同期年

龄、性别相匹配的 80 例健康体检者为正常对照组。所有对象均采集临床病史，检测空腹血糖（FB

G）、总胆固醇（TC）、甘油三脂（TG）、低密度脂蛋白（LDL-C）、 高密度脂蛋白（HDL-

C）、尿素氮(BUN）、肌酐（SCr）等血生化指标；同时采用酶联免疫吸附（ELISA）双抗体夹心

法检测血清 IGF-1 和 TGF-β1，免疫比浊法测定尿白蛋白肌酐比值（UACR）。根据 UACR 将高血

压患者分为 2 组：UACR <30mg/g 为正常白蛋白尿组（46 例），UACR 30-299mg/g 为微量白蛋

白尿组（74 例）。 

结果  1.老年原发性高血压组与正常对照组相比，BUN 及 SCr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

UACR 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高血压组中，UACR 随着血压水平的升高而增

加，各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2.血清 IGF-1、TGF-β1 在老年高血压组均高于

正常对照组（P<0.05）。在高血压组中，IGF-1、TGF-β1 随着血压水平的升高也分别呈升高趋

势，各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3.在高血压不同 UACR 组的比较中发现，IGF-

1、TGF-β 随 UACR 的增加均呈上升趋势，两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4.相关性

分析表明 IGF-1、TGF-β1 与收缩压及舒张压均呈显著正相关，与 UACR 也呈显著正相关（P<0.0

1）。 

结论  1.老年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即使传统肾功能指标正常，但已存在一定的肾功能损害。2.老年原

发性高血压患者血清 IGF-1、TGF-β1 水平升高，并与收缩压、舒张压及 UACR 存在明显正相关，

两者可能参与了老年高血压及其肾损害的发生发展过程。 

 
 
PU-167 

 帕金森病患者社区综合治疗护理干预的效果研究 

 
葛许华 于德华 张含之 何娟媚 郭爱珍 马琳琳 金花 潘颖 

上海市同济大学附属杨浦医院 200090 

 

目的  通过由社区全科医师、全科护士、公共卫生医师等组建的社区居家帕金森病患者综合治疗护

理团队采取综合治疗护理干预措施来降低社区居家帕金森患者病情的恶化及并发症的发生，提高社

区居家帕金森病患者和家属生活质量。 

方法 随机选取社区 80 例 PD 患者，分为观察组（40 例）和对照组 40 例）两组，对照组由家人进

行照顾，并采取平时的治疗方法；观察组成立由社区全科医师、全科护士、公共卫生医师等组建的

社区居家帕金森病患者综合治疗护理团队采用以下综合治疗护理干预措施：(1)用药的指导；(2)日

常活动的治疗指导；（3）饮食治疗指导；（4）心理治疗；（5）言语障碍康复指导；（6）家居

环境改造及安全措施建立指导 ；（7） 功能煅炼；（8）健康教育；（9）排便的护理指导；（1

0）预防并发症等措施来对社区帕金森病人进行治疗护理综合干预。  

结果  1、生活质量采用 PD 统一评分量表(UPDRS)进行评分，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干预前 38.15，

干预后 36.28； 而对照组生活质量评分干预前 38.05，干预后 40.05。2、两组 PD 患者并发症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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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比较： 观察组并发症发生 11 率%， 而对照组为 25%；3、两组帕金森患者住院率的情况比

较：观察组住院率 12%， 而对照组为 31%；4、两组家庭照料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生活质量的

测定采用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干预前 197，干预后 230； 而对照组生活质

量评分干预前 198，干预后 200。  

结论  充分调动广大社区医师这支庞大队伍的积极性，发挥其优势，主动参与 PD 的治疗工作，利

于 PD 早期神经保护治疗及社区干预治疗；由受过培训的社区全科医师、全科护士、公共卫生医师

等组建社区居家帕金森病患者综合治疗护理团队，采取综合治疗护理干预措施来降低社区居家帕金

森患者病情的恶化及并发症的发生，提高社区居家帕金森病患者和家属生活质量。 

 
 
PU-168 

恶性肿瘤与血瘀证相关性及中药治疗对策的思考 

 
郑翔 

浙江省新华医院 310005 

 

恶性肿瘤主要表现为肿块、疼痛，常伴有血液高凝状态，从宏观及微观角度证明血瘀证是恶性肿瘤

存在的普遍征象。血瘀证证型复杂，不同阶段存在不同复合证型，对肿瘤的影响有不一致的实验结

果。中药活血化瘀法治疗肿瘤效果显著，但存在争议，通过辨证论治、分阶段治疗、充分了解肿瘤

和活血药物的特点，可提高疗效，避免不良影响。 

 
 
PU-169 

15 例急诊有机磷农药中毒漏诊误诊分析 

 
姚鉴 杨振伟 郭伟燕 

缙云县人民医院 321400 

 

目的  提高不典型急诊有机磷农药中毒的诊治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70 例有机磷农药中毒中漏诊误诊的 15 例抢救治疗经过。 

结果  15 例患者中 13 例经综合治疗后好转， 2 例因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漏诊误诊率为 8.82%。 

结论  但凡遇到原因不明的头痛、头晕、抽搐、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心慌、出汗、心律失

常、昏迷等病例，均应想到农药中毒的可能。特别是原因不明的昏迷患者 CHE 应常规筛查，要详

细追问病史，认真查体，特别是身体的隐秘部位，仔细观察瞳孔和检测血清胆碱酯酶变化，以防误

诊而延误抢救时机。 

 
 
PU-170 

从两例肿瘤患者转归探讨全科临床思维与决策 

 
考验 雷李美 蓝翔 郑浩 朱艳 

丽水市人民医院 323000 

 

全科医生在临床诊疗过程中，时常面临决策问题，而良好的临床思维则是正确制订临床决策的基

石。 

“全科医师胜任力模型”中强调全科医生应整体分析、综合处理、进行“以人为中心”的照顾。 

因此，全科医生在进行临床决策时应结合患者具体情况，全面分析，综合考虑。 

本文试通过列举临床工作中的实例，对全科医生临床思维和决策的原则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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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1 

 社区医师参与帕金森病患者早期诊断的效果研究 

 
葛许华 于德华 张含之 郭爱珍 何娟媚 马琳琳 潘颖 金花 

上海市同济大学附属杨浦医院 200090 

 

目的  通过由社区全科医师、全科护士、公共卫生医师等组建的社区居家帕金森病患者早期诊断团

队主动参与 PD 的早期筛查诊断工作来缩短 PD 的确诊时间，提高主动就诊率，减少误诊率。 

方法  随机选取社区 2012 年 1 月-2015 年 1 月就诊治疗的 59 例 PD 患者，平均年龄 73.5 岁。将 5

9 例患者分为观察组（29 例）和对照组（30 例）两组，所有 PD 患者经确诊均患有帕金森病。对

照组采取平时的就诊方法；观察组采用以下措施：(1)加强对社区社会群体特别是中老年人群有关

帕金森病临床知识的普及，使得疾病得到尽早诊治；(2)加强社区医师对帕金森病临床知识的学

习，加强对帕金森病临床症状的全面认识，减少误诊；(3)在社区医院开展帕金森病带教门诊及加

强双向转诊。研究 2 组社区帕金森患者从起病到确诊的时间，主动就诊率及误诊情况。 

结果  1.观察组社区帕金森患者从起病到确诊的时间为 1.2 年， 而对照组为 2.5 年，有明显差异。2.

帕金森病临床误诊分析 2.观察组 29 例社区帕金森患者中 22 例患者(75．86％)因影响生活而主动至

医院就诊，有 7 例帕金森病患者在就诊过程中的早期被误诊，误诊率为 24．14％，其中 4 例患者

存在多次误诊。而对照组 30 例社区帕金森患者中仅有 16 例患(53.33％)主动就诊，有 13 例早期被

误诊，误诊率为 43.33％，其中 7 例患者存在多次误诊。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帕金森病社区医师参与，在缩短确诊时间，提高主动就诊率，减少误诊率方面效果明显。 充

分调动广大社区医师这支庞大队伍的积极性，发挥其优势，主动参与 PD 的早期筛查诊断工作，利

于 PD 早期诊断及减少误诊，进行早期神经保护治疗及社区干预治疗； 

 
 
PU-172 

血府逐瘀汤加减治疗急性心肌梗死后心绞痛疗效分析 

 
蔡晓盛 吴洁如 

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325000 

 

目的  探讨血府逐瘀汤加减治疗急性心肌梗死后心绞痛疗效分析。 

方法 118 例急性心肌梗死后心绞痛患者按照随机分组法分为治疗组（n=59）和对照组（n=59）。

对照组仅采用西药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血府逐瘀汤加减治疗。两组疗程均为 2 周。对

比分析两组治疗前后心绞痛症状、心电图疗效、炎症细胞因子白介素 6（IL-6）和血脂水平变化及

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总有效率方面对比，治疗组心绞痛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心电图显著高于对照

组（P<0.05）；治疗组治疗后心绞痛发作次数显著少于同组治疗前及对照组治疗后（P<0.05），

持续时间显著短于同组治疗前及对照组治疗后（P<0.05）；治疗组 IL-6 经治疗后较对照组显著降

低；治疗组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治疗后显著低于同

组治疗前及对照组治疗后（P<0.05）；两组均未发现明显不良反应。 

结论  血府逐瘀汤加减治疗急性心肌梗死后心绞痛疗效显著，并可以明显降低 IL-6 及血脂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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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73 

分级诊疗制度下的 PCI 术后管理 

 
万力健 

宁波市海曙区白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15012 

 

急性冠脉综合征(acute coronary Disease, ACS)是冠心病的最为凶险的形式,其严重影响了人们的身

体健康。目前经皮冠脉介入治疗（PCI）对已成冠心病治疗的重要手段，术后管理越来越重要。随

着《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实施，围绕“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

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的形成，PCI 患者的术后管理必将回归社区，而术后管理措施使其避免术后

复发心肌缺血有重要意义。 

 
 
PU-174 

社区专病门诊综合干预绝经后妇女骨质疏松患者的临床研究 

 
zhoupeng 

枫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030 

 

本研究拟通过社区专病门诊综合干预绝经后妇女骨质疏松患者，并进行临床观察。选择枫林街道绝

经后骨质疏松患者 200 例随机分为研究组及对照组，两组均按照规范进行骨质疏松常规治疗，研究

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根据基线调查，每月 1 次（15-20 分钟）专病门诊综合干预，干预随访 24

个月，分别在入组时、干预 12 月、干预 24 月，对两组患者的骨密度、骨代谢、疼痛、骨质疏松症

认知、骨质疏松生活质量、跌倒风险等指标，评价专病门诊综合干预效果。 

通过研究，客观评价社区专病门诊综合干预对绝经后骨质疏松患者的临床疗效，最终形成一套实

用、经济、易推广的社区骨质疏松症社区规范诊疗管理方案，可向社区推广。 

 
 
PU-175 

CRRT 在百草枯中毒患者中的应用 

 
王辉 1 陈泽君 2 苏先旭 1 杨晓翠 1 

1.都江堰市人民医院    2.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3.都江堰市人民医院    4.都江堰市人民医院 

 

目的  总结 61 例重度百草枯中毒患者的治疗抢救与护理。 

方法  采用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和一般治疗相比较。 

结果  经治疗后，一般治疗组存活 10 例，死亡 21 例，存活率 32.3%；CRRT 治疗组存活 19 例，

死亡 11 例，存活率 63.3%。经统计学卡方检验，两组结果存在统计学差异，X2=5.903,P=0.015。 

结论  CRRT 治疗百草枯中毒有一定的效果。 

 
 
PU-176 

6 例原发性肝脏神经内分泌肿瘤并文献复习 

 
何娜  汤琪云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10029 

 

背景和目的  神经内分泌肿瘤（NENs）是相对少见的肿瘤，发病部位广泛，涉及消化道、肺、生殖

系统甚至鼻咽等，其中原发于肝脏的神经内分泌肿瘤（PHNENs）更为罕见。随着大家对该病认知

不断提升及实验室检测、影像学、组织学诊断技术的提高，该病发病率快速上升，甚至在最近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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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超过了其他恶性肿瘤。肝脏是 NENs 的常见转移部位，诊断肝脏原发神经内分泌肿瘤需要排除

其它转移性肿瘤的可能性，这给肝脏神经内分泌肿瘤的诊断带来极大困难，医务工作者对该病的治

疗经验也相对缺乏。本文目的是结合我院 6 例 PHNENs 探讨原发性肝脏神经内分泌肿瘤的临床特

点和诊断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性分析江苏省人民医院 2010-2016 年 6 例经病理诊断为肝脏神经内分泌肿瘤的病人的临

床资料，包括人口统计学资料、实验室检查、肿瘤的特征组织和病理学特点。 

结果  6 例肝脏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中，中位年龄是 50.5 岁（30~62 岁），其中 4 例是女性（66.

7%）。肿瘤位于肝右叶的 4 例，左右叶均累及的为 2 例。接受单纯手术切除治疗的 3 例，仅行剖

腹探查的 1 例，接受经皮肝穿刺肝动脉介入化疗栓塞（TACE）的 1 例，接受微波消融术的 1 例。

6 例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是 11 个月（4~27 个月），2 例存活，4 例死于肿瘤复发。 

结论  诊断原发性肝脏神经内分泌肿瘤主要依赖肝脏活检的病理学结果，还需要通过各项检查排除

肝外肿瘤转移的可能性。手术治疗为唯一可治愈该病的手段，应作为首选的治疗方法，其余治疗包

括化疗、TACE、射频消融等，但疗效均较差。 

 
 
PU-177 

推进全科医学发展是慢性疾病预防医学中一级预防的基础 

 
柏建安 1，陆欣桐 2，汤琪云 2 

1.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近年来，我国乃至全世界慢性病在疾病谱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据统计，心脑血管病、 糖尿 

病、 肿瘤等慢性病的死亡率占全世界所有死亡原因的 1/4 以上，慢性疾病的所造成的病人本身及家

庭、社会的精神压力、经济负担已经成为困扰我们国家人文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在 2010 年

仅中晚期肿瘤的治疗一项已经耗费了国家医保支出 131.5 亿元，成为“灾难性医疗支出”，而早期发

现无疑是这类慢性疾病治疗的重中之重。我们知道，作为医学生必修课之一的问诊及体格检查是基

础，同时，这两个基本功也是早期发现慢性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尤其是恶性肿瘤性疾病的关键。

这就需要一批熟练掌握医学基本技能并熟悉众多常见病、罕见病的全科医生，在西方国家亦称为

“家庭医学”“通科医学”。本文的目的即在于探讨全科医学工作在预防医学中疾病一级预防中的重要

作用。我们在中国知网中分别搜索“全科医学”“预防医学”两个关键词，发现 25 万余篇全科医学相关

文献与 210 万余篇预防医学相关文献，却罕有文章将二者重要性结合讨论。本文分别探讨全科医学

的发展历史及重要性、全科医生的工作重心、预防医学工作的重心以及二者结合的契合点。我们推

断，如果高素质全科医学医务工作者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所长，并合理利用目前的资源，建立慢性疾

病患者高危人群库及患者库，给予合适的建议及早期干预，将会把一大批慢性疾病在发病早期阻

断，从而大大减少了其发展到不可收拾的机会，降低医疗成本，为患者及家庭带来福音。 

 
 
PU-178 

老年慢病防治与健康中国 

 
李东文 

解放军第 463 医院干部病房 110042 

 

老年慢病防治与健康中国 

1.我国慢病防控形势严峻 

2.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容乐观 

3.慢病防控面临的难题 

4.健康中国理念的提出 

5.老年慢病防控从何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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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健康干预，将慢性病防治关口前移。需要我们全民参与，建立以个人健康为核心、管理信息为

纽带的网络模式在社区老年慢性病健康管理工作中的应用，增强患者与医务人员的互动，实现疾病

的早期检测和预防，降低慢性病患者的治疗成本。加强政策性管理及信息技术应用，加强医生自身

素质，提高慢病管理水平，提高工作效率、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拓展卫生服务功能和信息化建

设，始终贯彻“健康中国”理念 

 
 
PU-179 

各年龄居民生活习惯分布的对应分析 

 
桑苗苗 徐凯威 李梅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204 

 

目的  探讨各年龄居民生活习惯分布，为疾病的防控提供基础信息。 

方法  用对应分析对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社区慢性病监测队列研究人群的生活习惯在各年龄段的分

布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  从对应分析的因子负荷图中可以看出年龄段与运动量、肥胖、睡眠质量有关联（P<0.05）。 

结论 为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应提高低龄人群的运动量，控制高龄人群的肥胖，关注高龄人群的

睡眠障碍。 

 
 
PU-180 

急、慢性心力衰竭诊断、治疗及管理进展 

 
卫洋洋 刘海蛟 王晓琴 

上海市徐汇区枫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030 

 

如何有效降低急、慢性心力刷衰竭患者的死亡率，是全球心血管病专家一直致力于研究的领域。依

据近期的大型临床试验，国内外不断更新急、慢性心力衰竭诊断、治疗及管理指南以便更好的指导

临床工作。2016 年 5 月欧洲心脏病学会(ESC)公布的《急、慢性心力衰竭的诊断与治疗指南》有很

多新的亮点，例如心力衰竭的断标准、治疗以及全面管理等等。本文通过简析上述最新治疗指南来

概述急慢性心力衰竭的诊断治疗新进展。 

 
 
PU-181 

红牌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辖区居民高血压静息 

心率现况对慢性病管理的启示 

 
张玲 童柏铭 

成都市武侯区红牌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10041 

 

目的  分析红牌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辖区内高血压及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患者的静息心率

和使用 β 受体阻滞剂的现状，为今后慢性病的管理提供方向。 

方法  本次调查对象为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2 月在我中心诊治的已建立专案、实行社区规范化管

理的高血压病人。本次共调查 506 例患者，本次调查的高血压患者 216 人，其中单纯高血压患者 1

69 人，高血压伴冠心病患者 47 人，高血压伴糖尿病患者 300 人未纳入本次分析。 

结果  红牌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高血压患者的平均心率为 71.52 次/min，其中单纯高血压患者平均

心率（71.70±6.96），高血压伴冠心病患者平均心率（70.85±7.17）。男性心率（72.52±7.29）稍

高于女性（70.63±6.6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高年龄组（60-69、70-79、≥80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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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组）舒张压低于＜60 岁的高血压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高血压伴冠心病患

者的舒张压低于单纯高血压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高血压患者心率的主要分布

区间在 60-69 次/min，单纯高血压患者心率≥80 次/min 比例为 14.20%，高血压伴冠心病患者心率≥

60 次/min 比例为 100%。高血压人群中 β 受体阻滞剂使用率为 38.43%。 

结论  本次调查红牌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辖区内高血压患者心率偏快，依据高血压指南中目标心率

的标准，单纯高血压患者、合并冠心病的高血压患者的心率均控制不满意，β 受体阻滞剂在高血压

患者中的使用欠充分。通过本次调查得出在今后高血压患者的健康管理中，应一方面加强对血压，

尤其是舒张压的控制，另一方面加强对心率的管理，提高 β 受体阻滞剂的使用率。 

 
 
PU-182 

房颤社区管理的相关进展 

 
叶莎莎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全科基地 200032 

 

目的  本文主要针对房颤患者的现有社区管理予以介绍，并特别说明社区管理在房颤患者综合治疗

中的相关进展。 

方法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与万方数据库进行“房颤社区管理”相关文献进行阅读，并进行综合分析与

讨论。 

结果  不同的房颤患者社区管理形式均给房颤患者在不同程度上带来获益，成立房颤管理小组、2

建立房颤社区管理档案、开设社区管理窗口与开展针对性健康教育的综合管理使得房颤患者的因心

悸就诊、因房颤或房颤相关性卒中等住院率下降。 

结论  中国拥有近 800 万的房颤患者，远超欧美国家患者数量总和，并且我国的房颤患病人数在日

趋增加。我国 30 岁至 85 岁居民中房颤患病率为 0.77% , 其中 80 岁以上人群中患病率达 30% 以

上。房颤患者发生中风风险是无房颤人群的 5 倍，若不采取任何预防治疗措施，每年会有近 5%的

人发生卒中，并且房颤相关性卒中具有高致残性、高致死性、高复发性的特点。房颤的病情，从没

有症状到症状严重，都比较复杂、难以管理，尤其是房颤相关性卒中的预防与治疗。中国房颤患者

抗凝治疗率不足 20%，这一比例在老年房颤人群中更低。同时，我国又处于老龄社会。重要的

是，现有的房颤社区管理方式已经使得房颤患者获益，因此，房颤患者的社区管理应该到受到全科

医生、患者及家属的重视，并进一步去完善。 

 
 
PU-183 

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社区管理三年效果分析 

 
唐敏 卓衍华 

南充市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 637000 

 

目的  探讨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的社区管理效果。 

方法 选取某社区的 122 例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为研究对象，社区管理时间为 3 年，由社区卫生

服务站的医护人员对患者进行管理。随机将患者分成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61 例。对照组为常规管

理，观察组给予规范化管理，比较两组患者的血糖、血压控制情况以及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率。结果

 ①血压、血糖达标率：观察组分别为 78.69%、80.33%，对照组分别为 63.93%、62.30%，对比

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率：观察组为 4.92%，对照组为 16.39%，对比有

差异（P<0.05）。  

结论 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通过接受规范化的社区管理，有利于获取更好的血糖、血压控制效

果，控制心脑血管疾病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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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84 

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促进区域分级医疗的构建 

 
何平 杜光会 何述萍 寇晓波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61772 

 

目的  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是提高我国平均医疗水平、提供高水平医学专业人才、发展社区医疗的

必须条件。随着医疗改革的深入和重视,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能保证规范化培训过程中的培养效果

及质量,最终培养出具有牢固全科医学理念、专业实践能力强、有一定科研思维能力的综合素质人

才，从而促进基层医疗技术人员队伍建设。 

方法 本文从全科医师培训现况及其意义等方面进行分析，总结了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在分级医疗

体系构建中的作用，分析探索出目前全科医师规范化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结果 促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基层医技人员队伍建设、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形成新的突破，

逐步形成“社区首诊制、分级诊疗体系、双向转诊制”的新格局。 

结论  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实施推动区域分级医疗体系构建。 

 
 
PU-185 

巴林特小组活动在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应用探讨 

 
陈丽英 

浙江大学邵逸夫医院 310016 

 

目的  医患沟通是创立和谐医患关系的基石,医患沟通是良好医患关系有效途径。全科医疗基本特点

是以社区中的全体居民为服务对象、以门诊服务为主体，以健康为目的、预防为导向，提供全人、

全程的服务。扎根于社区、服务对象广、服务周期长，这种背景下对全科医师的医患沟通能力要求

更高。如何提升全科住院医师医患沟通技巧、增强全科住院医师的岗位胜任力成为一个值得探索的

课题。 

方法  本教研组探讨将巴林特小组作为全科住院医师医患沟通核心技能课程。 

结果  在提高全科住院医师医患沟通技能方面上是一种重要培训方法。 

结论  能丰富全科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的内容和形式，提升全科住院医师医患沟通技巧，提高全科

住院医师的整体素质，增强其岗位胜任能力。 

 
 
PU-186 

中医学中的全科医学思想 

 
张仁义 

都江堰市人民医院 611830 

 

全科医学是现代医学发展的产物，中医学中蕴含丰富的全科医学思想，是以中药、针灸、推拿等常

用方法为主，为社区居民提供养生、保健、预防、医疗、康复等综合全面的服务。中医全科医学简

便验廉，适于基层，在临床应用中有满意的疗效，值得推广。 

 
 



2016 全科医学大会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第十四届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169 

 

PU-187 

叙事医学对我国全科医学教育培训的启示 

 
叶远区 

深圳市龙华新区人民医院 518000 

 

叙事医学是一门以患者为中心的医学模式，这与全科医学中以人为中心的照顾原则契合。本文基于

我国全科医学教育培训的现状，从全科医学教学、全科医生主体、患者主体三个方面探讨叙事医学

在我国全科教育培训可能的实践形式：全科医学教学中引入叙事医学作为必修课，重点是培养全科

医生的叙事能力并将其运用到诊疗过程中；以全科医生为主体，一方面是诊疗工作中叙事能力的开

展要点，另一方面审视叙事关系中对自我的关注；以患者为主体，从慢病管理为例阐述叙事活动开

展的形式，全科医生在该过程中应该扮演的角色。 

 
 
PU-188 

浅谈全科医生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 

 
张航 项涛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610031 

 

目的  培养全科医生临床思维能力。 

方法  通过全科医生特点分析，阐述必须具备的的临床思维能力。 

结果 全科医生所具备临床思维能力包括正确的临床判断和恰当的管理病人的能力，提出培养方

法。 

结论  通过对全科医生正确的临床判断和恰当的管理病人的能力的培养，具体合格的临床思维。 

 
 
PU-189 

三级医院临床技能中心在全科医生培养中作用的思考 

 
陈超 贾建国 王亚军 樊洁 陈丽芬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0053 

 

随着三级医院全科医学科建设进程的积极推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紧跟医改步伐，积极筹备全

科医学科的建设。全科医学科作为承担着医教研多方面的临床科室，发挥全科人才培养，推动社区

全科工作发展的作用毋庸置疑。临床技能培训考核中心作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医院临床实

践教学的主要承担者，在参与医师规范化培训和全科医学科申报筹备的过程中不断的思考，作为三

级医院的临床技能中心在全科医学学科发展中应起到的作用，并对在培训场地、教学设备、授课师

资、管理水平、资金投入等方面存在的优势、以及在师资认识、课程设置等有待于加强的内容进行

分析与探讨，希望凭借临床技能中心在现代医学教育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推动全科医学学科的发

展。 

 
 
PU-190 

基层医生培养——“四不一备” 

 
黄荣彩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总结关于“四不一备”方案的效果进行评价，并对进修的医生和带教老师总结经验，为继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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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基层医疗卫生队伍的临床能力提供思路。 

方法  在建立健全基层医疗卫生医疗水平迫切需要人才和提高基层医疗水平的背景下，以 18 名完成

“四不一备”的进修学员和 9 名带教老师为调查对象，了解学员和老师对此方案的满意度和能力提升

的情况。  

 结果  100%的进修学员均表示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来学习，对此次进修的时间安排、学习方式都

很满意。88.9%带教老师表示对社区进修带教方面讲课内容仍过于专业化，100%带教老师表明满

意这次的进修学员。 

结论  所有学员认为经过培训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培训提升了自己的临床能力及诊断水平。都表示

希望能够多增加学习的时间。带教老师普遍对进修的学员都满意，并也欢迎并希望多交流多沟

通。  

 
 
PU-191 

浅谈全科医生临床决策能力的培养 

 
曹素艳 

北京医院 国家老年医学中心 100730 

 

全科医生的专业性决定了对其培养非常具有挑战性。要求全科医生在出现健康问题的早期，尚未应

用现代高科技辅助手段之时，就能够及时甄别存在的问题。全科医生的临床决策能力的培养则是岗

位胜任能力的重中之重。不仅要重视以科学决策为主的技术性能力培养，更要注重以人文素养为主

的非技术能力的培养。在全科医生的培养历程中要突出全科医学“全”的内涵，是为个人或家庭提供

最前沿的、可及的、连续的、综合的及整体的医疗服务的根本保障。 

 
 
PU-192 

临床医学本科生 2 周全科医学社区实习现况调查 

 
刘英杰 杜娟；张丹丹；王美荣 

首都医科大学 100069 

 

目的  本研究旨在了解临床医学本科生全科医学社区实习内容以及实习效果情况，为今后学校完善

全科医学社区实践安排，增强医学生对全科医学的了解和兴趣，从而为培养高素质的全科医学人才

提供支持。 

方法  以完成 2 周全科医学社区实习的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第五年的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

于 2016 年 5 月-2016 年 6 月采用自编问卷至学生所在的北京市 6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调查，

了解全科医学社区实习的内容实施情况以及总体实习效果，对相应结果进行描述性统计学分析。 

结果  共发放问卷 155 份，回收有效问卷 155 份，有效回收率 100%。学生对社区实习总满意率达

90.3%；对于学校安排的社区实习内容，全科医疗方面实习内容共 10 项，参与率最高的前三位分

别是，病史采集（86.5%）、书写病历（85.2%）、建立健康档案（85.2%）、测量血压血糖（83.

2%），参与率最低的前三位分别是家庭随访（30.3%），社区义诊（31.0%），疾病转诊（32.

9%）；公共卫生方面实习内容共 6 项，参与率由高至低分别是：健康教育（71.0%），老年保健

（64.5%），公共卫生信息管理（63.2%），计划免疫（51.6%），康复指导（56.1%），妇幼保

健（58.7%）。实习学生最感兴趣排在前三位的实习内容分别是社区义诊（82.3%），慢病管理

（82%），健康体检（81.4%），健康教育（81.4%）而学生最不感兴趣的实习内容排在第一位的

是书写病历（20.5%），其次是公共卫生信息管理（19.7%），第三位是慢病管理（14.3%）。通

过社区实习，82.6%的学生认为关注病人需要的能力有所提升，80.0%的学生认为人际关系与沟通

能力得到提高，自感确定疾病转诊实际能力提高的比率最低，只有 54.2%的学生认为通过实习此项

能力得到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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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学生对实习的总体满意度较高，大多数教学内容得到实施，通过社区实习学生自感全科相关

能力得到一定提升，但存在部分实习内容学生不感兴趣以及部分全科能力提升不足的问题，这需要

今后社区实习中，一方面继续加强师资培训，另一方面结合实际尽快优化教学内容。 

 
 
PU-193 

全科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心得 

 
潘杰 

浙江省丽水市人民医院 323000 

 

高度专科化的中国社会医学环境中，全科医学精索数十年的发展与进步，逐渐形成了特定的体系结

构和服务模式，帮助了现代医学模式的有效转变。本文通过住院医师对规范化培训的切身体会，总

结出几点心得体会和大家一起交流。 

 
 
PU-194 

培训医患沟通技巧对患者满意度的影响 

 
潘曦明 洪利明 唐永富 郑由海 

遂昌县人民医院 323300 

 

目的  评估急诊科医生参加沟通技巧培训后，是否提高患者满意度,减少在服务态度方面的投诉。 

方法  对比 2015 年 1-4 月举办沟通能力技巧培训班前后的患者满意度，服务态度方面的投诉。 

结果  2015 年 7 月-2016 年 6 月急诊门诊和急诊留观患者满意度为 97%，相比 2014 年 1 月-12 月

患者满意度 89%，P<0.001。2015 年 7 月-2016 年 6 月急诊服务投诉 8 起，相比 2014 年 1-12 月

急诊服务投诉 15 起，P<0.05。 

结论  培训医患沟通技巧可以增加病人满意度和减少服务态度方面投诉。 

 
 
PU-195 

全科医学专业硕士学位课程班的课程设置及其效果反馈 

 
赵雪雪 路孝琴 刘艳丽 孙晨 魏云 

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100069 

 

背景 由于我国对高层次应用型全科医生的培养刚刚起步，供需矛盾的日益凸显，以及广大基层全

科医生渴望提升专业技能等。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自 2013 年开始举办全科医学

学位课程班，本课程班是面向北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招收从事全科医疗、社区卫生服务的服务工

作者及管理者。培训包括 13 门课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医学统计学》、

《医学科研方法学》、《实用现场调查与分析技术》、《医学文献检索》、《全科医学与社区卫生

服务管理》、《卫生事业管理》、《临床医学进展》、《基层医疗中的教与学》、《临床基本技

能》、《社区合理用药》、《人际关系与医患沟通》、《社区特殊人群保健与信息管理》。学位课

程班学习完毕，通过学校的课程考试成绩全部合格及同等学力申硕考试之后，才可参加第二阶段全

科医学硕士学位学术培养阶段。本课程班是培养社区卫生队伍中业务骨干、科研人才骨干以及培养

潜在师资的重要途径。 

目的  了解全科医学学位课程班学生对课程设置及其效果的反馈情况，为提高培训质量提供依据。 

方法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 2015 级全科医学学位课程班学员对课程设置及其效果进行

评价，具体内容包括四部分：（1）学员基本情况；（2）各类知识掌握情况，课程对实际工作的帮 



2016 全科医学大会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第十四届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172 

 

助情况，对师资的满意度；（3）各门课程反馈情况；（4）学员对课程的建议或意见。 

结果  （1）本次研究共调查 52 名学员，其中男性占 32.7%、女性占 67.3%，平均年龄 33.9 岁，

参加工作的平均时间为 10.9 年，从事临床服务工作的平均时间为 10.1 年。73.1%的学员来自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67.3%专业技术职称为主治医师，目前在临床科室工作的学员占 88.5%，其中 32

人为全科。59.6%的学员接受过全科医学岗位或转岗培训培训，36.5%的学员参加过北京市全科医

学师资培训；参加过市级及以上课题研究的学员占 11.5%。（2）通过课程的学习，学员对于各知

识的掌握情况，包括科研方法类、社区卫生服务管理类以及全科医学核心理论等知识均能较好掌

握；学员认为课程对实际工作很有帮助，其中 100%的学员认为学习后，对注重以病人为中心提供

服务有帮助；学生对授课师资满意程度也较好，其中 100%的学员对授课教师的综合评价、教师理

论水平以及教师责任心方面均满意。（3）在对每门课程从 7 个维度（学时适宜性、内容针对性、

内容实用性、教学方法适宜性、学习的收获、对教师满意度、开设本门课程的必要性）进行评价

后，各门课程评价结果均较好，其中《临床医学进展》评价最为突出。（4）52 名学员对改进课程

所提建议或意见中，提出频率较高的有《医学文献检索与综述》缺乏实践操作；课程时间安排太紧

凑；有些课程缺乏互动交流应增加课堂互动；另外，对于评价较好的《临床医学进展》课，学员希

望课时应多些，想更了解目前临床的前沿知识。 

结论  全科医学学位课程班学员多为从事临床工作十年左右的主治医师，临床经验相对丰富，在科 

研方面普遍存在起点低、科研基础较差，但对全科医学的临床前沿技术认识求知欲强的特点。学员

对课程设置、授课师资以及每门课程评价的反馈均较好，但在部分课程的授课方式、授课内容、课

时安排方面还有待改进，通过强化课程内容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教师授课方式更多样化，举办方更

细致安排课程学时与授课时间，加强临床前沿知识课时安排等举措，达到提高培训效果的目的。 

 
 
PU-196 

在全科医师社区实训中基地建设的探索与体会 

 
黄静 1 张秋平 1 江玥婷 1 谢洪 2 

1.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重庆市渝中区卫生计生委员会 

 

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全科医师社区培训基地，着力做好社区实训工作，

努力培养理论与能力、人文与技术、专业与综合素质兼备的全科医师，为全科医生制度建设发挥基

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积极作用。 

   一、探索与体会 

（一）把培育全科医学理念放在全科医师培养的首位。如果没有全科医学理念，必难成为一名合格

的全科医生。我们注重从培育理念着手并贯穿培训过程始终，通过社区培训促进学员思想观念和思

维方式的转变，增进对全科医生的职业认同和发展信心。 

（二）突出社区卫生服务实践的深度参与。社区实训是全科医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走向实际工

作的重要环节，只有在具体服务中才能真正体验、运用、检验学习效果。在学员轮转培训的基础

上，我们以全科医生团队为平台，把学员纳入其中，深入居民社区、家庭开展工作，着重培训交流

沟通、团队协作、疾病管理等技能，并及时进行团队讨论寻找不足与改进措施，让学员得到有效锻

炼。 

（三）加强对培训质量和效果的管理控制。确保培训的质量和效果，是培训基地可持续发展的根

本，更是对培训学员和卫生事业的责任。我们加强质量管控，把握关键环节，严格出科考核，落实

《培训大纲》、《带教手册》等各项要求。建立训前、训中、训后测试、问卷、访谈制度，主动征

求学员意见，及时发现、改进问题，增强了培训效果。 

（四）探索提高教学积极性的激励机制。基层卫生机构没有教学的职能和传统。保持培训师资队伍

活力，发挥好带教老师的积极作用，尤为重要。我们在加强本中心全科医生培养、充实数量的基础

上，逐步建立师资竞争选拔机制，并把带教工作纳入单位奖励性绩效考核内容，赋予带教数量、质

量分值，使带教工作有合理的薪酬回报。 

（五）注意处理好培训实践与保障病人权益的关系。中心加强信息公示，设立带教门诊，学员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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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带胸牌，明示身份，充分保障就诊患者的知情权及选择权。由学员临床诊疗时，导师必须亲自指

导并最终负责。 

二、问题与思考 

目前，全科医生制度建设、规范化培训特别是社区培训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一些问题。基地方

面，大多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建设时并未规划教学场所，硬件基础受到一定限制；师资多是短期

培训而成，本身未经过正规的全科医学教育，理论水平不高，教学经验、方式欠缺；培训经费尚显

不足等。学员方面，较为普遍存在对全科医生职业信心不足；理论与实践脱节；重技术轻人文，忽

视人际沟通、团队协作等能力的提升；被动性完成培训任务，缺乏工作主动性等。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按照国家关于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要求，推进社区实践培训工作。一是

强理念。把培训工作放在医改的大背景下，强化传播全科医学理念，推动建立与生物-心理-社会医

学模式相适应的社区卫生服务方式。二是建规范。依据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要求，精心制定

培训计划、内容、方式等，健全组织管理制度，形成科学化、精细化的培训操作规范。三是提质

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实施专项培训，不断提升师资实力。加强与临床基地衔接，建立定期联系

工作制度。以需求和问题为导向，促进医学理论、临床培训与社区实践相结合，全面培养学员动

手、动口、动脑能力。四是创特色。发挥中心作为社区培训基地起步早的优势，针对社区实训的关

键点和难点，积极探索创新，力求出经验、有特色。五是优服务。坚持服务为民的宗旨，以培训工

作为契机，推进中心全面建设，建强人才队伍，提升能力水平，加快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当好居民

健康“守门人”。 

 
 
PU-197 

浅谈农村老年人健康教育 

 
胡家君 

宁海县一市中心卫生院 315604 

 

目的  从基层健康教育工作者的角度，浅谈农村老年人健康教育 

方法  描述性研究 

结果  健康教育引导人们实践健康生活方式，可以降低或消除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 

结论  在农村开展老年人健康教育，有助于控制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减少心脑血管疾病发病住院

率，降低并发症的发生，减少精神和肉体的痛苦，延长寿命并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对于建设健

康中国有着重要意义。 

 
 
PU-198 

内镜窄带成像下观察食管粘膜微血管形态 

 
颜兆寰 黄荣根 

江苏省太湖康复医院 214000 

 

目的  探讨内镜窄带成像( NBI) 技术在食管粘膜微血管形态分型的应用及临床价值。 

方法  应用 NBI 技术对体检人群中筛选的 209 例食管病变患者进行检查，观察食管粘膜上皮乳头内

毛细血管袢( Intraepithelial papillary capillary loop，IPCL)形态，并在病变处行活检检查。 

结果  209 例食管病变中，食管炎 201 例的 IPCL 主要呈Ⅱ型，为 171 例，占 85.1% ，低级别上皮

内瘤变有 4 例，IPCL 呈Ⅱ、Ⅲ型，Ⅱ型为 2 例，占 50%，Ⅲ型为 2 例，占 50% ，高级别上皮内

瘤变有 3 例，IPCL 主要呈Ⅲ型，为 66.7%，食管癌 1 例， IPCL 主要呈Ⅳ型，为 100% 。 

结论  通过 NBI 对四型食管粘膜 IPCL 进行镜下观察可以提前推测病理组织类型，提高早期食管癌

及癌前病变活检阳性率和镜下诊断符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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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199 

老年慢性萎缩性胃炎胃镜形态表现与 Hp 感染的相关性研究 

 
颜兆寰 黄荣根 

江苏省太湖康复医院 214000 

 

目的  探讨老年慢性萎缩性胃炎（Chronicatrophic gastritis，CAG）胃镜形态表现与 Hp 感染的相

关性，为临床治疗提供循证医学依据。 

方法 选取 2011 年 2 月至 2015 年 2 月就诊的 82 例老年 CAG 患者为研究对象，均内镜检查，观察

其和 HP 感染相关性。 

结果  CAG 患者中阳性率占 79.27%，阴性率占 20.73%，其中强阳性占 28.05%；黏膜轻度萎缩中

以胃镜形态中膜变薄血管透见常见，占 93.75%，轻中度则见于红白相间白相为主粗糙不平颗粒样

改变之间，而重度则以红白相间白相为主隆起糜烂、红白相间白相为主灰白色扁平隆起为主，分别

占 33.33%、56.53%；膜变薄血管透见中 HP 阴性占 68.75%，红白相间白相为主粗糙不平颗粒样

改变弱阳性占 68%，红白相间白相为主隆起糜烂弱阳性占 66.67%，红白相间白相为主灰白色扁平

隆起强阳性占 65.22%；胃镜形态改变越明显，HP 感染率越高，两者之间呈正相关（x2=12.464，

p=0.012）。 

结论  老年 CAG 胃镜形态和 Hp 感染呈正相关，即 CAG 胃镜隆起糜烂或灰白色扁平隆起表现越明

显，则 HP 感染阳性率越高。 

 
 
PU-200 

厄贝沙坦氢氯噻嗪对老年高血压患者尿微量白蛋白 

与尿肌酐比值的影响 

 
李璐 李雷 杨荣礼 卢海龙 李平静 郝敬波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老年医学科 无 

 

目的   探讨厄贝沙坦氢氯噻嗪对老年高血压患者尿微量白蛋白与尿肌酐比值（UACR）的影响。 

方法  连续入选 2012 年 2 月-2015 年 2 月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老年医学科住院 126 例 1 级、2 级高

血压患者，根据 UACR 分为：正常对照组(UACR＜30mg/g)46 例、微量蛋白尿组(30mg/g≤UACR

＜300mg/g)43 例、临床蛋白尿组(UACR≥300mg/g)37 例，皆给予厄贝沙坦氢氯噻嗪降压治疗，比

较 3 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 6 个月末 UACR 的变化。 

结果  与治疗前比较，3 组患者的收缩压[(157.66±9.23)mmHg vs (128.93±8.77)mmHg；(158.35±8.

88)mmHgvs (130.18±8.56)mmHg；(158.66±9.15) vs(131.54±9.07)mmHg]、舒张压[(98.93±5.26)

mmHg vs(79.37±6.15)mmHg；（99.24±5.35）mmHgvs（80.64±5.84）mmHg；(99.36±5.21）m

mHg vs (80.94±5.59)mmHg]皆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微量蛋白尿组患者治疗后

UACR 明显下降[(167.22±62.84)mg/g vs (143.27±55.73)mg/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正

常对照组和临床蛋白尿组患者治疗前后 UACR[(19.53±4.57)mg/g vs (18.67±3.97)mg/g；(356.17±2

7.35)mg/gvs (348.61±23.52) mg/g]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厄贝沙坦氢氯噻嗪可有效降低老年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并降低微量蛋白尿患者的 UACR，对

正常范围蛋白尿患者及临床蛋白尿患者的 UACR 短期作用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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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1 

介入溶栓治疗原发性急性局灶性肾梗塞临床研究 

 
汪灶昆 

泰兴市人民医院 225400 

 

目的  探讨介入溶栓对急性局灶性肾梗塞（acute segmental renal infarction, ASRI）治疗的可行性

及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7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1 月收治 7 例急性肾梗塞患者临床资料，女 2 例，男 5

例,年龄 45-76 岁，中位值 70 岁，3 例患者表现为左腰痛伴呕吐 12-16h，4 例表现为右侧腰腹胀伴

呕吐 18-20h，4 例有脑血栓、房颤及高血压病史，3 例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病史。超声检查 4 例见

肾动脉栓塞可能，双肾主动脉未见异常，3 例无明显异常。CT 示肾极低密度区呈楔形，包膜为基

底边缘，未见明显占位性病变，增强扫描示肾极不均质强化，延迟扭曲，病灶密度低于肾实质。应

用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DSA)，生理盐水 20mL+尿激酶 20 万 U 间隔

15 分钟导管注射两次，再用生理盐水 20mL+尿激酶 10 万 U 注射一次，并留置导管，每隔四小时

尿激酶 10 万 U 从留置导管注入，同时用低分子肝素钠 6000U 皮下注射，每 12h 一次，同期进行

扩容、护肝等治疗，24h 后再次利用原 DSA 导管造影，观察梗塞范围。 

结果  所有 7 例患者顺利通过治疗，1 例患者术后 8 月因脑梗塞以及高血压死亡，其余随访 3 个月

至 7 年无复发，复查 CT 患肾未见明显异常，其中心脏病患者房颤好转。 

结论  ASRI 临床上很少见，临床误诊率较高，明确诊断需借助增强 CT 及 DSA 检查。早期诊断并

及使用时介入溶栓治疗方法在目前是一种可行、有效的治疗方法。 

 
 
PU-202 

左卡尼汀联合复合辅酶对重症慢性心力衰竭患者 

CRP、BNP 水平及心功能的影响 

 
赵翔宇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25001 

 

目的  探讨左卡尼汀联合复合辅酶对重症慢性心力衰竭患者 CRP、BNP 水平及心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3 年 1 月—2016 年 1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180 例重症慢性心衰患者，将其随机分成

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90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抗心衰药物治疗，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

基础上，增加使用左卡尼汀联合复合辅酶予以治疗。观察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C 反应蛋白（CR

P）、B 型尿钠肽（BNP）水平变化及心功能改善情况。 

结果  与对照组治疗后相比，观察组患者左心室收缩末内径（LVESD）和舒张末内径（LVEDD）显

著降低，射血分数（LVEF）明显提高，两组数据差异显著（P<0.05），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患

者治疗后 CRP 及 BNP 水平明显比对照组患者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 6 分

钟步行最远距离显著长于对照组（P<0.05）；此外，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分别为 63.

33%和 91.11%，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比对照组高，差异显著（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左卡尼汀联合复合辅酶治疗重症慢性心力衰竭，可以显著降低其血液 CRP 和 BNP 含量，改

善心脏功能，同时降低心肌耗氧，提升患者运动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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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3 

INS2AKITA 高血糖小鼠颈动脉内皮的 

氧化应激和细胞凋亡的研究 

 
陈茂刚 董成龙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224002 

 

目的  糖尿病颈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率高，颈动脉内皮损伤是致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前提，本研究探

讨氧化应激和细胞凋亡在介导 1 型糖尿病小鼠颈动脉内皮损伤中发挥的作用。 

方法 INS2AKITA 雄性小鼠及同窝出生的野生型 C57BL/6 雄性小鼠各 6 只，分别为 1 型糖尿病模型

组及正常对照组。两组小鼠于第 16 周龄时行麻醉处死，采血检测 MDA、NO、TNOS 水平。处死

后取双侧颈总动脉，分别应用 HE 染色及电镜观察颈动脉内皮细胞形态学改变；用 TUNEL 染色、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及 Western blot 法检测凋亡相关蛋白（Caspase-3、Bal-2 和 Bax）的表达。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小鼠血糖增高(P<0.05)，体重减轻(P<0.05)，血 TG、HDL-C、LDL-C

无明显差异（P＞0.05），血清 MDA 增高（P<0.05），而血清 TNOS 与 NO 降低（P<0.05）。H

E 染色两组未见内膜明显增生。电镜检查见模型组小鼠颈动脉内皮细胞一系列超微结构改变。模型

组小鼠颈动脉内皮 TUNEL 染色阳性率、Bax 和 Caspase-3 的表达高于对照组(均 P＜0.05)，而 Bcl

-2 蛋白表达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1 型糖尿病小鼠在 16 周时颈动脉内皮未见明显内膜增生，但颈动脉内皮细胞发生超微结构改

变，氧化应激及凋亡水平明显增强，可能为 1 型糖尿病颈动脉粥样硬化的早期改变。 

 
 
PU-204 

白藜芦醇诱导的自噬和凋亡在人甲状腺乳头状癌 

IHH4 细胞中的作用 

 
陈茂刚 董成龙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224002 

 

目的  甲状腺乳头状癌是甲状腺癌中最常见的病理类型。白藜芦醇是多酚类化合物，具有抗炎、抗

氧化、调节脂质代谢、改善微循环及抗肿瘤等多种生物学活性。观察白藜芦醇对人甲状腺乳头状癌

IHH4 细胞自噬和凋亡的影响，并初步探讨其相互关系。 

方法 采用 CCK-8 法检测白藜芦醇对 IHH4 细胞增殖的影响；倒置显微镜、透射电镜、DAPI 染色

观察细胞的形态学变化；细胞免疫荧光和 Western blot 法检测细胞内 

自噬和凋亡相关蛋白的表达；应用流式细胞 技术观察细胞周期和凋亡的改变；用 3MA 抑制自噬和

Z-VAD-FMK 抑制凋亡观察自噬和凋亡相关蛋白的表达变化。 

结果  白藜芦醇可以呈时间和浓度依赖性抑制 IHH4 细胞增殖；白藜芦醇可以通过 AMPK 和 PI3K/A

KT/mTOR 途径促进 IHH4 细胞自噬和凋亡；3MA 抑制自噬促进了细胞的凋亡，而 Z-VAD-FMK 抑

制凋亡不影响自噬。 

结论  白藜芦醇可抑制人甲状腺乳头状癌 IHH4 细胞增殖，诱导 

IHH4 细胞凋亡，自噬在凋亡的上游并在其中介导的是一种保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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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5 

密固达在原发性骨质疏松症治疗中对骨密度 

及骨代谢标志物的影响 

 
丁怡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10219875 

 

目的  观察密固达在原发性骨质疏松症治疗中的疗效及其对骨代谢标志物的影响。 

方法 将近 3 年来本科收治的骨质疏松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100 例，两组患者均

口服碳酸钙 D3(钙尔奇 D)和活性维生素 D(阿法 D3)，治疗组在此基础上静脉注射密固达(唑来膦

酸)。治疗前及治疗后 3 个月、6 个月及 1 年，对所有患者骨代谢标志物进行检测，同时治疗后 6 个

月、1 年复查骨密度，比较两组间差异。 

结果  治疗 6 个月及 1 年后血清 PTH、CTX、PINP、OC 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 1 年后

L1-L4、Neck、Ward’s、Torch 区骨密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采用密固达治疗骨质疏松能有效增加骨密度，改善骨代谢相关指标。 

 
 
PU-206 

慢性心力衰竭老年患者血、尿 NGAL 水平 

与心功能及预后的关系 

 
李敏 

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市人民医院 223800 

 

目的  探讨慢性心力衰竭（CHF）老年患者血、尿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

水平与心功能恶化及预后的关系以及它与传统的肾功能标记物和心室壁压力的标记物之间的相关

性。 

方法  选取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市人民医院心内科及老年科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4 月因心力 

衰竭住院治疗的老年患者 129 例，同时选取 30 例同期住院的性别、年龄匹配的心功能正常的患者

作为对照组。测定血浆和尿液 NGAL 水平，血常规、生化、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Dd）、左室

射血分数（LVEF），并在患者出院后随访 12 个月。分析血浆和尿液 NGAL 水平与心功能参数的

相关性，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影响 CHF 患者预后的相关因素。 

结果   ①CHF 组血浆和尿液 NGAL 水平分别为 37.0（12.85,91.5）ng/mL 和 2.98（1.52,5.60）ng/

mL，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15.31(8.98,35.42)ng/mL 和 1.17(0.76,3.27)ng/m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而且随着心功能分级增加，血浆和尿液 NGAL 水平逐渐升高，不同心功能分级组之间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均 P<0.05)。②血浆和尿液 NGAL 水平与 LVDd 呈正相关(P<0．05 或 P<0．01)，而

与 LVEF 呈负相关(P<0.05), 血浆 NGAL 水平与血 NT-proBNP 呈正相关(P<0.05)。③多因素 COX

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血浆和尿液 NGAL 水平是 CHF 患者再入院的独立预测因素。 

结论  CHF 患者血浆和尿液 NGAL 水平明显升高，而且随着心功能分级增加，血浆和尿液 NGAL

水平逐渐升高，NGAL 在 CHF 病情评估和预后预测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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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07 

BMP-2 修饰间充质干细胞抑制类风湿性 

关节炎骨破坏的机制研究 

 
丁从珠 姚瑶 陈晓琳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210000 

 

目的  探讨 BMP-2 修饰后间充质干细胞（MSCs）能否促进成骨细胞（OB）分化，及抑制破骨细

胞（OC）分化，围绕骨破坏的两个重要靶点 OB 和 OC，研究 BMP-2 修饰 MSCs 抑制类风湿关节

炎（RA）骨破坏的作用机制。 

方法 构建 plRES2-EGFP-BMP-2 质粒并转染 MSCs。利用成骨培养基诱导基因修饰或未修饰的 M

SCs 向 OB 分化，RT-PCR 法分别测定分化第 3、7 天 RUNX-2、BMP-2 基因表达，western blot

测定 MAPK、JNK、P38、EphB4 蛋白的表达水平。将基因修饰 MSCs 的上清液与 PBMC 共培

养，观察 MSCs 分泌的细胞因子能否抑制 RANKL 对 PBMC 向 OC 诱导分化的作用，TRAP 染色

法鉴定 PBMC 是否分化为成熟 OC，同时 RT-PCR 法测定 NFATc1 的基因表达，western blot 法测

定 ehprinB2 蛋白的表达水平。 

结果  以空质粒为对照，BMP-2 修饰 MSCs 向 OB 诱导分化 3 天和 7 天，RT-PCR 结果提示基因转

染 3 天 BMP-2 基因和 RUNX-2 基因表达都增加（P<0.05），但是转染 3 天的基因表达量高于第 7

天（P<0.05），同样 western blo 结果提示基因修饰 MSCs EphB4 蛋白在基因转染 3 天后表达增

加（P<0.05），此过程可能通过 JNK 通路完成，而分化 7 天后 EphB4 蛋白表达水平较分化 3 天下

降（P<0.05），此结果与基因表达结果吻合。用基因修饰 MSCs 上清处理 PBMC，以 RANKL 诱

导作为阳性对照，诱导分化 7 天后，TRAP 染色鉴定 OC 分化，结果提示 RANKL+组 TRAP 阳性细

胞数为 11.667±3.5 个，显著高于 RANKL-组（P<0.05），且与空质粒转染组相比无显著差异（P>

0.05），BMP-2 转染 3 天和 7 天组 TRAP 阳性细胞数分别为 7.277±2.032，8.889±3.333，均显著

低于 RANKL+组（P<0.05），两者之间无显著差异（P>0.05）。 

讨论  BMP-2 基因修饰 MSCs 的细胞上清能够抑制 PBMC 向 OC 的分化，可能是通过阻断 RANKL

与 NFATc1 基因结果，激活 ephrinB2 蛋白的表达，逆向发挥抑制骨破坏的作用。BMP-2 基因修饰

MSCs 能够同时有效地促进 OB 分化，抑制 OC 分化，更好地调节 OB/OC 平衡，在类风湿关节炎

中发挥保护关节的作用。 

 
 
PU-208 

八年制全科医学教学模式改革的探索与评估 

 
丁丽 

北京医院，国家老年医学中心 100730 

 

目的  针对八年制全科医学教学模式改革的评估，探索适合八年制的全科医学教学模式。 

方法  自 2012-2015 年间采用自填非实名制问卷调查的方法，在课程结束后将问卷发放到班级公共

邮箱，学生下载并完成问卷调查后，发回到专门指定邮箱。调查问卷由本教研室自行设计，内容包

括：①基本信息：性别、年龄、年级及专业；②对课程安排和内容的评估③对教学质量的评估。 

结果  总共 88 位同学参加课程，78 位同学完成了问卷调查，应达率为 89%。学生对理论课和实习

课的时间安排方面，满意度（满意+非常满意/总人数）分别为 70%和 72%，有 6%的同学对社区实

习时间安排不满意，主要表现在目前社区实习时间太少，仅三个学时，学生希望能够增加社区实习

时间到 4-8 学时。对理论课授课内容是否符合教学要求以及能否体现全科教学理念两方面学生的满

意度分别为 88%和 86%，特别是对慢性病管理和全科医学中的沟通与交流这两个环节，90%以上

的学生都认为非常有必要设置这样的课程。实习课内容安排，包括社区参观及介绍、慢病管理门

诊、儿童保健、妇女保健、预防接种、接诊技巧、双向转诊及全科急救，81%的学生认为有必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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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这些方面内容，特别是社区参观和慢病管理。对教学形式的满意度为 66%，有 30%的学生认为

一般，2%不满意，2%非常不满意，这部分学生认为目前教学形式还是过于死板，以老师讲述为

主，建议课堂形式多样化，多些临床实践活动。 

结论  本次教学改革主要是减少与内科相关内容重复部分，减少理论授课时间，增加社区实习时

间。改革后的课程设置得到大部分同学的认可，在教学形式上也做了很多尝试和努力，为今后探索

出新的更合理的适合八年制学生的全科教学课程体系打下基础。 

    
 
PU-209 

小菜鸟的春天 

 
张巧 

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122 

 

2013 年 07 月，小菜鸟离开了培育她的母校，怀揣着做全科医生的梦想，接受三年的全科医师规范

化培训是她最佳的选择。寻梦路上她走进了南京路上为军民贴心服务的医院——上海长征医院。在

这里，小菜鸟的个人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这里，小菜鸟的性格得到了再一次的塑造；在这

里，小菜鸟知道自己的未来是有盼头的！ 

因为是部队医院，小菜鸟的培训有了和别人不一样的待遇——军训！1 周的集体生活，学员们彼此

熟悉起来，知道大家毕业的学校和在校期间得成就，这让毕业于中医类院校的小菜鸟更加的自卑

了，和身边的人根本就不在一个起跑线上，能进到这个医院进行规范化培训是小菜鸟踩了狗屎运，

小菜鸟在心里默默发誓要好好学习，缩小和身边人的差距。 

军训结束以后就是入职教育和基地带教见面，在全科基地学员见面会上，小菜鸟见到了白大褂下趁

着军装的她——优雅帅气的周翊教授。在周教授带领的全科基地大家庭中，小菜鸟感受到了温暖，

我们的小伙伴是这么的朝气蓬勃、奋发图强和互帮互助。 

三年的培训，小菜鸟个人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一是临床实践方面，刚进医院的时候小菜鸟是一

张白纸，刚进科室时是硬着头皮上，不过会有老师帮着把关，呼吸科臧远胜老师严瑾指导病历书

写，他说希望我们每一份病历都能是精品病历。在临床科室轮转期间分管床位在 4—6 张，繁忙的

同时，你也可以有时间进行思考。在科室里，小菜鸟要作为一线存在，夜里病人遇到什么情况都是

先找你，你解决不了才能叫二线，刚开始值夜班的时候，小菜鸟惴惴不安，怕处理的不好给病人增

添痛苦，怕二线叫多了，老师们没法休息，手中一直不离住院医师手册、用药参考手册，特别是像

科里有重病人的时候，小菜鸟都不敢睡觉。在培训期间，周教授会手把手教授体格检查，借助技能

中心的平台，让我们进行模拟人训练，慢慢的、慢慢的，小菜鸟熟练起来，处理病人得心应手，遇

到紧急情况也可以镇定处理了。二是健康教育能力的提升，健康宣教是我们未来做为全科医生工作

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也是目前预防为主大健康观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周教授本人有极高的教学

艺术和扎实的专业功底，她授我们鱼，更授我们渔！她给我们开展全科论坛，我们讲，她给我们点

评并认真辅导、不断完善修改。慢慢的我们学会了课件的制作、学习了授课的技巧、知道精心准备

授课时的设问。三是综合能力提升方面，不论工作多忙多累，周教授总是不忘我们这群学生，我们

是她的孩子，为了我们她还要占用业余时间不断学习全科知识。她常常教育我们说“良好的职业道

德和敬业精神是必备素质”，小菜鸟跟在她的身边，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培养和熏陶，小菜鸟常常在

心底里对自己说，我也要成为周老师这样深受学生喜爱的好老师及深受患者信任的好医生，在她这

个榜样的带领下，小菜鸟以极大的热忱和细致的心思投入到临床工作中，同时对患者因疾病产生的

焦虑、悲观情绪，给与即使安慰和疏导，坚定他战胜病魔的信心。在她的帮助下，小菜鸟在工作中

积极主动，勤动脑、勤动手、勤动腿。 

现在，小菜鸟的三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已经完成，如愿进入浦东新区潍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

为一名光荣的全科医生。5+3 的培养模式，当年那个稚嫩羞涩的小菜鸟，蜕变成侃侃而谈的讲者、

敬业细致的医者。小菜鸟实现了做全科医师的梦想，不再踌躇，不再徘徊，在全科医学的路上坚定

的走下去！在新的工作单位，小菜鸟要进一步迎来她的个人的提升，在这里，有“中山-潍坊”全科教

学门诊、有日常培训和考核、有“3+2”轮训（一周 3 天全科岗位工作，2 天轮转到儿科、妇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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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皮肤科、五官科等部门），丰富了我们的全科技能范畴。 

梦想，从全科规陪起航，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迎来小菜鸟的春天！ 

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张巧 

 
 
PU-210 

浅谈发展中的全科医学 

 
肖雪 张领军 范腾阳 汪松 邓崇第 

贵州省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全科医学科 563003 

 

目的  为我国培养高素质的全科医生献计献策。 

方法  借鉴国内外全科医学的发展经验。 

结果  我国全科医学的培养机制尚不完善，需加强各方合作，建立完善的培养模式势在必行。 

结论 发展全科医学需要全民对全科医学的理解和认同，需要政府的充分重视、支持以及政策引

导，需要整个医学界的鼎力支持和不懈努力。 

 
 
PU-211 

辽宁省全科医师转岗培训效果评价模式的研究 

 
王嫘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首次在转岗培训评估考试中采用 OSCE 进行评估综合测试方法来评价转岗培训学员临床能

力。 

方法  采用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objective structuredclinical examination，OSCE），OSCE 共有

8 站，每站 20 分钟，4 站由 SP 病人(冠心病、骨质疏松症、糖尿病、高血压）来评估考生收集和

记录病人的资料、交流技能，与病人讨论初步诊断和进一步的诊断计划，在 20 分钟以内离开考站

（不得返回），2 站为计算机模拟病例考试（CCS)，1 站技能笔试，1 站心肺复苏。 

结果  转岗培训人员在临床实践技能测试如心肺复苏、心电图、影像的识别方面有较大的优势，而

对 SP 病人比较陌生，测试中不同疾病类型及格率波动较大，客观反映基层医院所面对的病种及规

范治疗有一定的欠缺，尤其在诊治和书写规范化还需进一步加强。CCS 是计算机模拟考试，参加

考试的学员也是最薄弱的部分，一方面是计算机操作能力较差，另一方面诊治的规范化流程应是今

后培训工作的重要内容。 

结论  此次对转岗医师培训人员是首次应用 OSCE 进行评估工作，较之前传统的笔试方式对学员的

培训后水平评估更为客观，也更明确了我们对学员培训更应加强临床规范化书写和诊治流程的教学

内容，在以后的转岗培训中加强对薄弱环节指导，使转岗培训学习更有意义。 

 
 
PU-212 

家庭医生制服务对社区 2 型糖尿病患者健康干预效果分析 

 
徐林莉 

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021 

 

目的  研究家庭医生制服务对 2 型糖尿病患者的健康干预效果。 

方法 将 200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每组 100 例。其中干预组对象签约家庭

医生制服务，每月通过各种形式的健康教育、专题讲座、答疑、诊疗咨询等进行个性化健康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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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每三个月进行血糖检测；对照组对象按常规每季度一次开展糖尿病随访管理。 

结果  干预 1 年后，干预组的健康知识知晓率各项得分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

05）；干预组的疾病自我管理能力各项得分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

预组的血糖值指标也均较入组时下降，血糖值控制改善，与对照组各对应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家庭医生制服务能有效提升 2 型糖尿病患者的相关疾病预防知识，提高患者自我管理能力，

显著提高糖尿病患者服药治疗的依从性，改变患者的遵医行为并提高糖尿病治疗的效果。 

 
 
PU-213 

北京市“3+2”助理全科医师培训《临床综合课程》3 年回顾 

 
马秀华 1 赵留庄 1 刚君 1 徐德颖 2 刘双 1 李严平 1 张东海 1 

1.北京市大兴区人民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由首都医科大学倡导主持的北京地区“3+2”助理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自 2013 年始至今已经进入

第四轮。培训期限为 2 年分 3 个阶段进行。第 2 阶段（即临床培训阶段）安排在临床培养基地实践

及学习，期间安排了 8 门课程，其中《临床综合课程》共 45 学时，是课时最多、涉及内容最多的

课程。现将《临床综合课程》实施 3 年来的课程开展过程做一回顾与简要介绍。 

一、课程简要介绍：《临床综合课程》是针对助理全科医师在进入临床轮转之中，临床常见疾病和

医学人文相关知识的学习培训，是融合基础理论和临床诊疗思维的强化学习。课程实施于临床轮转

期间，具体内容包括人文教育课程、全科医学概论，还包含内、外、妇、儿等二级学科的教学内

容，分为人文课程、疾病课程、症候群课程 3 大类。 

二、前期工作简介：培训教师树立“全科”观念，掌握工作方向；组织“集体备课”，编写统一共用“教

学课件”。确定课件编写的角度及思路是：要严格执行教学大纲，教学层次以 5 年制本科教材为基

础、适当介绍各类疾病指南，“病例导入式教学”为主要授课方式。教学过程要体现出该门课程的特

色“全科、综合、横向”。明确瞄准培养对象是助理全科医师，从临床实际工作的角度展开教学，“教

会”如何去“看病”，注重培养学习能力和临床实践能力。 

三、课程不断优化：在 2014 年、2015 年两次修订了教学课件。每轮课程结束后，均统一出题、集

体阅卷，对参加培训的学员进行了课程结业测验，以检验学生学习效果、评价课程教学效果、发现

存在的问题。系统试卷分析，发现不同教学单位之间的差异，进而提出解决思路。 

四、课程研究改进： 

改进试题形式为多选题（包括 A 型题与“简要病历”题干题，后者即：列出一个简要病历，下面列出

2-5 个有关联的 A 型题）。尝试建立适合“3+2”助理全科医师培训《临床综合课程》的试题库。编写

“简要病例题干题”的目的是继续深入推进“以病例为导入”的教学模式。利用试卷分析进一步分层

【联合教研室、教学单位管理部门、教师与学员】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对课程进一步梳理、剖

析，列出讲授课程的基本知识点。 

 
 
PU-214 

综合性医院全科医学科的功能探讨 

 
朱建军 

浙江省舟山医院 316000 

 

目前，在二级甲等以上综合医院，大多承担全科医师及助理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任务，但设立全科

医学科的医院还没有完全达标。有些医院只开设了全科医学门诊，还没有全科医学病房。以后全科

医学科的设置将作为综合医院等级评审的重要指标，并作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全科培训学科

基地建设的必备条件。但目前全科医学在综合性医院中的重要性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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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十分明确，本人经过几年的全科门诊及全科病房实践体会，将从综合性医院全科医学门诊及病

区的设置的功能定位上与各位同道进行探讨。 

1．门诊的功能 

全科医学科在综合性医院大量专科存在的形式下，现阶段，它的功能定位主要是：1.为了宣传全科

医学及全科医生的重要性，象征性的设置有别于其他专科的门诊。其实综合性医院的肝胆外科、心

血管科等专科已经发展到极致，按照老百姓的就医习惯，一般首选其他专科，而不是全科医学门

诊，显然全科医学门诊在综合性医院的门诊中的比率还很低很低，但象征性意义的全科门诊也是新

生事物发展过程中常见现象。像做得好的社区，多年前已经不分内科、外科，一律全科医学门诊，

老百姓倒也逐渐适应。2. 为了全科医学病房收治病人及出院后病人随访的需要。为了保证病房病人

的来源，全科门诊像其他专科门诊一样，全科门诊病人住院首先考虑全科病房，全科病房出院病人

的随访，病人自然会找原来病房的主管医师，那么这位主管医师的全科门诊就显得十分重要了。3.

为了全科医学教学及临床实践探索的需要。综合性医院的全科大多承担全科及助理全科医师的规范

化培训任务，门诊技能培训是不必可少的重要一环，那么全科门诊的带教也是全科门诊医师的重要

任务。4.为了满足部分病人就诊提供方便。临床上常见发热、腹痛、头晕及其全身不适、慢性多发

病的病人，很难界定病人看哪一个专科门诊，那么选择全科门诊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这也是体现医

学人文关怀的地方。 

将来，它的功能定位可能还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为了将来的分级诊疗做准备。社区全科门诊----综

合性医院全科门诊模式，为以后的分级诊疗打下基础。2. 综合性医院的全科医学门诊将逐步取代普

通内科及普通外科的功能，普通内科及普通外科的门诊各类病人将向各个其他专科分流，专科性不

强的病人将由导医首先分流到全科医学门诊，由全科医学门诊经过首诊后决定，在全科门诊继续诊

治，还是流向其他的专科诊治，或者邀请其他专科医生开展 MDT 模式,协同诊治病人。 

2.病区设置的基本功能探讨 

与全科门诊一样，全科病区的设置，在现阶段主要功能有以下几点：1.为全科门诊收治病人的需

要。2. 为了全科医学教学及临床实践探索的需要。设立全科医学科病房的综合医院，大多设有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根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科周期复评自评表的要求，全科医学科的医生需

轮转大多数科室，包括内科（各个系统的专科）、外科（各个系统的专科）、妇产科、儿科、急诊

科、全科等，掌握较多临床技能。这样既系统规范地培训了科室业务人员，也为能达到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学科评审的要求。3. 为了满足部分病人住院提供方便。临床上常见发热待查，全身不适、

慢性病多发病的病人、重大手术术后调理、高端体检人士要求住院的，那么选择全科医学病房是最

合适的，其他还有临终病人住院的，它也是体现医学人文关怀的地方。 

综合性医院全科病房设置，除了解决综合性医院各个专科治疗服务缺失的补充外，将来主要目的是

为了 1.更好地更多的培养全科医生，发展全科医学事业，为大多数人解决大多数的健康问题。2.树

立“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医学发展理念，不断提高人类健康水平。 

3.总结 

全科医学提供的将是连续性、综合性、协调性、个体化和人性化的医疗保健服务。病人门诊就诊、

住院病人的入住，按照中国传统，他的亲人，朋友等都会陪同或看望，这样势必形成了与该病人有

关的全科医学服务圈,服务范围可以逐步扩大，在这些人群中展开健康知识宣教、个人与家庭健康

评估，可以起到以点带面，事半功倍的效果。我认为：全科医学门诊及病房的设立，可以起到三级

以上综合性医院医疗服务缺失的补充，是上下级医院病人双向转诊的平台。但要想使全科医学的服

务模式要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成为医疗服务行业的主要模式，除了要转变医学思维模式外，更要改

变医疗体制。政府应在全民的健康教育、预防疾病、积极参与治疗、早期康复的理念和措施上予以

较大的经费投入和教育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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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15 

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国际地位及我国现状 

 
杨悦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大华医院 300455 

 

全科医师及规范化培训的作用。作为守护公众健康的第一线卫士，全科医疗制度作为各国公认的基

层医疗保健的最佳照顾模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正处于规范化培训的发展阶段，各项相关政

策尚不完善。积极发展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有利于提高医师临床业务水平。作为年轻医师对于全科

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看法。 

 
 
PU-216 

全科医学服务模式与全科医生队伍建设探讨 

 
王建龙 

北京医院 100730 

 

目的  探讨全科医学服务模式与全科医生队伍建设在目前形势下作用。 

方法  查阅文献回顾分析全科医学服务模式与全科医生队伍建设在中国医药卫生服务改革中所起的

作用以及实施办法。 

结果  重视全科医学服务模式的全面建设与全科医生队伍和合理规划，并可通过多渠道多途径的方

式予以解决。 

结论  为了实现中国医药卫生服务改革的总体目标，应该加强全科医学服务模式与全科医生队伍建

设。 

 
 
PU-217 

全科医学研究生轮转儿科期间胜任力导向的教学探索与实践 

 
祁祯楠 1,2 齐建光 1,2 王玉燕 1 闫辉 1 迟春花 2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    2.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全科医学教研室 

 

儿童常见疾病诊疗是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全科医生接诊儿童的能力逐

渐下降，社区承担疾病诊疗的能力逐渐萎缩，儿童就医扎堆大医院，是造成我国儿童看病难困境的

重要原因之一。要逐步恢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儿童接诊能力，就需要加强全科医生儿童疾病诊疗

能力培训。全科医学研究生作为全科医生队伍的后备军，通过完善其儿科培训、进而提高其儿童诊

疗服务能力，对于逐步恢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儿童接诊能力、缓解我国儿童看病难问题、促进分

级诊疗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近三年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研究生轮转

儿科培训过程中，从管理、培训及评估等方面，进行了系列教学探索与实践，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

的胜任力导向的教学体系，提升了全科医学研究生儿童疾病诊疗的能力。 

 
 
PU-218 

全科医师短期检眼镜检耳镜技能操作培训的效果评价 

 
臧国尧 方力争 陈丽英 戴红蕾 王晓静 张艳 朱文华 卢崇蓉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全科医学科 310016 

 

目的  为了提高全科医师检眼镜检耳镜技术操作水平，我院举办了 2 场检眼镜检耳镜技能操作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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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以探索对全科医师开展检眼镜检耳镜技能操作培训的模式及效果。 

方法 1.检眼镜检耳镜培训分为 2 场，以小班化形式进行，每场分别 16 人，先进行眼科及耳部基础

知识及检眼镜检耳镜相关知识学习，随后开展两两相互技能操作学习。 培训过程分为 2 个部分。 2.

所有全科医师分别于培训前、培训后进行检眼镜检耳镜理论考核以了解全科医师对检眼镜检耳镜技

能操作的掌握程度。培训结束后进行满意度调查。 

结果  2 场技能培训班共培训全科医师 32 人，参加培训的全科医师以主治医师为主，占 37.5%，副

主任医师/主任医师占 34.4%，住院医师占 28.1%。通过短期检眼镜检耳镜培训，与培训前相比，

培训后全科医师检眼镜检耳镜理论知识考核成绩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培训

后全科医师对日后常规使用检眼镜检耳镜抱有信心与兴趣。 

结论  眼科及耳部基本疾病在全科医师日常工作中非常常见，因此检眼镜及检耳镜的使用应为全科

医师必须掌握的一项基本技能。我国全科医师对检眼镜检耳镜掌握情况不理想，目前针对全科医师

的培训方式都是以理论授课为主，缺乏临床技能方面的培训，特别是检眼镜检耳镜的培训更甚。通

过短期培训可提高全科医师对于检眼镜检耳镜的掌握能力，已达到满足全科医疗服务的要求。 

 
 
PU-219 

全科医学学科中外科操作技能的探索 

 
臧国尧 方力争 苏琳 陈丽英 戴红蕾 朱文华 卢崇蓉 晁冠群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全科医学科 310016 

 

目前综合性医院全科医学科的开展以门诊为主，主要管理常见病、慢性病，较少独立开展外科操

作。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全科医学科开设了门诊、病房和健康管理中心等，从 2009 年

开始独立开展全科的外科操作，对明确患者的诊断，尤其是疑难病例的诊断及指导治疗起了重要作

用，同时也为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外科技能训练提供很好的实践机会。本文旨在介绍邵逸夫

医院全科的外科操作模式并分享经验，为综合性医院全科医学科开展外科操作及外科技能培训提供

借鉴，从而完善全科医学学科的范畴，探索学科建设的完整性。 

 
 
PU-220 

老年病学在全科医学教学中的应用与探索 

 
郑欢 1 焦锐 2 黄蕾 3 谢南姿 1 罗明 1 

1.上海市同济医院老年科    2.上海市同济医院住院医师规培办    3.上海市同济医院教学管理处 

 

发展全科医学的必要性已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培养合格优秀的全科专业人才是全科医学发展的重要

课题。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和疾病谱变化对医疗卫生服务提出了新的

要求，具有多学科交叉渗透特点的老年病学则在全科医师培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济医院老

年科作为同济医院全科教研室，通过近 7 年的探索和总结，更加明确全科医生的培养目标，在语言

沟通能力培养、医事法律教育、精选案例灵活带教方面总结自身的经验，以便与兄弟院校交流，共

同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全科医学教育模式，加快全科医学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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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1 

澳洲全科医师避孕相关主题培训分享 

 
胡惠英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作为全科医生,在接诊中遇到女性病人有避孕需求,解答患者关于避孕的各种问题极为常见。如何对

基地轮转的全科医生进行生动高效的避孕知识培训,是妇产科带教老师要思考的问题。今年 7 月，

很荣幸参加了澳洲全科医师 GPT1 也就是第一年培训中关于避孕内容的学习班。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一下他们的组织形式、具体内容以及带给我们的启示。 

避孕板块的学习时间为半天历时 4 小时 15 分钟。第一个小时围绕着 OCP 即口服避孕药进行，形

式主要是角色扮演和随堂测验三种。角色扮演的主题是描述并展示如何与有避孕需求的女性进行沟

通，顺利为这样的女性开出避孕的处方。角色扮演侧重于被培训者医患沟通的技巧，具有很强的示

范性和可操作性，类似于医学生阶段诊断学问诊相关内容在避孕这一特定主题下的深化和强调。小

测验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复方口服避孕药的适应证、副作用和禁忌证。目的是测试学员对重要知识点

的掌握情况，也提醒了后续课程中的重点。 

第二个板块是分小组讨论，历时 45 分钟。具体的内容还是围绕着国外最常用也是效果最好的口服

避孕药。讨论的内容包括：口服避孕药漏服如何处理；复发口服避孕药的副作用有哪些处理办法；

WHO 关于避孕方法使用行医资格相关文档的展示。这部分内容对于将来的全科医生来说是非常地

实用，内容很细致也很重要。 

第三个板块历时 90 分钟，将学员分成 4 组，场地是 4 个能容纳 20 人左右的小教室，每位带教老

师负责一个教室内主题的内容，每个单元历时 20 分钟，小组按顺利轮换教室。4 个专题涵盖的避

孕方式包括：事后紧急避孕药、曼月乐、屏障避孕（包括男性输精管结扎术、女性腹腔镜输卵管绝

育术）、避孕埋植剂和长效避孕针。以我印象深刻的曼月乐主题为例。带教老师准备的教学材料包

括一个曼月乐实物，每人一份关于曼月乐的详细介绍，小组内每位学员都有的一组小卡片。短短 2

0 分钟时间，老师用实物演示了曼月乐的构造，如何打开包装，如何放置操作，每一个操作要点都

着重讲解。随后利用那组小卡片，梳理与曼月乐相关的重要知识点。每张小卡片上有一条描述。要

求学员会自己判断将描述归为对或者错。卡片上的内容举几个例子，如：曼月乐有效期为 5 年；曼

月乐被证明能够治疗严重的痛经；曼月乐放置时子宫穿孔的发生率为 1：1000；曼月乐肯定能抑制

排卵。而这些小卡片上的知识点都能够在老师给的详细介绍中找到，曼月乐实物和小卡片将回收在

下一组时继续使用，介绍资料将由学员保留。 

最后半小时是总结和答疑。整个学习班从避孕内容上来说，重点突出 OCP，涵盖全面即目前常用

的避孕方式都进行了细致的讲解，医患沟通也被关注；组织形式上来说，讲解、讨论、演示、测

试、答疑、分组、轮转等等多样化；培训目的也真正做到要让每一个学员都能扎实掌握，要让每一

个重要知识点都能在培训班中得到强化。可以看出，培训班的设计者用心良苦，我们也可以从中学

到很多。 

 
 
PU-222 

医学人文在我国全科医学生教育上的发展方向 

 
朱晓丹 1 李琰华 1 

1.浙江中医药大学    2.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我国全科医学的起步虽较晚，但发展势头仍然可观。2000 年卫生部颁发了《关于发展全科医学教

育的意见》、《全科医师岗位培训大纲》、《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试行办法》、《全科医师规范化

培训大纲 ( 试行) 》，提出要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需要的全科医学教

育体系，培养一大批能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卫生保健需求的全科医学人才，本文就全科医学国内外人

文教育的发展现状分析，提出我国全科医学发展的一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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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3 

全科医生开展循证医学培训的实践可行性分析 

 
费娇娇 1 李琰华 1 

1.浙江中医药大学    2.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循证医学自提出以来，受到了各医学专业领域的重视和运用，以循证方法学获得最佳证据指导临床

决策的方法亦广受推崇。全科医学“以患者为中心的健康照顾”的基本原则与循证医学“最佳证据、医

生技能和经验、患者价值和期望”这三方面的核心相一致。研究证实，开展全科循证医疗可促进全

科医学学科发展；有助于全科医生专业素质的提升；更利于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因此，实施全科

循证医疗的理念将是势在必行。然而，受限于证据本身因素、全科医生自身因素、患者愿望因素，

这一理念的具体实施面临重重困难。本文就循证医学在国内外临床实践中的运用情况，以全科医生

开展循证医学培训的可行性作一综述。 

 
 
PU-224 

全科医生网络自主学习平台建设的必要性 

 
高伟飞 1 李琰华 1 

1.浙江中医药大学    2.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对应用网络自主学习平台在全科医师培养过程的必要性作一综述 

方法  通过检索中国知网和 PubMed，选定 19 篇文献来作一综述。 

结果与结论  在全科医师培养中建设网络自主学习平台有其必要性。 

 
 
PU-225 

西安医学院首届订单定向免费全科医学生 

报考动机及职业承诺状况调查 

 
王敏娟 李亚军 贺燕燕 李雷 黄慧云 黄灵娟 石颖鹏 王霞 倪亚萍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710077 

 

目的  了解西安医学院首届订单定向免费全科医学生的报考动机及其职业承诺，为国家免费医学生

项目的顺利实施及医学院校的教育培养工作提供依据。 

方法  以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实习的 106 名 10 级五年制全科专业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为研究

对象，采用自编调查问卷进行调查，使用 SPSS18.0 软件对数据录入进行处理与分析。 

结果  回收有效问卷 97 份，在 97 名学生之中有 58.8%的学生对自己所报专业相关政策缺乏了解；

47.4%的同学对基层全科医生的职业定位不清晰；家庭困难（28.9%）和保障就业（26.8%）在学

生选择本专业的各因素中居于前两位；58.8%的同学的基层从医意向不坚定；仅有部分同学坚守基

层从医的信念。 

结论  西安医学院首届订单定向免费全科医学生报考时对项目相关政策的知晓率较低、对基层全科

医生的职业定位相对模糊、学生的报考选择具有一定的盲目性，部分学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对定向

职业的就业承诺的动摇。职业价值观教育及社会交换的公平原则的体现可能有利于保证订单定向免

费全科医学生真正的下得基层、留在基层、扎根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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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6 

推进医教协同育人机制，筑牢基层全科医生培养基础—以“盐卫-

医教”紧密联合体内实施临床专业小班一体化教学为例 

 
乔学斌 1 史卫红 1 刘红 2 

1.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2.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 

 

目的  实施“校院共培，三三分段”、即“1.5+1.5”的人才培养方案，推进医教协同育人机制，筑牢“3+

2”基层全科医学人才三年临床专科的培养基础。 

方法  依据江苏省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标准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标准，考察遴选 10 所临床

学院及其联合体内的 11 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打造“盐卫-医教”紧密联合体；对接基层岗位任务和

执业能力要求，264 名同学首先完成“1.5”在校的基础和桥梁课程授课，后“1.5”在“盐卫-医教”紧密联

合体内的 10 个“医疗联合体”内全程实施小班化教学，每个“医疗联合体”内的学生数为 22-30 人，实

现“0.5”的临床课程授课和“1.0”的临床学院、社区基地实习一体化培养。目前已经完成了“0.5”的临床

学院教学，临床学院和社区基地实习大纲的细化和认证，学生已顺利进入“医疗联合体”内实习。通

过明确教学目标，制定管理制度，师资培训、同课程集体备课，校院教学运行监控，示范教学、教

学竞赛，制定临床技能考核标准，加强实训基地建设等举措确保培养质量；同时通过兼职教师培训

调查问卷意见反馈；第三方教学督导巡查访谈和量表评价；教师评学和学生评教问卷调查和访谈；

学生问卷调查；学生统考成绩评比全面对临床学院教学质量实施评价。 

结果  回收所有阶段发放的问卷，其中兼职教师培训调查问卷妇、儿和外科组各 66 份； 第三方教

学督导巡查访谈和量表评价 30 份；教师评学和学生评教问卷调查和访谈 118 份；学生对临床学院

硬件设施、教学管理、临床老师的带教态度、带教质量、自我管理等方面的评价调查问卷 264 份，

并对学生所在临床学院的期中、期末统考成绩进行比较分析，总体情况令人满意。但部分临床学院

在教学查房、学生管理方面还有欠缺，个别小班统考成绩不十分理想，小班内同学统考成绩还有明

显差异。 

结论  在“盐卫-医教”紧密联合体内实施临床学院小班一体化教学，既促进专兼职教师师资团队的建

设，又实现了专业与岗位的对接、理论学习与岗位实践的对接，有利于早期建立学生的临床诊疗思

维。临床学院能够胜任临床教学任务，教学效果满意。但在实施过程中需要不断优化教学方案、强

化教学管理，完善临床学院教学质量评估体系，才能不断推进医教协同育人机制，筑牢基层全科医

生的培养基础。 

 
 
PU-227 

台湾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启示 

 
吕光辉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为实现到 2020 年人人享有的基本医疗服务，必须加强社区卫生服务队伍建设，依靠全科医师增加

社区服务能力。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培养高素质全科医师的重要途径。虽然我国全科医学教育

体系初步形成，但尚有许多不足之处，需积极借鉴优秀全科教育经验助力发展。而台湾全科医学发

展迅速，目前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全科医师培训。本文简要总结了台湾全科住院医师培训的基

本情况，从而为我国大陆的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提供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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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28 

CanMEDS-FM 框架介绍及其应用实例分析 

 
郑嘉堂 1,2 孔玉侠 1,2 董爱梅 1,2,3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全科医学教研室    2.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学系    3.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 

 

基于加拿大皇家内科和外科医师学会(RCPSC)发布的 CanMEDS 框架，加拿大家庭医师学会（CF

PC）修订了 CanMEDS-FM 框架（CanMEDS-FamilyMedicine）。本文介绍了 CanMEDS-FM 框

架中阐述的全科医师在提供综合性、持续性的照顾与实践时所需的 4 个基本原则和 7 种岗位胜任

力，并结合全科医师在儿科实践中的实例，具体分析如何培训、评估全科医师岗位胜任力的不同角

色，以期达到改善全科医师对患者的照顾质量，确保全科医学领域的毕业后培训紧贴社会的需要这

一终极目标。 

 
 
PU-229 

在临床教学医院开展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全科医学科毕业实习 

 
齐殿君 于晓松 王爽 于凯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探索在临床教学医院面向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开展全科医学科毕业实习和评价方式。 

方法  以中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 144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将学生随机分为实验组（72 人）和对

照组（72 人）。实验组学生安排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全科医学科病房参加为期一周的毕

业实习，对照组安排在相同医院的其他内科学病房实习一周。用出科考试、调查问卷法和访谈法评

价教学效果。用 SPSS11.5 进行数据处理。 

结果  实验组的出科考试成绩和对实习的满意度，与对照组相比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实验组学生对全科医生制度、三级医院全科医学科、社区和大医院之间的双向转诊、全

科医生连续性服务、全科医生综合性服务的认识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实验组将来从事全科医学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面向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开展全科医学科病房毕业实习完善了本科生全科医学教学体系，深

化了学生对全科医学的认识，增加将来从事全科医学的可能性，对全科医学的发展和全科医生制度

的建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PU-230 

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探索与实践 

 
祁祯楠 1 董爱梅 2 苗懿德 5 齐建光 3 姚弥 4 迟春花 6 郑家强 7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全科医学教研室    2.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    3.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 

4.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     6.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科    

7.英国伯明翰大学 

 

随着国家深化医改、分级诊疗的不断推进，全科医生作为基层医疗服务体系主力军，对医改的推进

实施具有重要作用。全科医学教育作为培养优秀全科医学人才、实现分级诊疗的基石，是未来国家

医疗卫生体系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因素。北京大学医学部作为医学教育的领军队伍，在构建教

学体系、探索教学模式方面一直发挥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学医学部自 2011 年成立全科医学学系以

来，将全科医学学科建设作为教育教学改革的顶层设计，一直致力于借鉴国内外优秀全科医学教学

培养经验，打造具有可实施、可复制、可推广的全科医学教育体系，为培养具有“岗位胜任力”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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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全科医学人才、实现全科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尝试和积极的贡献。 

 
 
PU-231 

加强医学人文建设建设，提升优质服务能力 

 
刘刚 徐秋培 

扬州市邗江区方巷镇黄珏卫生院 225118 

 

近年来，医学人文精神的缺失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社会迅速发展，行业竞争激烈，人们的

心理压力增大，人们更加需要健康的身体，也更注重健康和生命的价值。由于缺乏医学人文关怀，

一旦在诊疗过程中发生不理解和医疗纠纷时，往往使医患双方相互不能体谅与理解，而且会激化矛

盾和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医学人文是知识经济时代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医疗卫生行业必须避免

服务工作纯利益化，时代的发展呼吁重视医学人文素养，现代医学更需要注重人文精神，如何加强

人文建设，提升优质服务能力，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通过针对目前客观存在的现状进行详细分

析并提出了加强政府部门和医院领导者对医学人文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医院文化建设，树立医

学人文精神；加强医学人文知识培训，提升医学人文素养；开设医学人文的课程、增设展示平台、

提供人文关怀；加强诚信医院与医德医风建设，开展“白求恩杯竞赛”活动；加强诚信医院与医德医

风建设，开展“白求恩杯竞赛”活动；打造品牌医院，重塑服务理念等一系列合理化的建议。希望通

过建议的逐步实施，加强医学人文建设，营造医学人文精神的氛围，努力提升医务人员的人文素

养，提供充满人文关爱的优质医疗服务，不断改善医患关系、促进医患和谐，从而推动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和卫生计生事业健康发展。 

 
 
PU-232 

医护人员对阿尔茨海默病知识的了解现状 

 
刘振 郝立晓 贾建国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2400 

 

目的  通过文献综述了解我国医护人员对阿尔茨海默病知识的了解现状，并对比国外医护人员对阿

尔茨海默病知识的了解水平，分析影响因素，指导进一步的教育工作。 

方法  文献综述。 

结果  我国医护人员对 AD 知识的掌握还是低于国外的国家的水平。其原因可能与国外的调查对象

相对更加专业，为神经或精神科专业，而我国的调查对象更为广泛。但相比于国外对全科医师及护

理相关人员我们也处于较低的水平，可能于我国卫生领域整体对 AD 关注低于国外水平，对针对 A

D 教育、宣传相对较少有关。在影响 AD 知识掌握方面，以上研究普遍认为学历、护理/照顾 AD 患

者经历、教育培训对 AD 知识的影响巨大。反映出医学是一门经验型学科，实践对医学知识掌握的

重要性。同样展现了继续教育的重要性，医学科学在不断向前发展，医学工作者也需要不断的学

习，提高学历，丰富我们的知识，才能适应卫生需求的变化，为广大群众做好卫生服务工作。有研

究显示在校学生大学生对老年痴呆症知识掌握不佳，对老年痴呆症患者态度较消极，其主要原因是

社会对 AD 宣传不够，学校对 AD 的课程没有相应的安排。这也提示我们，也应该加强社会宣传、

加强校园内的 AD 课程安排。 

结论  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其病程隐蔽，缓慢进展，对患者的生活能力

和社会功能有难以逆转的损害。而且随着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导致人口老年化，老年痴呆症的发

病率日趋增高。从“知、信、行”的健康干预模式可以发现，只有提高医护工作者对 AD 的认知，才

能积极的对 AD 患者开展三级预防，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减缓疾病的进展。阿尔茨海默病的挑战

之一就是向 AD 患者及其照顾者和范围更广的社区提供教育。因为当患者和其照顾者有充足的关于

AD 的诱因和 AD 引起并发症的知识，他们可能会有因此而获得更好的处理疾病和制定相应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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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能力。但以上研究中均未调查社区卫生工作人员，对于目前基层的社区卫生卫生工作人员对

AD 的知识的情况了解并不充分。我们需要进一步开展社区卫生工作人员的 AD 知识调查。为进一

步开展社区卫生人员 AD 相关知识的继续教育培训做好基础工作。 

 
 
PU-233 

全科医生培训——协和的探索 

 
沙悦 曾学军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2014 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全科学系成立，北京协和医院全科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基地开始招收全

科规培生，我们在以往医学教育的基础上开始了新的探索。 

一、继承基于临床的教学传统，发挥协和文化底蕴，传承协和精神 

全科医学在协和是一项新生事物，而作为我国疑难病诊治中心，协和做全科能否“接地气”呢？首

先，强调医疗中的整体观念、强调医生医疗的综合能力和临床带教能力，是协和医疗文化传统中最

本质的传承之一，这与全科医学教育所倡导的全科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其次，协和各科室一贯重视

临床工作中的传帮带，并始终坚持科室间的交流合作，这是协和整体实力强劲的保障。以内科为

例，协和是国内唯一始终保持大内科建制的大型综合医院，而且本着在专科化高度发展之下实现

“大内科回归”的思想，于 2004 年率先建立了普通内科。协和内科大查房使内科各专科之间，乃至

院内各临床-辅助科室之间基于案例的临床交流从未间断，是学界传颂和学习的典范；而普通内科

每周一次的专业组查房由内科各专科高年资医生共同参加其住院患者病例讨论，为内科各专科甚至

全院各科室提供了合作诊治的平台。这种基于临床的跨学科、跨专业的真实案例交流，不仅提升了

各科医生的整体观念和全人观念，而且不断将前辈们“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的精神生动地展现

在一代代年轻医生面前，协和的文化底蕴和教学传统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得以传承，从医学生、住

院医生开始，熏陶了一代代协和人的“科学脑”和“人文心”，构筑了最能打动全国各地各学科进修医

生的“协和精神”。回归医学本真，精益求精地追求疾病真相，大爱无疆地关心患病的人，正是当今

医学事业发展的真谛，也是全科医生培养中最需凝聚的灵魂，是全科医生培养大纲中的关键组成。

所以，继承和发扬协和的百年传统做好全科，为业内树立榜样，是当今协和人的光荣使命。 

二、整合教学资源，强调临床带教老师的榜样和示范作用 

在住院医生初期阶段，未来全科医生与未来专科医生的培训重点是高度一致的，主要在于医生基本

能力的培养，例如常见病诊治能力、临床思维能力、危险识别能力、临床应急能力、人文沟通能力

等。做全科培训，就是要通过教学管理将全科培训大纲与协和已有教学培训模式有机结合。 

协和住院医生培训一贯有跨科室轮转的传统（例如，急诊、中医、老年、皮肤、特需、心理、检验

等科室新人要先轮转内科），由各科教学主任、教学秘书在教育处协调下统一安排，全科规培生也

不例外，只是涉及科室更广。轮转过程中，带教老师的榜样和示范作用，才是促进年轻医生成长的

核心和关键。协和实行总住院医师制度、青年教师培训制度等，将临床教学、人才培养始终贯穿于

医疗实践中，在一代代医生成长的同时便伴随着一代代临床教师成长。多种形式，分层教学，人人

是学习者，人人是教育者。以全科培训的骨干科室——普通内科为例，实施多年的病房住院医生小

组长制度促进了病房中的分层教学工作，每周固定的医学生晨读会，住院医生案例讨论，住院医组

长晚查房，主治医生讲课，科室文献阅读俱乐部等，在临床工作中营造了浓厚的教学氛围。正是这

种广覆盖的教师榜样作用和临床实践中的教学氛围，赋予了规培生广阔的学习空间，是年轻医生成

长的重要源泉。 

三、以普通内科为核心促进全科实体化，实现师资梯队化建设 

协和普通内科在建立之初，即参与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社区重大疾病适宜技术规范”的制定，十

余年来积极投身于国家新医改的探索中。秉承“大内科回归”的思想，普通内科在院内承担“守门人”

角色，在院外面向社区开展分级诊疗工作，坚持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合作探索双向转诊和全科医生

培养，为协和全科住培基地的建立、全科医生和师资的培养奠定了基础。由普通内科牵头开设全科

门诊，既能够密切与社区的医疗联系，又能够在近 10 年“督导式普通内科教学门诊”的经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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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解决全科培训中极其重要的门诊教学环节，同时为全科科研提供了新的平台。可见，在医院和

行政科室的支持下，以临床平台科室——普通内科为桥梁衔接医院与社区，使得协和全科工作实体

化具有了核心力量。 

师资培训是规培的重中之重，全科更是如此。注重综合能力和终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在临床带教中

为规培生做榜样，是对所有临床带教师资最重要的要求。作为协和公认的重要教学基地，普通内科

多年来致力于“培养师资的师资”，从建设住院医生组长制度，到开展青年骨干教师临床教学技能培

训，始终重视青年教师培养，积极组织翻译美国内科学会（ACP）的系列临床教学丛书作为师资培

训参考书；作为主要执行者负责实施的协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内科住院医生交换项目，至今已

有 10 年历史，历年来参加交流的医生逐步成为内科年轻的中坚力量，成为全科规培生内科轮转中

重要的临床带教师资；而参加对外交流的医学生对全科医学主动表示出的兴趣，使我们对协和全科

发展的人才梯队建设更具信心。 

综上，以普通内科为龙头，建立多科协作的、医院与社区联合的专业性教学体系，充分发挥普通内

科的桥梁和组织作用，整合协和众多的临床和教学资源，继承基于临床的教学传统，发挥协和文化

底蕴，传承协和精神，是协和做好高质量全科培训工作的保障。协和将承担起历史使命，不断在新

的探索中前行。 

 
 
PU-234 

综合医院全科医学科建设之二：全科病房篇 

 
韩婷婷 刘娟娟 任菁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310003 

 

综合医院建设全科病房有利于全科医疗的全面展开，是对综合医院诊疗的补充，为全科医学科教医

研的开展提供必要的场所。全科病房服务对象包括未分化疾病患者、多种疾病并存患者、需要连续

性、综合性照顾的慢性病病人、需要临终关怀的疾病终末期病人及有其他特殊需要的人群。全科病

房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医院管理部门的支撑和全科医护的共同努力。其发展虽然困难，却是全科医学

科发展不可或缺的一块。本文论述了综合医院建设全科医学病房的必要性及现状。 

 
 
PU-235 

全科医生培养的现状与模式探讨 

 
徐志杰 

第二军医大学学员旅 310013 

 

全科医生作为社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在基层医疗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其培养模式是国内外医

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国对全科医生的培养起步较晚，力度亦较为欠缺，故急需认清当

前存在的问题所在，同时应积极借鉴国外成熟的培养经验，为我国的全科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提供可

尝试的途径。为进一步探索全科医学人才教育和培养的发展道路,本文通过搜集整理有关全科医学

人才培养的文献，在阐述了当前国内外全科医生教育体系的基础上，回顾了国内外全科医学人才培

养的现状，并对我国近年来在培养全科医生的道路上发展出的多种模式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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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36 

近观美国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 

 
姜春燕 1 祝墡珠 2 郑加麟 3 童曾翰 3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全科医学科     3.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 

 

目的  实地了解美国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项目，为我国的全科医生培养提供参考。 

方法  赴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University of Nebraska Medical Center, UNMC）参加全科

医学师资培训，实地接触了解美国全科医生的规范化培训项目。 

结果  美国全科医生的规范化培训项目发展比较成熟，培训效果较好，以下几点令人印象深刻：1.

培训项目设计严谨实用，确保经过培训的全科医生能够为居民提供安全、高质量、综合性、连续性

的医疗照护。美国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项目专业设置全面，重视在社区诊所的培训和解决社区常见

健康问题的能力，强调对临床实用技能的掌握，充分体现全科医学综合性、连续性的特点，不断强

化全科医生的全科意识。2.美国的全科医生以诊所服务、医院服务和护理院服务为主导，服务内容

涵盖预防、保健、治疗、康复、健康教育等多个方面，并对慢性病人和康复期病人进行持续追踪管

理，真正实现为个人和家庭提供全面、连续的健康和医疗照顾。3.注重医患沟通、提高人文修养是

全科医生的必备技能，沟通技巧和人文关怀贯穿美国全科医生培训全过程和临床实践。以上几点可

为我国的全科医生培养提供参考借鉴。 

结论  标准化、规范化的住院医师培训项目是美国全科医生培养的基石，是美国高质量初级医疗卫

生保健服务的关键。 

 
 
PU-237 

浙江省全科师资培训意愿及需求调查分析 

 
任文 刘颖 邱艳 任菁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310003 

 

背景 探讨全科师资培训需求及意愿，比较全科医学专业全科师资及非全科专业全科师资培训需求

差异。 

方法 对参加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培训的全科师资进行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全科师资一般情况、

师资培训意愿以及师资培训需求。 

结果 84.8%的全科师资愿意承担带教，主要原因是在教学中学习和全科医学发展的责任感。仅有

7%的全科师资主要因工作负荷大不愿意从事全科教学。全科师资目前尚需加强培训项目中排在前

四位的分别为带教能力 78.7%，讲座能力 69.7%，交流沟通能力 68.2%，临床基本技能 66.7%。

全科医学专业全科师资及非全科专业全科师资在培训结束后是否会承担带教方面有显著性差异（c2

=7.33，P<0.05）。 

结论  全科师资培训前应充分了解师资的培训意愿及培训需求，根据培训意愿及严格的准入标准筛

选培训全科师资，根据培训需求制定个性化的培训方式及培训内容。 

 
 
PU-238 

浅析全科门诊首诊患者问诊技巧培训 

 
刘娟娟 任菁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全科医疗科 310003 

 

作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全科医生被赋予重要的责任。全科医疗的独特理念、特点和工作内容，

使得全科医师培训更需侧重于门诊教学。全科门诊接触到较多的首诊患者，病情常较为复杂、或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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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明确病因，如何对全科门诊首诊患者的问诊，有效的获取患者的病情和想法，给予恰当的诊治，

是全科诊疗过程中的一种重要问题。本文就浙大一院全科门诊首诊患者的问诊技巧进行阐述，希望

能为国内同行提供参考借鉴。 

 
 
PU-239 

护理本科社区卫生实训效果评价与分析 

 
刘露霞 钟宇 

渝中区大溪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00010 

 

目的  了解护理本科生参加社区卫生实训的效果及问题分析，提出对策。 

方法  对 2013 年 7 月～2015 年 12 月来本中心实训的 223 名重庆医科大学护理院校本科护理学

生，进行实训前后自行设计的“社区实训内容了解程度”统一问卷调查，所获取的数据资料用 excel

建立数据库，对社区卫生功能、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了解程度（3 大条 18 小点）的实践

前后的变化情况，进行对比分析评价。 

结果  实训生实训后对（3 大条 18 小点）了解程度较实训前社区功能（1～4 点）在实训前了解占

比 10.31%～38.57%，实训后了解占比 86.10%～95.96%；基本医疗（5～8 点）在实训前了解比

例 7.17%～34.98%，实训后了解占比 89.24%～96.41%；基本公共卫生服务（9～18 点）在实训

前了解比例 8.52%～60.54%，实训后了解占比 89.69%～98.21%。 

结论  通过本中心护理本科生实训前后的问卷调查对比，实训涉及的内容从不了解到了解有很大幅

度的提高，护理本科生的实训达到较为满意的成效，但同时对社区诊断、接诊技巧、重性精神疾病

患者管理规范的实训过程有待加强。 

 
 
PU-240 

浙江省全科骨干师资培训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戴红蕾 1 方才妹 2 朱文华 1 何君君 1 陈丽英 1 臧国尧 1 卢崇蓉 1 方力争 1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2.浙江省医学继续教育发展中心 

 

目的  通过对 2011 年开始的连续 5 期浙江省全科骨干师资培训学员进行问卷调查，以了解培训效

果，进一步提高师资培训质量。 

方法 对已毕业的 2011 年至 2015 年浙江省全科骨干师资培训的 5 期所有学员发放问卷进行调查，

了解所有学员对培训各阶段的反馈意见。 

结果  共发放问卷 680 份，有效回收 471 份，平均年龄为 37 岁；其中男性 273 位（58%），女性

198 位（42%）。经过全科骨干师资培训后从事全科专业的人数由培训前的 30%提高到 50%。理

论培训阶段，对理论课程时间的安排、理论内容的设置及理论课的教师水平的满意度分别为：9

0%、89%和 96%。临床培训阶段，对临床培训轮转时间的安排、医院轮转管理、医院轮转安排、

专业学习及临床培训医院对师资能力的培训及考核满意度分别为 78%、86%、79%、86%和 8

7%。社区实践培训阶段，社区培训的轮转管理、社区培训对临床能力的提高及社区培训对全科理

念、信心的促进作用满意度分别为 82%、76%和 93%，不同临床培训基地的满意度有所差别。在

对师资培训的总体评价方面，分别有 95%、88%的学员认为对全科能力的提高和作为师资的带教

能力上有帮助，有 89%的学员表示还是希望能够再次参加师资培训。 

结论  全科骨干师资培训在理论培训、医院临床培训及社区实践培训等方面总体满意度都较高，其

中认为有全科医学科全程管理等的满意度高于认为没有全科医学科全程管理的，不同培训基地的满

意度也有所差别，说明在师资培训过程中需要有全科专科的全程参与管理，重视培训的过程管理，

才能提高培训质量。在培训对象的选择方面还要落实到位，对真正从事全科医学的骨干人才进行培

训才能在后续的工作中发挥师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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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1 

哈尔滨市全科医生培养所遇问题之我见 

 
张喻淇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50086 

 

目的  发现哈尔滨市全科医生培养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结合政府、上级医院、社区医院、医生、

患者及群众的力量，尽力解决力所能及的问题，为哈尔滨市全科医生培养制度的落实及相关政策的

制定提供可行性建议。 

方法  对哈尔滨市南岗区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和哈医大二院规培生就全科医生培养相关问题进行问卷

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对全科的认知度、就业意向以及对目前工作环境、

政策、个人发展以及收入方面的满意程度等。 

结果  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哈尔滨市现职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学历层次偏低，现任职称情况及评定标

准距离国际通用标准还有一定差距；医学生对全科医 生认同度较低，就业仍以专科医生为主；社

区医疗服务人员对社会环境、个人发展、工资待遇水平等满意度偏低。 

结论  哈尔滨市全科医生培养中存在很多问题，应加大政府对全科医生的重视力度，加大媒体宣传

的引导力度，加大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的力度，提高全科医生薪资待遇，提高全科医生的社会地

位，这样才会促进哈尔滨市全科医学的发展，才会有利于国家全科医学制度的落实。 

 
 
PU-242 

学生成长档案袋在本科生《全科医学概论》必修课教学中的应用 

 
齐殿君 于晓松 王爽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全科医学科 110001 

 

目的  探讨学生成长档案袋在《全科医学概论》必修课教学中应用的作用和意义。 

方法   以中国医科大学 96 期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 122 人为研究对象。在《全科医学概论》

必修课授课结束后应用学生成长档案袋进行形成性评价，并对使用效果进行评价。应用 SPSS13.0

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60%以上的学生同意或非常同意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核心能力。60%以上的同意或非常同

意教学帮助学生掌握各项全科医学基本原则。学生课后将来从事全科医学专业可能性较课前明显提

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学生准备成长档案袋的平均时间是 3.23±1.82 小时。122 名

学生中有 119（97.54%）名学生认为成长档案袋有助于促进学生进行教学反思，98（80.33%）名

认为成长档案袋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 

结论   在《全科医学概论》必修课教学中的应用学生成长档案袋有利于促进学生进行教学反思，提

高教学质量。 

 
 
PU-243 

健康教育助力  创建和谐医疗生态 

 
张毓艺 

北京医院 100730 

 

该文针对当下我国医疗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就医难、药费贵、医患矛盾加剧等做深度剖析，指

出：目前，我国的医疗卫生改革进入深水期，面向各个方面的改革举措不断推出并在实践探索中—

—法制法规在努力完善中，全国各地医疗软、硬件建设都有大幅度提升，硬件建设不是构成并影响

制约发展的主要因素，在找不到兼顾各方利益、满足各方需求的措施的前提之下，应转变思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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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从开展科学的全民健康教育与患者教育入手，创建绿色和谐的医疗生态——医患间彼此良好的

人际关系、营造和谐的外部氛围，这种作用于人的认识观、价值观等意识形态层面的工作开展能较

好地发挥助推、加速的作用，为将来顺利铺设改革之路保驾护航。 

选择从健康教育做突破口之后，首先阐释什么是“健康”和“健康教育”：对照 WHO 关于健康定义的

阐述，“健康”包括了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四个方面皆健全诸多内涵。“健

康教育”旨在通过教育活动向群体宣传各方面的健康知识，帮助人们树立健康的意识，形成健康的

生活理念，培养人们有益于健康的行为和生活习惯，消除或减轻影响健康的潜在危险因素，为防

病、治病提供理论上、行为上的支持和帮助。 

接下来分析我国当下的健康教育生态：喜忧参半，表现为：（1）老百姓的健康意识迅速增强。

（2）健康教育内容在逐步走向偏颇，带给大众的健康空间越来越逼仄。（3）过渡渲染、放大医疗

事故，增加了医患之间的不信任感，污染了和谐的医疗生态。因此现在是一种失衡的状态。 

面对现实问题，作者最后重点阐述个人对如何开展健康教育的几点看法，总体概括为：修正纠偏、

补充完善、多管齐下，多方发力创建健康教育生态。 

具体做法 1.把健康教育的内容做实、做丰富、做理性。2.教育形式真正服务于内容，多样但不偏离

轴心。3.从事这项工作的教育者各方要共同担责。 

作者最后指出：医疗卫生事业属民生工程，关系百姓福祉，社会、医疗团体、普通百姓都有责任和

义务在当中发挥作用，健康教育先行，在后续改革措施未出台之前，想方设法壮大先行力量，共同

走入和谐医疗生机盎然的春天。 

 
 
PU-244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学教学的思考 

 
张陆 杨军 杜旭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长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10166 

 

目的  通过基层全科医生带教全科医学科临床实践来培养具备全科医学接诊理念，能适应基层卫生

工作的医学人才，思考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全科医学教学的模式。 

方法  选取 33 名 2014 年-2015 年中国医科大学临床实习学生，2014 年在长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学

习的 18 名学生按照基础教学 LBL 模式 PPT 授课培训、观摩带教、集中讨论等教学；2015 年通过

改造具备教学功能的门诊对 15 名学生按照问题为基础的教学 PBL 和团队教学 TBL 模式，在教师

指导下学习沟通技巧、诊症技巧及推理方法的学习以及情景模拟训练的方法学习培训和教学，学习

结束后进行结果评估。 

结果 经过两个学期的教学对 2 组学生进行应用列斯特评估量（LAP）进行教学结果评估，将 2 组

学生的评估结果输入 spss19.0 2014 年学生获得 C 以上的学生 10 名占 55.6%，2015 年获得 C 以

上的 14 名占 93.3%，通过卡方检验 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讨论 全科医学教学包括理论和实践，更加突出全科医学思维模式的学习，探讨适合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可以应用的、有效的并能客观评价的方法，通过全科门诊改造，让学生在门诊学习全科医生应

诊的策略和方法，避免培养出来在全科岗位上工作的专科医生，无法适应基层工作。力争在学校阶

段就普及全科医学思维，让喜欢全科医学的学生将来能走到基层岗位，提高基层卫生服务能力，解

决社区居民的切实问题，做好基层首诊，更好地发挥基层卫生在医改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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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5 

基于冰山理论的全科医生医患沟通能力培养 

 
朱夏媛 1 吴浩 2 葛彩英 2 李小霞 1 李智莉 2 

1.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2.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疗模式是以人为中心，强调生物学、个人、家庭、社区和社会系统多层次关

系对疾病的影响。目前，由于医患双方地位差异、掌握的信息量不对称、对疾病的认识角度不同，

医患之间的沟通越来越重要。在大力发展全科医学及传统医学教育忽视医患沟通能力培养的背景

下，全面提高全科医生的医患沟通能力是时代的需要、国家的需要、社会的需要。  

完整的“冰山”分为水面以上的冰山尖角及水面以下的三角形底部两部分，“水面以上部分”用于形容

不同领域中可以看见、可以测量、容易改变的部分；“水面以下部分”用于形容不同领域中难以看

见、难以测量、较难改变的部分。为了对患者有一个更清晰、全面、系统的认识，在“冰山理论”的

启发下，我们构建了一个“患者就医冰山理论模型”，在“患者就医 ICE 模型”中，就医行为属于“显性

因素”，而患者的想法（Ideas）、担忧（Concerns）、期待（Expectations）属于“隐性因素”。运

用“患者就医 ICE 模型”，在医患沟通中发掘患者就诊的内在驱动因素，满足患者的隐性需求，更好

的实现生物-心理-社会三维医疗模式的对接。  

在医患沟通过程中我们通过详尽的病史采集即 SOAP 结合 BATHE 问诊法，从生物、心理、社会三

方面获知患者就诊的真实原因，同时运用恰当的语言沟通技巧（列斯特评估量表）、非语言沟通技

巧（空间距离、目光接触、倾听、语音语调、适当保持沉默）等方式挖掘患者的隐性就诊需求，取

得患者的充分信任，营造良好的医患沟通。运用“冰山理论模型”培养全科医生着眼于整座“冰山”的

能力，以提高其发现患者就诊的显性因素为基础，重点培养隐性因素的识别能力，全面提升全科医

生的医患沟通能力及应诊能力。  

 
 
PU-246 

基层全科医生继续教育模式的探讨 

 
张涛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全科医学教研室 121000 

 

目的  通过对本地区基层全科医生的继续教育培训，探讨在基层全科医生的继续教育模式中存在的

问题及对未来的展望。                  

方法  授课对象选择本地区周边四座城市的基层全科医生分别办班培训，每期学员人数 200 人左

右，一座城市一年 4 期；课程内容根据对基层全科医生的调查需求及我地区的环境因素、生活方

式、工作压力等特点所致的疾病高发情况进行设置；采用 LBL 教学法与 PBL 教学法相结合的授课

形式。通过问卷调查方法收集学员对全科医生继续教育模式的看法。 

结果  基层全科医生对授课形式及课程内容设置较满意，但由于我国至今仍没有一个较完善的继续

医学教育模式，在培训中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解决，期待在基层医生培训中不断摸索探讨，而基层全

科医生开展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有其必要性。                           

结论  政府高度重视，加大资金投入；进一步完善课程设计和授课内容；加强基地建设，健全培训

体系，努力改进继续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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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47 

《全科医生转岗培训统一结业考试实践性研究》 

 
李珞畅 陈鸿雁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了解全科医生转岗培训效果及存在的问题，为改进培训方法、提高培训质量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对完成了全科医生转岗培训的学员进行统一结业考试，考试的信度和区分度采用重庆医科大

学试卷定量分析系统测定，考试的效度由重庆医科大学全科医学教研室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

培训中心的管理老师以及社区带教师资组成的专家组共同评价；将考试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

非参数秩和检验,双侧 α=0.05 作为检验水准。 

结果 2012-2015 年“理论考试” “基本技能” “体格检查” “心肺复苏”四项的中位成绩在 60-82.5 分之

间，各项考试成绩的四分位间距分别为“55.2-66.7”“64.3-77.2”“61.5-82.5”“69-87”分；“全科接诊”的

中位成绩为 65-76 分之间，四分位间距为 60-80 分；次年比前一年的考试成绩有提高（P＜0.05,有

显著统计学意义）。 

结论 考试结果显示，培训后的全科学员在全科医学基本理论、基本技能方面基本合格，但在全科

接诊综合能力方面总体水平偏低，沟通交流技巧欠缺，对基层常见疾病的诊断处理与预防保健等方

面的能力与理想状态有差距；全科学员能力的个体差异也较大。建议将来在全科医生转岗培训中强

化全科接诊能力的“实战”训练，并尝试 SP 模拟教学及分层个体化的新型培养模式。 

 
 
PU-248 

巴林特小组理论及社区实践应用 

 
张源 

上海市徐汇区徐家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030 

 

目的  通过巴林特小组相关理论的介绍，结合在社区开展的小组活动，探索全科医生职业发展中医

患关系的处理方法。 

方法 介绍 2 例在社区开展巴林特小组活动过程展示，通过案例报告、案例澄清、案例讨论、案例 

提供者反馈、回访 5 个阶段的过程展示了巴林特小组工作过程。 

结果  通过小组活动案例提供者感受到了不良情绪的释放，从他人的讨论中学会了从其他角度看到

自己面临的医患关系，从而发现处理问题的新角度。 

结论  巴林特小组活动可以帮助参与者完善职业发展，处理医患关系。 

 
 
PU-249 

全科医学系在社区与医院间作用的多维构架分析 

 
潘莹 

同济大学附属杨浦医院 200090 

 

目的  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加大对基层全科医生培养力度，建设全科师资，使全科医学专业系

统化发展。 

方法 本研究基于实证研究，介绍同济大学医学院全科医学系在杨浦区中心医院与所辖 11 家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的医疗、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等多维作用。 

结果  以同济大学医学院全科医学系为例，全科医学系确立了完善的组织机制体系，搭建社区与医

院的沟通桥梁，依靠附属医院较高的医疗和科研力量，通过全科医学系的教学资源和培训等手段，

带动社区各项工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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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全科医学系的作用于，发挥其教学的核心指导作用，带动社区的发展，培养优秀全科师资队

伍。同济大学医学院全科医学系为其他高校设立全科医学系提供指导。 

 
 
PU-250 

在全科医学中女性生殖健康保护教学的必要性及方法探讨 

 
林青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050 

 

女性生殖健康是人类发展核心，关系到种族的延续，个人、家庭的稳定幸福。我国目前人工流产率

逐年升高，未婚、未孕女性流产率，重复流产率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人工流产的并发症造成月经紊

乱、胎盘异常、继发不孕等等。我国计划生育协会开展了 PAC 项目，目的在于减少人流患者重复

流产率，已经取得很好效果。但长期追访存在一些客观问题。全科医生面向社区与家庭的综合性医

学专业学科，其主旨是强调以人为中心、以家庭为单位、以社区为范围、以整体健康的维护与促进

为方向的长期综合性、负责式照顾，并将个体与群体健康融为一体。全科医生（研究生）掌握了相

关生殖健康知识，可以继续妇产科医生之后的 PAC，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避免第一次的非意愿

妊娠的发生，避免人工流产。 

 
 
PU-251 

全科医学规范化培训学员社区实践教学安排体会 

 
曾运红 李惠霞 麦合权 李汉兴 廖海彬 

深圳市光明新区人民医院 518106 

 

目的   探讨全科医学“5+3”模式招录学员的社区实践教学环节的安排和管理。 

方法  系统梳理和总结 22 名近年分配至光明新区人民医院的“5+3”培养模式招录的学员教学安排，

分析教学安排和过程中好的做法和经验，调查学员对教学安排、带教师资、培训效果等内容，分析

存在问题和不足。 

结果  学员按计划完成社区实践环节比例高；学员完成社区实践内容后各环节不同级别考核合格率

高；学员对教学安排、师资满意率、培训效果满意率高；学员完成培训，毕业分配后，使用单位对

学员满意率高。 

结论  全科医学“5+3”模式招录学员的社区实践教学环节的安排和管理是培养合格全科医师重要环

节，要加以重视。 

 
 
PU-252 

乡镇卫生院社区实习生带教教师团队的构建与体会 

 
方舟 

绍兴第二医院平水分院 312050 

 

目的  组建合格的乡镇卫生院实习生带教师资团队，构建合理的社区实习教学体系，保障医学生在

社区医疗机构实习的效果。 

方法 通过多渠道的社区全科师资培养方式，如：浙江省全科骨干师资培训、绍兴文理学院医学院

青年教师岗位培训、乡镇卫生院核心师资“传帮带”模式等，提升我院教师的实习生带教能力，同

时，对实习生出科前进行问卷调查并对结果予以分析，评价师资团队的整体教学成效。 

结果  师资团队组建 3 年，对已完成社区实习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分析如下：在教师育人责任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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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意识方面：选择较满意及以上的占 88.74%；在教学目标与合理性评价方面：选择较满意及以

上的占 89.40%。 

结论  1.师资团队的组建是合理的；2.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社区实习效果；3.有助于提高师资的教学意

识与教学水平。 

 
 
PU-253 

三级医院全科医生培养的实践与体会 

 
王富珍 

山西省汾阳医院 032200 

 

目的   探索与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相适应的全科医生培训方案。 

方法  采用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研究国内外全科医生的培训现状和需求。  

结果  本研究依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制订了以提高临床和公共卫生实践能力为主线的

全科医生培训方案。  

结论  本方案适合我国基层医疗卫生卫生服务发展。鉴于我国全科医生培训工作仍处于试点阶段，

本培训方案有助于提高培训质量，为逐步建立和完善全科医生培训制度提供参考。  

 
 
PU-254 

以胜任力为导向的深圳市国际全科医生技能培训效果评价 

 
夏俊杰 吴华 

深圳国际全科医学和社区卫生服务研究中心 518020 

 

目的  深圳市医学继续教育中心、深圳市宝安区卫生与计划生育局联合国际初级保健教育联盟（Int

ernational Primary Care Education Alliance,IPCEA）合作成立了深圳市国际全科医生技能培训中

心，以美国各医学院校家庭医学教授及导师为师资，以提高胜任力为目的，开展以问题为导向的全

科医学骨干及师资培训，在三年的培训中定期开展在美国老师直接指导下的培训学习共 22 周，本 

文以全科医师胜任力模型作为评价工具评价其效果。  

方法 针对学员自身胜任力评价、老师对学员的胜任力评价、居民对学员的胜任力评价设计三份问

卷调查表。，回收回有效问卷共 316 份。调查工具采取 2005 年世界家庭医生组织（WONCA）修

订和完善的全科医生核心胜任力模型即 WONCA 树(WONCA Tree)模型,该模型包括了全科医师必

须掌握的 6 个方面的核心胜任力：1 初级卫生保健管理；2 以人为中心的照顾；3 解决具体问题的

技能；4 综合性照顾；5 社区导向的能力；6 整体分析与照顾]。 

结果  通过问卷调查，在学员自身、带教老师、居民三个角度评价学员的六个核心全科胜任力，比

较培训前后的得分值，结果显示培训之后学员的全科胜任力均有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详细数据略） 

讨论  深圳市在全科医师培训方面做了诸多探讨，在本项目中，通过中美双方老师与学员的共同努

力，经过反复探索，我们找到了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以提高胜任力为导向和目的的全科医生

骨干教学体系。在学习过程中，无论从病人角度还是学员自身和老师角度，学员的全科实践能力得

到大幅度的提高，在培训班学到的东西，回到社区健康服务中心马上就用得上。 

本研究显示以胜任力为导向的全科教学培训模式可以培养出切合全科工作实际的优秀全科医生及师

资，胜任力模型是很好的培训效果评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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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5 

Clinical and 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ectal 

microcystic/reticular schwannoma：A case report 

 
Su Qiaoli1,She Yi 1, He Xin2,1 

1.1. Department of General Practice，West China Hospital，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China，610041 

2.2.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610041 

 

Background Microcystic/reticular schwannoma is a branch of schwannoma, which owns a distinc
tive clinical and 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a rare occurrence. The microcystic/reticular schw
annoma presented in the rectum is even less. The authors experienced the case of a rectal micro
cystic/reticular schwannoma to study clinical and 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diagnosis and treat
ment of microcystic/reticular schwannoma. 
Case presentation A 45-year old male presented for a right low abdominal pain. The ultrasonogr
aphy and endoscopy showed bulging mass with intact mucosa measuring 1.0×1.2 cm. The pathol
ogy of biopsy revealed tumor cells arranged in a microcystic/reticular schwannoma growth pattern
 with spindle cells in a myxoid. The tumor cells showed diffuse nuclear and were positive for S-10
0, Calretinin and Nestin, some are positive for D2-40 and GFAP, and 2% of tumor cells were Ki-6
7 positive. The patient underwent a complete resection of rectal carcinoma. Patient wasn’t treated
 with any chemotherapy. Endoscopy and pathology showed no relapse of rectal cancer in 8 mont
hs follow-up.    
Conclusions Rectal microcystic/reticular schwannoma is very rare. Successful treatment of this k
ind of microcystic/reticular schwannoma depends on accurate diagnosis and complete resection.  
 
 
PU-256 

39 例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骨髓活检病理学分析 

 
梁艳 

江苏省人民医院 10249452 

 

目的  应用骨髓活检病理学方法分析 39 例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chronic myelomonocytic leuke

mia，CMML）的细胞形态学特点，通过检测免疫标记物在 CMML 中的表达，以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chronic myelocytic leukemia，CML）及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acute monocytic leukemia，AMo

L）为对照，探索其表达在 CMML 诊断中的意义及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骨髓活检病理组织学方法分析 2008 年 01 月至 2015 年 09 月初诊 39 例 CMML 的病理学

特点；采用免疫组化法，以 39 例 CMML 为实验组，同期 40 例 CML（慢性期）及 40 例 AMoL 为

对照组，检测 CD15、MPO、CD34、CD14、CD56、CD68（PG-M1）、CD163 在 CMML、CML

及 AMoL 中的表达。使用 SPSS19.0 软件，对免疫组化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分别比较 CMML 与

CML、CMML 与 AMoL 两组间差异，不同组间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P < 0.001 为差别有统

计学意义。 

结果  CMML 骨髓病理组织学提示 33 例（84.6%）骨髓增生极度活跃，粒系细胞增生明显且形态异

常，29 例（74.4%）单核细胞增多，20 例（51.3%）巨核细胞形态异常。粒细胞标记物 CD15、M

PO 在 CMML 中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21.69±7.06%，33.96±5.94%，其与 CML 及 AMoL 均有统计

学差异。单核细胞标记物 CD14、CD56、CD68 (PG-M1)及 CD163 在 CMML 中的阳性表达率分别

为 10.10±2.51%，8.69±2.66%，13.35±4.32%，11.43±4.15%，除 CD56 在 CMML 与 AMoL 的阳

性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其余均有统计学差异。原始细胞标记物 CD34 在 CMML 中的阳性表达率

为 4.31±1.98%，与 CML 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骨髓病理组织学及免疫组化有助于 CMML 的临床诊断及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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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57 

Immunopathogenesis and SETBP1 mutation analysis in 
chronic myelomonocytic leukemia 

 
Liang Yan 

Jiangsu Province Hospital 10249452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peripheral blood (PB) and bone marrow (BM) smear
s, SETBP1 gene mutation analysis, and bone marrow trephine biopsy (BMTB) histology, supplem
en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in distinguishing chronic myelomonocytic leukemia (CMML) from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CML) (chronic phase) and acute monocytic leukemia (AMoL).  
Methods  PB and BM smears were analyzed in 51 CMML patients. Immunostaining of myeloid- a
nd monocyte-specific markers in 26 CMML patients was compared that observed in 30 CML patie
nts and 30 AMoL patients. SETBP1 mutations were investigated in 28 CMML patients.  
Results  Most CMML patients presented with leukocytosis (median WBC count, 41.90±36.70×10
9/l) with marked monocytosis (median: CMML-1, 5.04±3.90×109/l; CMML-2, 10.63±11.60×109/l). B
M smears were hypercellular in 44 patients, with increased in granulocytic proliferation and mono
cytes numbers. In BMTB, CMML was characterized as hypercellular in 84.6% patients, with a mo
derate degree of monocytosis (76.9%). Approximately 34.6% of patients had slightly increased B
M fibrosis. Positive immunoreactivity in CMML patients was as follows: MPO, 33.82±6.83%; CD1
5, 21.97±7.15%; CD34, 4.44±1.98%; CD117, 1.35±0.57%). Monocytic markers, such as CD14, C
D56, CD68 (PG-M1) and CD163 were positive in mean 10.30±2.55%, 8.61±2.99%, 13.24±4.64% 
and 10.50±4.21% of positive cells, respectively. No SETBP1 mutations were detected in 28 CMM
L patients.  
Conclusions  Morphological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features of BMTB samples combined wit
h analysis of PB and BM smears are helpful in distinguishing CMML from CML and AMoL.  
 
 
PU-258 

“SFRC” 式全科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实践教学新模式探索与实践 

 
朱文华 方力争 戴红蕾 陈丽英 臧国尧 卢崇蓉 张佳 夏菁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医医院 310016 

 

为进一步探索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实践教学新模式，以提高规范化培训住院医师毕业后的岗位

胜任力。我们根据全科医师核心能力的要求，借鉴国外考核模式及内涵，结合中国的国情，在全科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创建了设置“SFRC” （即“分层递进，融合交叉，反思评价，循环提升”）式

全科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实践教学新模式，并进行探索实践，以全面提升全科住院医师的能力素

质，提高带教质量，培养高质量的全科住院医师。  

 
 
PU-259 

在三级医疗机构建立全科医疗科的思考 

 
陈丽芬 1,2 樊洁 1 王亚军 1 贾建国（通信作者）1,2 

1.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教育处    2.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医院目前已经通过国家卫计委医管中心和北京市医管局评审，允准建立全科

医学科。通过对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和全科医学科筹备的思考，本文拟从三级医疗机构“为何”和“如

何”建立全科医学科的角度，进行初步探讨。 

1 三级医院建立全科医疗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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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医疗方面 

1.1.1 方便患者，同时减轻专科压力 

全科医学科的设立有利于建立“先全科，后专科”的就医模式，解决大多数患者到综合性医院看病

难、时间长的问题；另外全科医学科可以起到正确的、专业的分诊作用。 

1.1.2 提高社区服务水平 

综合性三级医院设置全科医学科，全科医生不仅可以在综合性医院提供全科医疗服务，也可定期到

社区帮扶基层全科医生，在方便民众就医的同时，减少人均费用。 

1.1.3 真正实现双向转诊 

我国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三级医疗机构之间的“双向转诊”一直未能全面实现，关键在于三级医疗机

构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科室设置不对等。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原有的三级医疗体制

将逐渐转变成为社区—医学中心模式，综合性医院的全科医学科将成为连接社区和医学中心的桥

梁。 

1.2 教学方面 

1.2.1 有利于全科医学临床基地和社区基地建设 

在三级医疗机构建立全科医学科，真正实现全科医师首诊、三级医院和社区之间的双向转诊和分级

诊疗，有利于全科医师的培养。 

1.2.2 有利于全科医学师资队伍建设 

从长远来讲，真正的全科理念，应该实现全科医师带教全科医师。在三级医疗机构建立全科医学

科，进一步培训全科医学师资全科理念，有利于提高全科医师培训质量。 

1.2.2 有利于全科医学人才培养 

“培养全科医生,综合医院责无旁贷”。在三级医院建立全科医学科，可以为医学毕业生提供全科医疗

实践的场所，还能加快全科医学人才培养步伐，保障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人才供给。 

1.3 科研方面 

全科医学科将三级医疗机构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联系在一起。社区为三级医疗机构提供丰富的常见

病、多发病等一手流行病学资源，二者可以合作开展高质量科学研究。 

2 三级医院全科医疗科建设 

2.1 全科医疗科设置要求 

全科医学科单独设置，组织结构合理，科室规章制度和操作流程完善；门诊和病房均须具备诊疗的

相应设备设施；病例病种及临床技能操作能够满足全科医师培训的需要；人力资源包括一定数量的

医生、护士、社工等，且年龄、职称、学历结构合理；同时需要与社区共建，双方建立定点协作和

双向转诊关系，双方分别作为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的临床基地和社区基地建立联合培养全科医

师。 

2.2 全科医学科定位 

2.2.1 医疗方面 

全科医学科是临床医学二级学科，具有临床医学学科应有的全部特征，但三甲医院设立的全科医学

科又是独具特色的、不同于其他临床学科，是支持基层基本医疗服务的重要学科。 

2.2.2 教学方面 

全科医学科承担全科医学人才培养任务。全科医学学科建设和发展、全科医学人才的培养已经成为

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实现医疗卫生体质改革的重要战略目标。加强基地建设，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提升全科学员培训质量是重中之重。 

2.2.3 科研方面 

利用三级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队伍和全科医学科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双重资源，开展全科医学相

关科学研究。 

3 展望 

3.1 加大政府投入，给予政策倾斜，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目前大部分全科学员是“被动选择”全科医学；而在毕业和规培结束后，通过考博或就业“主动选择”

成为专科医师。在我国全科医学发展建设初期，需要政府给予政策和待遇上的倾斜，吸引更多的医

学生“主动选择”全科医学，真正愿意成为“全科医师”，在保证数量的基础上提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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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提升公众和专科医师对全科医疗和全科医生的认识，提升全科医生的被信任度 

现在老百姓对全科医生的认识很多时候还是“开药医生”、“什么都看，什么都不专”等。在三级医疗

机构设立全科医学科，同样需要提升专科医师对全科医师的认识，明确诊疗范围，了解全科和专科

的特色与分工合作。 

3.4 建立“三级医疗机构医院全科医学科综合建设标准” 

由全科医学科建设的“领路人”，建立“三级医疗机构医院全科医学科综合建设标准”，有利于其他三

级医疗机构在全科医学科建设中少走弯路，进而高质量达到国家“医学院附属教学医院和三级甲等

医院须设立全科医学科”的要求。 

 
 
PU-260 

医联体内全科医师培养机制的探索 

 
王红嫚 李建国 何作瑜 

遵义医学院第五附属（珠海）医院 519100 

 

目的   探讨医联体模式下全科医师培养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 

方法  根据珠海市斗门区开展医联体工作以后，体系内相关制度对基层全科医师培养产生的积极影

响，参照我国目前全科医师培训具体情况，论证医联体内部资源整合及制度约束对全科医学发展的

价值。 

结果  通过实践体会到现行全科医学教育大纲有待完善的重要环节。 

结论  认为现状下可将慢病管理做为医联体内全科医师快速成长的切入点。 

 
 
PU-261 

全科医学教学中教学设计模式的应用与分析 

 
谢晓亮 

北京大学医学部医院 100191 

 

目的  调查分析全科医学师资教学设计能力现况，发现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全科医学教学设计模 

式的特征，让全科医学教学设计具有可操作性，以供全科医学教学参考和借鉴。 

方法 (1)文献法：文献回顾，了解国内外教学设计研究发展脉络、现状特点及发展趋势。（2）个人

深入访谈法：对北京某重点医学院校、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基地的 4 名全科医学课程 (包括理论授

课和社区实践)带教老师进行个人深入访谈，了解全科医学教学设计实践的现况、问题、需求与建

议。（3）问卷调查法：对 2016 年 8 月参加某省级全科医学师资培训的 120 名学员，就全科医学

教学设计和教案撰写情况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全科医学师资的教学设计能力的自我评价情况。共发

出问卷 120 份，收回问卷 99 份，回收率 82.50%，其中有效问卷 97 份，回收有效率 97.98%。 

结果 全科医学师资教学设计能力的自我评价满意度较低，全科医学师资在在教学设计、教学方法

和教案书写等知识和能力方面表示因缺乏专业训练而信心不足。全科医学师资在全科医学教学设计

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全科医学带教老师往往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实施教学，而忽

略了教学大纲的要求和学生的学习需求，带教之前很少进行课堂教学设计，往往“想到哪，讲到

哪”；第二，全科医学带教老师常常采取“师徒式”和“讲授式”的传统带教模式，对于其他教学模式和

方法掌握和实施地较少；第三，全科医学师资面对比较抽象、宏观的教学设计理论时往往很难把握

其实质，普遍存在教学设计理论和实践脱节的问题，因此教学设计缺乏可操作性；第四，全科医学

师资常常认为教学设计太复杂、太浪费时间，加之其临床工作繁忙，使得教学设计和教案书写流于

形式。 

结论 教学法知识和教学技术知识培训应纳入全科医学师资培训课程；全科医生应了解教学设计理

论和模式的研究发展脉络、特点；全科医学师资应结合全科医学学科特点实施教学设计；分析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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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学设计模式的特征，供全科医学教学参考和借鉴。 

 
 
PU-262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训中心的建设与实践 

 
李娅玲 李瑶 韩笑阳 罗冬梅 杜兆辉 

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122 

 

介绍了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训中心建设情况，包括硬件设施，例如指纹识别系

统、理论题库、高仿真技能操作模型、教学中心、信息化的管理等，实训中心的功能和利用情况，

主要用于教学和考核两方面，对实训中心未来的发展和展望等。 

 
 
PU-263 

论全科医师急诊急救能力和培养 

 
蒋巧巧 

宁波市第二医院 315010 

 

快速、有效的急诊急救可以明显降低急危重病人的并发症和致残率。全科医学广泛涉及内外妇儿等

常见临床病症，将全科医学的理念与急诊医学相结合，必将打造出一支服务于社区的急诊急救基层

卫生队伍。 

一、培养全科医师急诊急救能力的意义 

急诊急救离不开急诊专科医生，而那些危害生命健康的事件往往突发在社区、家庭中，因此作为健

康守门人的全科医生是最适合作为急救医疗体系（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System,EMSS）中

的最前端的中坚力量，所发挥的社会意义和重要性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全科医学倡导“以人为本”的理念，生命至上，时间第一，他们的优势在于对社区患者的健康状况、

家庭背景了解、熟悉，以维护患者生命和经济利益的最佳结合为准则，让患者和家属感受到妥善、

快速、有效、合理的急救服务，因此处理起来更有针对性，也可为急救争取时间和有利资源，最大

限度保障患者生命安全。 

二、全科医师应具备的急诊急救能力 

（一）急诊诊断能力 

急诊就诊病人往往轻重不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诊断出潜在危及生命的疾病，接诊全科医师必须在

短时间内做出科学和准确的病情判断，才有利于急救技术的开展。诊断能力还应表现在鉴别诊断

上，如何在病因不明和病人痛苦下选择最重要最必要的检查，反映了全科医师急诊诊断能力 。 

（二）急救操作能力 

急诊医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学科，规范性急救操作是全科医师必须掌握的一门技能，

全科医师应熟悉各种急救设施设备的正确使用，做到急而不乱，有条不紊，为进一步的急诊专科治

疗赢得时间。 

（三）医患沟通能力 

在急诊急救中，医患关系往往具有广泛的含义，包括所有参与急救的医疗人员和与患者有关的亲

属、监护人、陪同者等。在特殊场合、环境中，医患沟通具有了特殊性，双方信息的不对称及医师

与患者的交流沟通时间有限，患方处于极不利于的交流状态。因此急诊急救中医患沟通显得更为特

殊和敏感，也极易引发医疗纠纷。全科医师必须具备高度的同情心和责任心，建立良好的医患沟

通，保持中肯的态度、冷静的头脑与快速灵活的应变能力，避免漏诊危及生命的疾病，确保急诊急

救工作有序、有效、安全开展。 

（四）适时转诊能力 

不少全科医生思想比较守旧,认为急危重病抢救是“120” 和大医院急诊科的业务范围, 加之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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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害怕惹来医疗纠纷, 所以一遇危急重症, 不加分析判断, 也不愿与患方沟通，在未做任何处理

的情况下, 想到的只是一转了之。但不合时宜的转诊往往会延误患者的抢救时机，同样也会惹上医

疗纠纷，因此掌握转诊时机与实施急救同等重要。 

（五）团队协作能力 

在基层医疗机构急诊急救中，单靠全科医师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护理、后勤乃至患者家属的

共同配合和协作，全科医师作为急诊急救的核心人物应具有协调意识、合作精神、灵活和包容，一

切以患者的生命安全为原则，敢于决策、敢于承担。 

 (六)资料搜集能力 

1、急诊病史采集书写能力 

急诊病人正确的诊断来源于准确的病史采集和检查。要在急诊病人极短时间内采集到准确的病史，

反映出急诊医师的理论知识和临床经验。采集急诊病史，要求快而准确，但切不可为了采集病史而

延误诊断和抢救时机。 

病史不仅是一份医疗档案同时具有一定的法律意义，需将抢救时间记录到分钟，有更改的地方需加

盖医师印章，对家属签字留档等。 

2、完善患者健康档案能力 

全科医师在急诊急救或转诊后需要适时地对病人进行随访，将急诊急救工作融入于双向转诊中，如

对住院期间的治疗情况、出院后康复进行了解随访，更新个人健康档案，实施动态化管理，为促进

患者健康提供参考。 

三、综合性教学医院是培养全科医师急诊急救能力的重要基地     

综合性教学医院是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的重要基地，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中有 3 个月时间安排在急

诊科，通过学习、培训可基本满足社区急诊急救需求。 

（一）强化急诊医学知识，提高临床诊断及鉴别诊断能力 

急诊医学发展迅速，新理论、新技术大量运用于临床实践中，需要由基地经验丰富的老师言传身

教，传授临床逻辑思维方法，以提高短时间内诊断、鉴别诊断疾病的能力。重点培训内容为常见

病、多发病的急、危、重病的迅速正确诊断和救治，掌握转院的时机、注意事项和初步处理措施。 

（二）注重急危重病人的实践操作能力培养 

在 3 个月急诊科期间应调动教与学的积极性，带教老师“放手不放眼”，让全科医师亲自动手，参与

抢救，边练、边讲、边干，加深印象，加强理解，掌握急救器材规范化、标准化使用，提高临床急

救处置能力。 

（三）培养全科医师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医患沟通能力 

在急诊急救中全科医生应有良好的心理素质，镇定自若的自信姿态和言语能对患者和家属的情绪给

予安慰，避免慌乱情绪干扰急救的顺利开展。急救中医患沟通非常重要，因此更需要培养全科医师

如何向患者及家属解释病情、交待病情，如何减轻患者及家属的紧张情绪和心理负担的技巧。 

综合性教学医院是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为保证达到培训预期效果，应制定合理的急诊教学课

程计划，完善管理制度，设置理论、操作考核标准。医学的发展和急诊急救发生概率的偶然性，全

科医师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需要定期进行急诊急救强化和轮训，不断提升和发展急诊业务素质。 

 
 
PU-264 

四川地区社区全科医师队伍现状研究 

 
梁利波 向虹瑾 陈茜 李双庆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本调查研究拟在我国近几年实施一系列加大社区全科医师培养的政策基础上，了解四川省社

区全科医师队伍现状，分析讨论社区全科医师队伍建设中的经验与不足,探究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为相关管理部门制定与完善全科医师队伍建设政策提供建议。 

方法  选取四川省 10 市,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随机抽样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 56 家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 130 名全科医生进行调查。采用自制的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一般情况（年龄、性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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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职称、收入），对职业现状的看法和对职业前景的展望等 3 个方面。 

结果  社区全科医师的年龄与学历呈负相关；医生能否从工作中获得成就感对全科医学不同展望的

选择有明显差异；目前社区全科医师最想改善工作的待遇和工作环境两方面。 

结论  四川省医学生全科教育已取得一定进展，但社区全科医师后备力量不足，应该在改善待遇的

基础上继续加强全科医学教育，培养人才兼顾数量与质量，丰富全科医师再教育拓宽职业发展道

路，吸引和稳定人才。 

 
 
PU-265 

北京“3+2”助理全科医生培养效果的定性研究----来自 

助理全科医生使用单位管理者的反馈 

 
孙晨 刘艳丽 路孝琴 赵雪雪 

首都医科大学 100069 

 

目的  了解北京基层乡镇卫生院管理者对我市开展的“3+2”助理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项目及培训合格

学员的工作情况的评价，以了解该项目的培训效果，为项目改进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2015 年 8 月，分别在北京怀柔区和延庆区对在 2013 年选送新毕业的 3 年制专科毕业医生参

加助理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的乡镇卫生院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业务主管领导进行专题小组访谈，

共有 17 名送人参加培训的单位领导参加了访谈。访谈分别在怀柔区医院和延庆县医院的会议室进

行。访谈时间约 2h。借助计算机应用内容分析法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并提炼访谈主题。 

结果 受访者认为“3+2”培训项目有助于提高学员的疾病鉴别诊断能力、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及综合素

质等；经过培训的学员回到单位后，具有较强的岗位胜任力；“3+2”培训项目对基层医疗机构的人

才队伍能力建设起到积极作用；应根据实际需求对培训内容进行进一步调整，加强全科理念的培

养。 

结论  “3+2”助理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项目是为农村输送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全科医生的有效

途径，是改善基层医疗队伍学历结构的有效措施。但仍需根据基层实际情况改进培训的内容与方

式，提高培训项目的适用性，改善培训效果。 

 
 
PU-266 

宁波市全科医生继续教育现状及需求研究 

 
黄凯 

宁波市第一医院 315010 

 

目的  分析宁波市全科医生继续教育现状及需求，为完善全科医生继续教育模式提供依据和参考，

为我国二线城市全科医生继续教育提供借鉴和参考，优化继续医学教育模式，完善全科医生的职业

发展。 

方法  采用文献检索法设计问卷，同时采取问卷调查法、小组访谈法分析全科医学继续教育存在的

问题及相应的解决措施。 

结果  本研究总共调查了 162 名基层全科医生。在现状方面，每月参加继续教育学时数为 1-3 学时

的人数最多，目前的继续教育形式以学术会议/讲座为主，内容以临床诊疗为主；在满意度方面，

对目前继续教育总体满意度、教学形式满意度、教学内容满意度均一般，对师资满意度较好；在需

求方面，最需要的继续教育形式为远程教育，最需要的继续教育内容为社区实践。 

结论  目前宁波市全科医生继续教育整体效果欠佳；全科医生对继续教育社区师资满意度低，加强

社区师资培训迫在眉睫，努力实现全科医生的自我培养；利用宁波市信息化优势，开发远程教育项

目，提高全科医生参与度；继续教育内容突出社区实践，提升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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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67 

帕金森病相关恶性综合征 

 
李淑华 

北京医院 100730 

 

目的  了解帕金森病相关恶性综合征的临床表现。 

方法 对帕金森病相关恶性综合征的文献报道进行复习，并分析帕金森病相关恶性综合征的病因、

临床表现及预后。 

结果  共有 15 例帕金森病相关恶性综合征的病例报道，其中肌强直加重及肌酶增高是最为常见的临

床（15/15），其次为高热（14/15）、意识障碍（12/15）为第三位。死亡患者 3 例，死亡率 2

0%。 

结论  帕金森病相关恶性综合征主要临床表现为肌强直、高热、意识障碍、肌酶增高伴自主神经功

能异常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组综合征。根据病因可以分为撤药恶性综合征及神经阻滞剂恶性综合

征。 

 
 
PU-268 

英国全科医师培养带来的启示 

 
雷李美 

丽水市人民医院 323000 

 

   

全科医师被称为居民健康“守门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通过对英国全科医师培养模式的研

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探讨适合我国的全科医师培养模式，从而推动我国全科医学的发展。  

 
 
PU-269 

全科医学临床思维和适宜技术 

 
施红 刘俊含 

北京医院国家老年医学中心 100730 

 

医学要建立正确的疾病诊断和治疗方案，需要医学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要有临床实践

经验；要有正确的临床思维方法。临床思维方法是指医护人员在临床实践中对疾病的诊断、治疗、

预后和预防等的思维过程或思维活动。 

全科医学的临床思维需要全科医生即要掌握专科医疗的临床思维方法，又要掌握全科医疗的临床思

维方法。全科医生与专科医生从以下诸多方面有所不同：医疗范围：全科医生以 1-2 级预防为主，

专科医生以 2-3 级预防为主；疾病分类：全科医生以常见病、多发病为主，专科医生以疑难重症疾

病为主；医疗模式：全科医生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专科医生是生物医学模式；人群对

象：全科医生针对普通人群，专科医生针对特定的病种人群；医学观点：全科医生注重人，专科医

生注重疾病；提供服务：全科医生针对所有疾病及健康问题，专科医生针对专科疾病问题；所需设

置：全科医生需要简单的医疗仪器设备，专科医生需要全套医疗仪器设备；诊断手段：全科医生以

临床技能为主，专科医生更多地依赖于特定仪器；责任：全科医生对病患全程负责，专科医生仅对

就医时局限性疾病负责；医患地位：全科医生为平等合作式，专科医生为权威指导式；医患关系：

全科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更为密切，朋友关系、协约式关系。所以专科医疗的临床思维模式是以生物

医学模式为基础、以临床诊治疾病为导向、诊治过程是一种专科性服务，服务是被动服务；而全科

医疗的临床思维模式是以病人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以证据为基础的临床思维方法，全面、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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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整体地认识问题及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用科学的思维方法评价与决策临床问题。 

一、以病人为中心的全人照顾理念 

二、全科医学的临床推理与判断 

全科医生比专科医生涉及的临床范围更广泛、工作独立性更强，缺少高技术辅助手段；全科医生要

具备病史采集的能力、物理诊断的能力、临床思维与判断的能力、跨学科、跨领域、多层面、广范

围认识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临床资料收集 

1. 病史采集、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特殊检查 

2. 心理、社会、环境资料采集 

（二）临床推理与判断 

1. 病人情况典型，仅靠观察病人便可得出符合疾病的诊断。 

2. 归纳推理：全面询问病史、完整体格检查、常规实验室检查，对所有资料进行细致的系统回顾，

收集所有阳性发现，进行归纳推理，得出可能诊断。 

3. 假设-演绎推理：从病人的最初线索快速形成诊断假设，根据检查结果对诊断假设逐一进行确立

与排除（诊断与鉴别诊断），最后得出诊断结果。全科医生还需掌握从症状、疾病、器官系统不同

角度入手的诊断与鉴别诊断的思维方法。鉴别诊断需注意以下五点：什么是最可能的诊断？哪些是

不能漏诊的重要疾病？哪些是经常被漏诊的疾病？这位病人是否患有容易混淆的疾病？该病人就诊

是否还有另外原因？ 

4. 流程图临床推理：根据国家及行业学术组织开发的具有权威性的临床诊疗指南推荐的流程图，一

步一步在流程路线的各个环节分支点处利用尽可能客观的、准确地数据进行临床推理的方法确定诊

断。 

5. 全科医生需通过全科医疗健康档案对病人的资料进行简单回顾，对病人的问题进行简单分类，判

断是重病、一般病或小问题，急性还是慢性，以及病人是否为自己担忧、焦虑等，将病情归入不同

类型，采取相应处理，重病急症需转专科处理。 

6. 要按疾病发生率、严重性或可治性排优先顺序，制定处理方案。如某种疾病发生率虽不高但却较

严重又可经治疗得以避免后果，其排列顺序需要提前。 

7. 最后做出临床处理决定并实施，按时随访。 

（三）临床处理目标 

临床上基本的治疗目的有：等待观察，利用时间作为治疗手段；根治性治疗；诊断性治疗；姑息性

治疗；预防性治疗；对症治疗；支持性治疗；康复性治疗；转诊；临终照顾。 

三、全科医学的适宜技术 

首先强化预防，对某些疾病的高危人群进行筛查，要有预防的具体措施；要采用适宜的筛查技术，

做到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要了解某些重要疾病的转诊指证；对于慢性病的管理，要确

定好综合的、长期的、系统的管理指标和目标，以及具体的措施；要了解关于康复、护理、中医中

药的应用；要对病人教育，让病人做到自我管理，不良行为的干预等；要有对危重病人的现场判断

和处理的能力；要会使用各种简单的仪器设备及筛查工具；要有过硬的体格检查的基本功。 

 
 
PU-270 

全科医学思维在老年医学中的作用 

 
张任飞 施红 邱蕾 

北京医院国家老年医学中心 10239745 

 

目前，全球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一个社会、经济、医学中的重要问题。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日渐

凸显。老年人群的医疗保健需求也在快速增长，老年医学作为一种针对老年人特有的生理和心理特

点的学科，承担了专门为老年人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任务，虽然老年医学的服务对象是老年人，但

这门学科还是一门新兴学科，还有很多发展和需要探索的地方。老年医学包括老年临床医学、老年

基础医学、老年流行病学、老年预防医学及老年社会医学等。目前，不管是在老年医学的教学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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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工作方面，更注重老年临床医学方面，更加关注老年人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治，对老年基础医

学、流行病学、预防医学及社会医学方面会有所忽略，更像是多个内科二级学科的累加。然而老年

人疾病往往会更加复杂、更加多样，专科治专病往往会造成大量的用药及使各种药物的不良反应更

加突出，反而影响老年人的社会生活能力及生活质量。 

全科医学是一门综合生物医学、行为科学、社会科学的新型医学科学分支，它以现代医学模式（生

物-心理-社会模式）为基础，以预防医学为主导，防治与保健一体化，为个体提供主动的、综合

的、连贯的、协调的和个性化的医疗保健服务。由于老年患者的特点是多病共存，且老年医学涉及

生物、社会、心理各个方面，因此，在老年医学中利用全科医学临床思维，在治疗老年人疾病的同

时更注重预防疾病及老年人社会功能、生活质量的恢复。 

老年人更容易发生疾病，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自身体质下降、心理调节能力降低、社会

适应能力减退以及不能及时适应比较剧烈的环境变化，导致任何一种不良的因素都可使老年人发生

疾病。因此在处理老年疾病时要将其置身于生物、心理、社会的各个层面考虑。此外老年患者在合

并器质性疾病的同时还常合并精神心理问题，但临床医生往往过于强调器质性疾病的诊治，对老年

病患者的以上特点尤其是心理健康问题重视不足，从而导致老年人的社会能力和生活质量下降。全

科医学的优势在于它是以人为中心，从纵观上会考虑到疾病的预防、诊治、 恢复三个阶段，从横

观上会考虑内科、外科、精神神经科、社会功能等多方面问题。 

列举一个病例：72 岁女性，因“发热、咳嗽 2 天”收入院。既往有高血压病，服用硝苯地平控释片，

血压控制在 130-140/60mmHg。老伴去世 3 年，子女在外地，独居。平时睡眠差，早醒，入睡困

难，做事无兴趣。2 年来进食较差，体重下降 5kg，半年来跌倒 2 次。类似的病例在临床中并不少

见，目前来看该患者前来就诊的首要问题可能是呼吸道感染，如果这位患者到呼吸科专科就诊，可

能使用一段时间的抗生素及对症的祛痰止咳药症状会很快得到缓解，但由于患者存在睡眠质量差、

进食差、跌倒风险、缺乏照顾等因素，她的身体状况可能很快又会发生其他问题。因此，作为老年

科医生或全科医生，在遇到这类病人，应该从人的整体来考虑，不仅要治疗现有的呼吸道感染问

题，还要对患者的精神状况、睡眠、进食情况、跌倒风险进行干预，同时应该联系家人或社区改善

老人的独居问题，全面提高老人的身体质量及生活质量。 

老年科医生应积极参加全科医学培训，利用全科医学思维指导临床工作，这样才能更好的提高老年

人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同时可以维持老年人的社会功能。 

 
 
PU-271 

自我管理教育模式对血脂异常人群干预的效果评价 

 
颊蓉霞 徐凯威 朱佩芳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204 

 

目的  探讨自我管理模式下对血脂异常人群的血脂控制效果 

方法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社区人群体检发现血脂异常者， 60 例样本，进行自我管理一年后，评价

人群血脂控制情况。 

结果  经过自我管理教育模式干预后，与干预前相比，人群的高血脂知识，生活习惯和自我行为都

有所改善（p<0.05），血脂水平有所降低    （p<0.05）。 

结论  职业人群的自我管理教育模式能有效控制血脂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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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2 

基于电子病历的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评价研究 

 
杨人灵 王晨 王韬 马力 姜悦 郭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050 

 

目的  开发基于电子病历的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评价软件，实现对全科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全程监

管和评价功能。 

方法  通过需求分析、确定评价指标、建立评价模型、确定标准化字段、编写软件，开发出一套基

于电子病历的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评价软件,该软件包括病种病例、技能操作和上级医生评价三项

指标，前两项指标的数据可实现自动提取，利用该软件对 2013 年 9 月-2016 年 3 月在天坛医院接

受规范化培训的全科学员的内科轮转情况进行评价。 

结果 全科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评价软件可满足学员、师资、管理人员等不同用户的功能需求，学

员登录后书写的病历和医嘱可实现实时上传；师资可对带教学员完成病例、技能操作的种类和数量

进行实时管理和评价，并对学员表现进行评分；管理人员对基地所有在培学员的培训情况进行实时

监管，并反馈给学员、师资，指导培训过程进行必要的调整。14 名学员病例病种完成率中位数为 7

4%，四分位间距为 8%，技能操作完成率均为 100%。病例病种完成情况在男性学员与女性学员、

本科学历学员与硕士学历学员、入职后参加规范化培训的学员与在读全科专业学位研究生学员之间

均未发现统计学差异；学员在内分泌科病例病种完成率高于其他科室（P<0.05），呼吸科、消化

科、心内科三个科室的完成率未见统计学差异（P>0.05），血液科完成率低于其他科室（P<0.0

5）；与日志式考核的统计结果相比，基于电子病历的评价软件具有较好的可溯源性（P<0.05）。 

结论  基于电子病历的全科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评价软件能减少学员录入的麻烦并保证数据的可溯

源性和真实性，可实现师资和管理人员对培训过程的实时监管并根据实际培训情况调整培训内容，

促进全科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的管理，在有效提高管理人员工作效率的同时，还有助于保证和提高

培训效果。 

 
 
PU-273 

全科医生应该筑起恶性肿瘤防控的第一道防线 

 
苏雷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0053 

 

全科医师培养是一项系统化工程，在卫生部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大纲的指导下，我国已经开展了医

学本科生全科医学教育、全科医师岗位培训、全科医师骨干培训、全科医师继续医学教育和全科医

师规范化培训等项目，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已成为我国全科医师培养最主要的途径，而且在包括高

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慢病管理方面取得可喜的成绩。肺癌是当前世界上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

瘤，也是我国的第一大癌症。肺癌患者总的 5 年生存率只有 10％～15％，其主要原因在于目前近

60%-70%的肺癌患者门诊就诊时就错过了根治性治疗的机会；肺癌筛查有助于肺癌的早诊早治，

不仅降低疾病病死率，而且提高患者生存期和生活质量。全科医生承担着预防保健、常见病和多发

病的诊疗和转诊、康复和慢性病管理、健康管理等一体化的社区医疗服务。把肺癌等重大疾病高危

群体筛查与全科医生培养结合起来，不仅建立更为广泛系统的资料库，有利于社区医疗科研工作的

开展，而且通过理论传授、临床技能指导，加强全科医师培养的实践教学，完善全科医师培养，进

一步密切社区和专科医院的关系，尽快形成 “首诊在基层”和“双向转诊机制”的区域医疗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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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4 

家庭医生制度所面临的问题 

 
武文斌 

北京医院 100730 

 

家庭医生制度是我国为增强居民健康管理的重要举措，也是新医改的重要内容。但由于全科医学概

念理念引入中国较晚，我国对家庭医生制度还处于探索阶段。本文对我国家庭医生制度探索过程中

所面临的问题进行综述，主要分析家庭医生人才队伍、医保政策支持、转诊机制、考核激励机制等

方面的支撑条件，并为建立健全我国家庭医生制度提出建议。 

 
 
PU-275 

专科层次临床医学专业系统化课程体系研究与实践 

 
刘彦 何坪 邓宇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401331 

 

目的   科学评价专科层次临床医学专业“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系统化课程改革的效果，为提高临床医

学专业教学质量提出相关建议。  

方法  根据国家临床执业助理医师考试大纲要求，对本校 2013 级临床医学专业平行班学生 44 人、

教改班学生 42 人在第三学年进行综合笔试和实践技能的同步测评，了解学生对临床医学专业核心

知识点以及临床基本技能的掌握情况；并采用结构式问卷调查了解学生的岗位适应性。  

结果  两个班学生综合笔试总成绩及基础医学部分、临床医学部分考试成绩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0.05）；实践技能考试三站总成绩及每一站成绩比较，教改班优于平行班，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问卷调查教改班岗位适应性优于平行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系统化课程改革不仅不会影响学生对临床专业核心知识点的掌握，还

能提高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增强学生的岗位适应性。 

 
 
PU-276 

中国特色的全科医学 

 
陈爱萍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小营社区医院 310009 

 

目的  本文通过从一个社区医生的角度，简单地论述基层社区医生心中的中国特色的全科医学的特

点。 

方法  采用理论论述的方法。 

结果  中医对于调治亚健康、慢性病、疑难杂症、居家病人等优于西医；西医对于急救、需要快速

起效的病症，强于中医。 

结论  中医与西医联合，发挥各自的优势，形成中国特色的全科医学，为社区居民的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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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77 

团队式服务给百姓带来的实惠暑期实践报告 

 
廖晓阳 杨文豪 刘宇 任倩 刘洋 伍佳 李茜 罗丹 

华西医院 610041 

 

1.1 目的   随着我国卫生改革的深入，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也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各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除在硬件设施，服务内容等方面有所进步外，在工作模式上也进行了相应转变。社区卫生负责

人不再是传统的单个医生，而是以全科医生、公卫医生 、社区护士为主要成员建立的全科团队。

然而这一新型的社区卫生服务模式较于传统医学模式具体有哪些优势？在百姓间的认知度以及受益

程度如何？此外，自此概念提出至今，全科团队式服务模式究竟给百姓带来了哪些好处？带着这些

问题，我们小组展开了我们此次的实践活动。希望通过相关的调研及分析，与传统医学模式相对

比，了解全科团队式服务带给百姓的具体实惠，提供针对性的意见建议，更好促进社区卫生事业的

发展。    

1.2 方法   设计调查问卷针对研究主题分为：群众对团队式服务的了解、群众对团队式服务带来实

惠的主观反馈、以慢性病管理为例客观反映团队式服务带给百姓的实惠这三个部分，包括主观与客

观一共 23 题。  

采取随机抽样，首先在同学间招募来自全国各地的调查员。调查员们利用暑假时间回到各自家乡，

到当地社区卫生中心进行问卷调查。为保证信息尽快地获得，我们要求调查员在调查结束时将调查

结果如实填到问卷星电子问卷，开学返校时再回收纸质版问卷并进行核对。 

具体工作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问卷收集，包括电子版与纸质版。第二阶段为问卷筛选与抽

查。第三阶段为数据分析，在问卷星数据统计基础上，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第四阶段为报告及论

文纂写。 

3  数据分析和讨论 

3.1 百姓对团队式服务了解度较低。 

从调查问卷的结果来看，82.64%的人是对全科医疗服务团队是不了解的，而在 17.36%了解的人群

里，也有 25%左右的人对其没有达到全面的了解，而我们的问卷是在多个地区展开调查的，所以

这其实也能代表中国社区全科服务发展的一个缩影，需要政府和医务人员继续努力。 

在大部分地区，人们对全科不了解，在社区，全科服务团队的发展也是不全面的，但是基层团队式

服务已经在百姓生活中默默的发挥作用了，下面的调查结果就可以展现出来。 

3.2 百姓到社区医疗机构的就诊意愿较高 

由 2.3 表得知 96.08%的人平时都患有小病，而且社区机构较清楚社区人员的身体状况，所以在小

病方面可能治疗效果较医院好，最后在 AB 项中的样本数量也较少，可能误差较大。在 2.4 的交叉

分析的表格中，我们发现认为社区医疗水平与医院差不多或者高的人都倾向于在社区就诊，而在认

为医疗水平比医院低的人群里也有 47.3%的人愿意去社区机构就诊，大多原因就可能是社区医疗机

构确实能带给百姓真正的好处，2.5 的调研结果就展示出了这样的现状。 

3.3 社区卫生中心医疗费用较医院低 

在结果的 2.5 中，认为治疗费用和医院差不多或者较低的人占据 70.36%，并且十分愿意去社区卫

生中心就诊，从 2.4 了解到社区卫生中心的社区医疗水平也是较为不错，说明社区卫生中心的存在

确实能为百姓在看好病的情况下节省费用。而在 A 项中样本数量较少不具有研究意义，D 项中 71.

43%的人可能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治疗，费用不了解，第一印象还是更倾向于大医院就医较好。 

3.4 团队式医疗服务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2.6 的结果中显示，团队式医疗服务团队在社区提供的综合性医疗服务主要给百姓带来的便利有：

就医距离近，就医程序简单，医疗信息易咨询，避免就医拥挤，在团队医疗服务发展健全的社区

里，初步解决了“看病难”的问题，并且得到了超过 80%的百姓的拥护。 

3.5 社区卫生中心医疗团队提供的各项医疗服务得到大多百姓拥护 

在 2.7 的表格数据中，可以看到计划生育、心理咨询、传染病管理、导医转诊四项，在所有被调查

人员中除了这四项服务外，疾病诊疗、保健咨询、计划免疫、康复服务、健康教育、出诊、开药、

打针其余各项得到了 70%的被调查者的满意度，而且在社区开展了这么多项基础医疗服务后，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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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缓解了各大医院的就诊压力，并且使医疗资源可以得到更加合理的使用，同时使百姓在社区里

就能得到全面综合的医疗服务，不仅节约了百姓的就医时间，也节约其就诊费用，使百姓告别了

“看病难，看病贵”的时代。然后在上述四项服务中可以看到，在调查人员中，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对

相应服务是不满意的，仍然需要医务人员努力提高。 

3.6 社区医疗团队对慢性病患者的贡献 

在 2.8 的表格数据中可以看到，社区医疗对慢性病的治疗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数据主要指标都呈

现良性转变，说明居民能在社区里就能得到好的治疗和关怀。并且，慢性病是一个持续性且多发于

老年患者的疾病，社区医疗团队的存在能是这部分患者在社区里就能接受到较好的治疗。 

4 结论  百姓对团队式服务了解度还不够，在新的政策宣传上还需要政府和医务者的大力支持。虽

然如此，但在不知不觉中，社区卫生中心医疗服务团队提供的各项医疗服务得到了大多百姓的拥

护。同时，对患者慢性病的居民来说，其慢性病管理也带了积极作用，为缓解慢性病患者的病情做

出了卓越贡献。 

 
 
PU-278 

河北省秦皇岛市某社区体检居民高血脂与高血压的相关性分析 

 
李昱凝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北环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66001 

 

目的  探讨高血脂与高血压之间的相关性，为社区慢性病管理提供依据和方法。 

方法 对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北环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管辖下 11 个社区，据经济状况、文化程度

和人口年龄分布的基础资料，采用多阶段分层整体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 2014 年 4 月----2016 年

4 月（5064 人）为调查对象，测身高、体重、血压、血脂，以预调查对血脂异常检出率作为确定

样本大小，对血压与血脂相关性进行分析研究。 

结果  在北环路辖区被测中老年居民中，血脂异常男女检出率 54.26%、55.67%，高血脂合并高血

压患病率高达 35.02%，不论男性还是女性，50—60 岁都是易患高血脂的最危险年龄段，研究还显

示，辖区居民高血压、高血脂患病率随着年龄增长，呈上升趋势。 

结论  血脂异常组高血压检出率显著高于血脂正常组人群，高血脂是引起高血压发生的风险因子。

针对病因采取干预措施，大力开展健康教育，促进全民健康。  

 
 
PU-279 

内服外敷治疗乳腺增生疾病疗效观察 

 
秦慧君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333 

 

目的   探讨内服外敷治疗乳腺增生疾病临床疗效观察。  

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开放性的临床试验设计。选患者 200 例，随机分为 2 组。治疗组采用口服小金

片，外敷乳腺增生膏，配伍微波观察治疗。对照组按常规治疗，口服小金片，临床疗效进行回顾性 

分析。  

结果  患者治疗前后乳房疼痛、肿块及临床体征变化情况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痊愈：治疗组为

92 例占 92%，对照组为 13 例占 13%；好转：治疗组为 6 例占 6%，对照组为 14 例占 14%；无

效：治疗组为 2 例占 2%，对照组为 67 例占 67%；失访:治疗组为 0 例占 0%，对照组为 6 例占

6%。  

结论 口服小金片，联合外敷乳腺增生膏，配伍微波治疗，对于治疗乳腺疾病不仅能有效缓解乳房

疼痛、消散肿块，而且具有副作用少、疗效显著、减少复发、标本兼治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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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80 

全科医生制度在基层卫生中的重要性 

 
王晓程 

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021 

 

全科医生制度的建立对于是我国基层卫生事业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举措。建立全科医生制度,是

适应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规律的制度设计。加快建立全科医生制度,从源头上控制疾病发病率,可以有

效提高全民族健康素质,因此,我国建设全科医生制度十分必要。 

 
 
PU-281 

让家庭医生的名字成为居民心中的健康承诺 

 
陈华 

上海市长宁区周家桥社区卫生中心 200051 

 

二十年前我是一名外科医生，今天是一名家庭医生，回首 2008 年，上海长宁区开始试点家庭医生

工作。我负责的小区是“春天花园”，是一个来自于 29 个国家的近 4000 位居民的国际化小区。初进

社区时，我没有熟悉的人脉，那时做过最多的就是每天在社区奔走，拜访陌生居民，打 N 多个随访

电话，有的居民把我当成推销保健品的阿姨推出门外，最惨的时候被小区保安当成贴小广告的小

贩。我感到无比的失落和沮丧。怎么才能让他们相信我呢？  

不久，机会来了。居委会组织老年人旅游。我主动要求做随团的保健医生！早上 7 点，49 位居民

全部上了车，我清清嗓子，微笑着向大家介绍了一下自己。然后，从车开的那一刻起，直到居民下

车看景点，我都在不停地和他们聊天，聊家庭，聊健康。中午进餐时，我每个餐桌兜一圈，提醒：

“有糖尿病的张大妈酒酿圆子少吃点”； “李老伯高尿酸海鲜少吃点。回来的路上，居民都说“今天懂

了不少有关吃的学问”。回到家，精疲力竭，先生问我看了什么景点，我全然不知，只知道今天发

现了 9 个糖尿病人、16 个高血压病人，认识了 49 位居民朋友，也让他们认识了我。就这样，从 4

9 位居民、49 个家庭开始，现在我已签约了近 3000 位居民，终于获得了居民的信任与尊重！  

2011 年 4 月，上海市第一个家庭医生工作室——“陈华工作室”正式成立，我不再是孤军奋战斗，为

更好地服务居民，业余时间，我完成了健康管理师、高级营养指导师和心理咨询师的专业课程学

习。  

此外，我们还开通了一条“陈华热线”，方便居民预约就诊和健康咨询。在我们签约的病人中，有些

糖尿病脚、高血压中风长期卧床出现褥疮的病人，需要去大医院就诊，却无法一次性解决，无奈的

又回到了家中。为了帮助他们，长宁区和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联合开设的社区远程会诊室，我在社

区帮他们解决了看病难的问题。  

记得社区里有位周老伯，在上级医院做了膀胱肿瘤切除术，术后每个月都要去该院换膀胱造瘘管。

我了解后，联系了上级医院的泌尿科专家，他亲自指导我，以后定期上门为老人换管。我无法忘

记，每次我离开周老伯家，走出他家的那幢楼，抬头总能看到周老伯正用他那痛得难以站立的双腿

支撑着身体，向我挥动着手臂跟我道别的情景。其实，我知道，他白内障的双眼，根本看不清楼底 

下的我。我无法忘记，周老伯临终前仍不忘叮嘱老伴给我挂个电话，算是告别……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去看周老太。有一天，老太太对我说，大便有血。我马上为她进行肛指检

查。指套上沾满了脓血便，这是一个不好的征兆！我立即和上级医院联系，绿色通道，双向转诊，

周老太当天住进医院，诊断为直肠癌。术后的化疗期，我经常去看望她。却发现她表情冷漠，独自

发呆，很少感知和回应周围人们对她的关心。我担心她胡思乱想，便经常开导他，有一天走出他家

的门，外面雷鸣电闪 大雨倾盆，我穿着雨披，正行驶在斜坡的马路上，突然前面有个逆向的骑车

人，我突然刹车，扑通一声 我重重的摔在地上，我半天爬不起来，被一个好心的阿姨扶起来，我

脸上和嘴上的血被雨水冲刷着，双膝处的裤子也破了，我忍着剧痛，推着摔坏的自行车一瘸一拐的

回到了单位，在换药室里，我自己进行双下肢清创，然后对着镜子给脸部清创，包好纱布，带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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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下午继续给居民们上健康教育课。第二天早上起床后，一只眼好像被黑色的幕布遮了一大半，

我先生陪我去看眼科，诊断:视网膜脱落。我术后周老太来看我，她拉着我的手说：“闺女，你可不

能倒下啊，我这条老命还指望你呢”！  

岁月积淀、点点滴滴，感情的纽带把我和他们紧紧连在一起。在与他们朝夕相处的每个日子里，我

的内心都是快乐的、充实的、有价值的，家庭医生这份工作让我懂得了：人的生命因为被需要才有

价值，而人的价值因为付出才会升华。  

 “两会”前夕，李克强总理来到上海长宁区、来到“陈华工作室”，他握着我的手说：“你们家庭医生辛

苦了！”我知道，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也是对我们全体家庭医生的肯定！  

如今，在上海长宁区，已经有数十个家庭医生工作室成立了，每个家庭医生工作室都配置了先进的

设备。当我开着标配的新能源汽车、带着年轻的团队医生、穿着统一的制服、拿着家庭医生多功能

专用包时，作为一名家庭医生最重要的价值感与成就感油然而生。  

今年 6 月，当我获得第十届“中国医师奖”，（也是社区唯一的家庭医生），和那些院士、专家站在

同一个灯光闪耀的领奖台上时，我知道，这个荣誉是对上海的社区卫生改革和全体家庭医生的认

同。为此，我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履行好一名家庭医生的职责，让家庭医生工作室，成为广大

居民的健康守护站，让家庭医生的名字成为居民心中的健康承诺！（期待 如果录用，ppt 随后发

出） 

 
 
PU-282 

徐汇区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3 年-2015 年中医服务现状分析 

 
凌枫 王林创 

龙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232 

 

目的  调查 2013-2015 年龙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药资源配置和中医药服务功能的开展情

况。 

方法  通过数据采集，分析中心三年度数据变化情况 

结果  由于徐汇区在 2013 年开展创建全国中医药示范区，三年来，我中心的中医药资源的投入和

中医药服务均有较快幅度的增长，但对于汤药方和草药的传承和发展还需提升。 

结论  社区卫生服务的各个环节中运用中医药知识与技术，在提升优质、价廉、方便、快捷、连

续、综合的卫生服务方面有很大的优势，而良好的政策保障是实现中医药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PU-283 

社区妇女保健现状分析（综述） 

 
吕凯敏 孙艳格 杜雪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00038 

 

妇女保健服务是以预防保健为中心、以生殖健康为核心、预防与医疗相结合、保健和临床相结合的 

服务模式，应面向群体和基层。妇女保健应该是社区卫生保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社区卫

生服务发展很快，在慢性病管理方面取得很多进展，很多慢性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

卒中等疾病已经纳入社区规范化管理，但是在社区卫生服务领域很少关于妇女保健的探讨。本文通

过查阅文献对妇女保健现状进行系统综述，重在分析目前社区妇女保健现状，了解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妇女保健服务能力及服务模式，为社区妇女保健的工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 

1.  社区妇女保健需求：目前，社区居民对妇女保健方面的需求较高，但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利用

率不足。育龄妇女的孕产期需求与保健服务基本平衡;青春期、更年期、老年期妇女的保健需求与

社区保健服务还存在较大供需矛盾。分析原因可能与社区卫生机构主要利用人群为中老年人和慢性

病患者，40 岁以下的妇女在观念上多信任于三级医院；社区如妇女保健工作宣传力度不够；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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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自身因素，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医疗设备及医生技术水平仍落后于三级医院。如何为社区妇女

提供可及的、适宜的医疗与健康保健服务已成为目前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重点。2.社区妇女保健服

务模式现状：服务模式多种多样及服务水平良莠不齐。目前我国大部分社区妇女保健服务模式为传

统的妇幼保健服务模式即妇幼保健三级管理模式，三级管理模式为：市级保健机构-区县级保健机

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在此基础上，很多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仅开展了孕产妇管理、健康教

育、计划生育咨询及更年期咨询指导等服务，但这些服务与居民妇女保健相关需求差距较大。近年

来，月坛社区在宫颈癌筛查、更年期保健服务、骨质疏松症防治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在临床工

作中，以签约家庭医生为切入点，开展了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服务，结果证实，在社区层面开

展妇女保健服务效果较好。3．社区妇女保健最新进展：虽然现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的妇女保

健服务较少，但研究显示很多服务可下沉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如更年期妇女保健、宫颈病变管

理、张力性尿失禁管理、骨质疏松症社区管理等服务。经过社区医务工作者的不断努力，现在已探

索出部分适用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管理方法，为更年期综合征、宫颈病变、骨质疏松症、压力性

尿失禁等纳入社区管理提供了依据。 

总之，目前社区妇女保健需求较大，社区妇女保健领域也有了较大进展，但是但是否可以在其他地

区推广，如何根据居民需求界定社区妇女保健范畴，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PU-284 

全科医学概念人群简易调查 

 
晁冠群 方力争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全科 310016 

 

背景  全科医学，是以维护和促进健康为目标，向个人、家庭及社会提供连续、综合、便捷的基本

卫生服务的新型医学。但由于多种原因，全科医学专业未能得到较好发展。在全面深化医疗改革的

今天，我国的全科医学需要政府的充分重视和政策引导，需要整个医学界的鼎力支持，同样也需要

全民对全科医学的理解和认同。 

目的  本研究旨在通过调查老百姓对全科医学的了解程度，据此来指导我们全科的发展方向。 

方法 采用单选题模式设置建议调查问卷，通过网络发布形式，由大于 18 岁非医学专业人群进行调

查研究。 

结果  共设 6 个问题，回收有效问卷 169 份。16.57%表示对全科医学非常熟悉，43.79%认为全科

医生什么病都看，40.83%认为当自己不知道该去看什么科的时候会选择全科医生；当问及出现身

体不适会首选全科还是专科时，75.15%表示选择专科，59.17%会首选选择大医院的专科，21.89%

选择大医院的全科，只有 18.93%会首选社区的全科；68.64%认为全科医生是什么都懂的医生，23.

67%认为全科医生知识较为初浅，7.69%不相信全科医生，65.09%的人认为全科的设置有利于解

决看病难的问题。 

结论  全科医学作为崭新的学科领域，在医改的推动下，全科医学必将不断加强全科医生师资队伍

建设，不断提高全科医生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改善医疗环境，让全科医生受信于百姓，造福于人

民大众和社会。 

 
 
PU-285 

加强农村癌症防制的策略 

 
邱卫黎 

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515031 

 

本文从 2016 年 1 月，国际著名杂志《临床医师癌症杂志》(CA)上发表了由国家癌症中心赫捷院

士、全国肿瘤登记中心主任陈万青教授等合作完成的文章“2015 年中国癌症统计”分析显示农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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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癌症年龄标化发病率（213.6/10 万人年）和死亡率（149.0/10 万人年）均显著高于城市地区发

病率（191.5/10 万人年）和死亡率（109.5/10 万人年），癌症已是我国农村居民首位的死因。论

述我国农村癌症发生的严峻形势，指出政府应更加高度重视农村癌症防制工作，结合我们对农民防

癌知信行的调查结果，提出加强农村社区癌症防制的策略。 

 
 
PU-286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口服缓控释制剂临床应用与药学服务 

 
胡觉 

苏州市姑苏区社区卫生管理中心 215006 

 

目的  了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口服缓控释制剂在临床中的应用情况，为促进临床合理用药，进一步

开展社区药学服务积累资料。 

方法  对姑苏区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常用的口服缓控释制剂进行整理汇总，调查 2013 年 1 月至 20

15 年 12 月门诊处方，就口服缓控释制剂在门诊调剂和用药咨询等药学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分析。参考药品说明书和相关文献，就中心目前常用的口服缓控释制剂及其用量、用法及药学服务

要点做一总结。 

结果  口服缓控释制剂临床应用时在服用次数、用法、剂型选择及剂型间转换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中心目前常用的口服缓控释制剂及其用量、用法、药学服务要点汇总成表。 

结论  社区药师应加强药学服务工作，帮助全科医师、患者正确使用口服缓控释制剂，从而保证用

药安全、有效、经济、合理。 

 
 
PU-287 

城中村老年高血压患者不良情绪现况及其干预效果研究 

 
黄智前 1 黄吟 2 黄秀冰 1 

1.深圳市龙岗区第七人民医院    2.深圳市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城中村老年高血压患者不良情绪状况，并进行综合干预，观察效果。 

方法  随机抽区在城中村患有高血压的老年人 80 例，采用调查量表进行心理状况调查，并进行心理

干预分组对照研究。 

结果  居住在城中村 71.1%调查对象处于长期处于焦虑状态，有 44%以上调查对象处于轻、中度抑

郁状态，而两者皆有的高达 41.3%。通过干预，综合组血压及高血压病相关危险因素较单纯组明显

降低（P < 0. 05） 

结论  城中村老年高血压患者不良情绪比例偏高，综合心理干预对提高治疗效果有重要意义。 

 
 
PU-288 

effects of early goal directed therapy in septic shock 

 
Zhang Jinbo 

浙江省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 317500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early goal directed therapy(EGDT) in septic shock.  

Methods  A total of 296 septic shock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randomly：the treatm

ent group（apply early goal directed therapy）  for 146 patients and the control group（apply Co

nventional treatment）  for 150 patients．the mortality of  30d、60d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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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reatment group than that the control grou

p in the mortality of  30d、60d（P= 0.623, P=0.812）；The mean intravenous fluid volum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control group than that in treatment group during the first 6 hours（P=0.0

13）；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duration of intensive care unit

(ICU)stay（P=0.675）、in hospital stay （P=0.729）;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

he two groups in new organ failure of renal、respiratory、cardiovascular（P= 0.722, P=0.763，P

=0.524）;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use of vasopressors

（P=0.773），in the use of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P = 0.722), in the use of mechanical ventil

ation(P = 0.794)；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gender、Age、AP

ACHEⅡscoer、Charlson comorbidity score、Positive blood culture（all P＞0.05）． 

Conclusions  early goal directedtherapy(EGDT) in septic shock did not improve outcomes. 
 
 
PU-289 

论病史采集在全科医生诊疗过程中的重要性 

 
王惠铭 

王惠铭 312300 

 

目的  明确病史采集在诊疗过程中的重要性 。 

方法  通过案例分析，了解病史采集在全科医生诊疗过程中，对病人的影响 。 

结果  正确采集病史，能快速有效的为病人治愈；而因采集病史方法不当，导致误诊，后果不堪设

想。 

结论  正确采集病史是正确诊断的关键，能快速有效地明确病因病机，辩证用药 。 

 
 
PU-290 

关于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诊儿童现状的电话问卷调查 

 
潘子涵 1,2,3 齐建光 1,2,3 姚弥 3,4 于果 1 刘亚军 5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    2.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全科教研室     3.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学系 

4.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 

 

目的  了解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诊儿童的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进一步完善北京市儿童初级

医疗卫生保健系统，实现分级诊疗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以电话问卷的方式对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否接诊儿童常见

病、接诊医生的类别、接诊儿童具体情况等相关内容进行调查。 

结果  本次电话问卷调查有效应答率为 64.6%（210/325）。有效调查的 210 家北京市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有 87 家（41.4%）不接诊儿童,接诊儿童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 78%在郊区，22%在城区，

郊区接诊儿童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比例明显高于城区 (P＜0.05)。城区与郊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在接诊时间（17:00 以后接诊、周末接诊、24h 接诊）和门诊量（＜20/天）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在接诊儿童年龄、病房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4.6%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由儿科医生接诊儿童，77.3%由全科医生接诊，8.1%是儿科医生和全科医生共同接诊；与

城区相比，郊区由全科医生接诊儿童的比例更高（P＜0.05）。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诊儿童与否与

社区儿科设置存在相关性（P＜0.05），与有无儿科医生不相关（P＞0.05）。 

结论  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诊儿童的整体情况欠佳，郊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诊儿童的情

况明显好于城区。社区中接诊儿童的工作由全科医生和儿科医生共同承担，以全科医生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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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1 

某社区医院尿路感染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王俊 

上海市徐汇区龙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232 

 

目的  了解并分析社区医院住院患者尿路感染的病原菌分布、构成及耐药状况，为指导临床合理使

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  

方法  对 2015 年 1 月-2016 年 5 月社区住院患者尿路感染病原菌的分布和及耐药性进行回顾性分

析。 

结果  169 株病原菌中依次为革兰阴性杆菌 129 株(76.3％)、肠球菌属 24 株(14.2％)、葡萄球菌属

13 株(7.7％)、真菌 3 株（1.8％）；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ESBLs)大肠埃希菌的检出率为 39.

7％．革兰阴性杆菌对头孢替坦、头孢他啶、头孢吡肟、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阿米卡星、亚胺培

南的敏感性较好，对氨苄西林、磺胺类抗生素耐药率高；革兰阳性球菌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敏

感。 

结论  社区住院患者尿路感染主要病原菌为革兰阴性杆菌，病原菌耐药性较高,真菌感染较少见。临

床应结合药敏试验和耐药菌株的报告结果，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PU-292 

全科医学“香港模式”概况及对我们的启示 

 
薛武更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00078 

 

全科医学“香港模式”是全球成功的模式之一。其公立医疗政策、“联网制度整合服务”、预约就诊制

度和分级诊疗制度、家庭医生的培训、慢病管理模式、临床管理系统的发达、合理的临床审计、社

区资源的利用和加强患者自我管理都是这一模式的重要内容。这一模式对我们的启示主要体现在慢

病管理团队的优化、全科医师专业化转型、完善和改进绩效考核制度、完善且严格实行分级诊疗制

度以及加强信息化建设等方面。 

 
 
PU-293 

社区眼病分级诊疗与双向转诊模式探索 

 
朱敏 1 张怡 1 戴慧敏 1 张勰义 1 刘洁 1 成园 1 童晓维 2 杜兆辉 1 

1.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上海市眼科医院 

 

目的  探索适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二三级医院眼病的分级诊疗、双向转诊模式。 

方法  对 2014 年 5 月-2016 年 5 月在我中心进行眼底病筛查的 1435 居民资料进行收集分析，并对

符合分级诊疗要求的患者转入到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接受治疗，并追踪随访效果。 

结果  共筛查出需上转上级医院的患者 346 人，其中 157 人自愿接受我中心的“点对点”双向转诊，

上转成功率达 45.4%，好转率 100%；截止目前 157 人均已下转至社区眼病门诊随访，下转率 10

0%。双向转诊的患者满意度 97.5%。 

结论  “点对点”双向转诊模式，在加强基层与上级医院的互动合作、提高基层全科医生执业技能、

增强上级医院分级诊疗的功能性、提升本社区居民满意度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日后全面完

善、细化分级诊疗、双向转诊制度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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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4 

紧密型医疗联合体内推进全科签约的做法与初步成效 

 
方舟 

绍兴第二医院平水分院 312050 

 

目的  利用医疗联合体自身的优势，推进联合体内全科签约工作的实施，保障签约实效。 

方法  在三级医疗联合体框架内，组建“1+1+1+X”的全科签约团队，在制度建设、规范管理、业务

指导、考核评价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指导与合作，全面推进全科签约工作。 

结果  新团队组建 2 个月，已完成有效签约 4247 人，占全镇人口数的 7.93%，其中慢性病患者签

约 2474 人，占签约总数的 58.25%，老年人签约 2162 人，占签约总数的 50.91%，基层就诊率 96.

87%，签约医生处就诊率 62.25%。 

结论  1.新型全科团队的组建框架是可行的；2.医疗联合体内开展全科签约的成效是明显的。 

 
 
PU-295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 

家庭医生签约式服务的实践与思考 

 
王金明 1 陈晓荣 2 王家骥 1 

1.广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2.佛山市顺德区乐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目的  为推进和开展家庭医生签约式服务提供实践经验和对策建议。 

方法  笔者所在佛山市顺德区乐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自 2014 年 5 月起，开始试点家庭医生签约式

服务，通过完善激励机制，严格考核；正确引导，积极宣传；对签约居民分类管理，做细做实健康

管理；对家庭医生团队进行全方位培训，提高团队服务能力。 

结果  2 年多来累计签约 12894 人，重点人群签约率达 52.42%，签约服务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 

结论 深入宣传，强化政策制度保障，吸引居民和激励家庭医生参与签约服务，做实签约后的管

理，才能确保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有序、有效、有力的向前推进。 

 
 
PU-296 

浅谈加强全科医生专项资金管理 促进全科医师团队建设 

 
叶旭红 

郫县犀浦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11731 

 

目的  全科医生执业方式和服务模式经费是近年来各级财政部门对全科医生团队建设的专项补助经 

费，专项补助经费如何使用，绩效如何考核才能充分调动全科医师积极性，对全科医师团队建设起

重要作用。本次探讨我中心全科医生专项经费管理使用方法及绩效考核方式对促进全科医生团队建

设的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中心全科医生执业方式与服务模式试点工作经费管理经验及促进全科医生团队

建设的作用。 

结果  通过全科医生资金专项管理，配合国家基本公共卫生资金，截止 2016 年 5 月末，我中心签

约 14596 户，签约率：35.5%；签约 26531 人，其中重点人群签约 16428 人，占总数的 61.9

2%。对签约对象建立规范化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达到了 100%。对签约家庭中的 373 名 0-3 岁

儿童均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2011 版）》及相关文件要求进行了系统管理，管理率

达 100%。为签约家庭 93 名孕产妇在孕期均提供了健康管理服务，健康管理率达 100%。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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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 65 岁以上老年人 5239 人，健康管理 5239 人,健康管理率达 100%。进行高血压病、糖尿病筛

查 39114 人次。全科医生团队对签约的慢性病患者 10532 人均进行了健康管理，健康管理率 10

0%，规范管理率 100%，自查高血压病人控制率 80%，血糖控制率 70%，自查服务满意率达 8

0%。2015 年全科医生深入社区居民院落为居民服务，全年服务 5943 人次。更提高了服务质量和

居民的满意度。居民对签约服务满意度达 92%。 

结论  基层医疗机构只有加强全科医生专项资金管理，监督资金整个使用过程，做到专项资金专项

使用，才能提高全科医生积极性，带动全科医生团队建设，更好地为一方百姓服务，逐步实现城乡

居民享有更精细化的健康服务。 

 
 
PU-297 

膏方在几种社区常见病中的应用体会及互联网加时代下的展望 

 
戚贤贤 张宝富 段世阳 

苏州市姑苏区虎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15000 

 

目的  概述了膏方在社区的运用成效和优势，以及互联网加时代下我中心开展膏方服务的一些展

望。 

方法 通过对几年来社区常见的 6 种慢病，包括失眠，哮喘，便秘，月经不调，胃脘痛，治未病

（亚健康）共 158 例患者服用膏方后的疗效进行观察。 

结果  服用膏方后，几种慢病治疗有效率达到 80%以上，部分慢病有效率达到了 90%以上，疗效显

著，膏方门诊人次逐年增多。 

结论  膏方治疗效果好，服用方便，安全。社区开展膏方门诊，方便辖区居民就近配药，避免了大

医院“一号难求”，以及患者排队挂号，候诊，登记，熬制等一系列流程。同时也增加了社区门诊

量，提升了社区卫生服务的品牌形象
［1］。 

互联网加时代下的展望：一般一剂膏方可连续服用三个月，只需一次辩证论治，无需多次往返医院

调整方剂，基于社区目前开通了双向转诊，专家会诊等诊疗服务，对于一些不确定用药的情况，基

层医生完成辨证论治后可以通过网络完成上级医院会诊，再行配药。另外对于无需专家会诊的患

者，社区医生可通过门诊以及社区出诊的方式完成患者的辨证论治，然后方药传输至医药公司完成

统一配送；除此之外目前一些正规的医药网站也可以下单熬制送药上们，某些独居老人在社区经过

诊疗后，其子女可在互联网直接下单后送药上门。未来，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下，居民开具膏

方会越来越省时方便。 

 
 
PU-298 

清热化痰方联合西医治疗小儿肺炎临床疗效观察 

 
周丽平 乔晓光 

杭州市江干区凯旋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10020 

 

目的  探讨清热化痰方联合西药治疗小儿肺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3 年 6 月至 2014 年 6 月于我院接受诊断和治疗的小儿肺炎患者 96 例，随机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48 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的西医治疗，观察组患者给予清热化痰方联合西

药治疗，观察比较不同方法的临床疗效。 

结果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显效的为 42 例，显效率为 87.5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30 例 62.50%（P

<0.05）。观察组患者退热时间为（2.7+0.4）d,显著低于对照组的(3.8+0.6)d（p<0.05）；观察组患

者咳嗽小时时间为（5.0+1.1）d，显著低于对照组的（6.2+1.3）d（p<0.05）。 

结论  清热化痰方联合西药治疗小儿肺炎临床效果显著，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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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299 

针灸治疗贲门失弛缓症 1 例 

 
周瑞雯 

上海黄浦区打浦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023 

 

目的  贲门失弛缓症是由于食管贲门部的神经肌肉功能障碍所致的食管功能性疾病，是由于支配食

管下端括约肌（LES）的肌间神经丛中松弛 LES 的神经减少或完全缺如引起。目前对于贲门失弛

缓症所产生的神经变性仍无特殊的办法进行矫正。本文报道一例病案来探索针灸来缓解 LES 的压

力从而改善吞咽障碍。 

方法 55 岁男性患者采用针灸治疗。取天突、膻中为主穴，内关、丰隆、足三里为配穴，每周一三

五治疗，每次 20 分钟。 

结果  4 周后症状明显改善。患者不再呕吐，但仍有些吞咽困难。再继续 5 个月治疗后，疼痛和症

状均基本消失。 

结论  针灸对贲门失弛缓症有良好的改善作用，可使患者免于手术和昂贵的经济压力。本例患者用

针灸治疗贲门失弛缓症取得了成功。 

 
 
PU-300 

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地区居民家庭医生式服务的 

签约现状及影响因素调查 

 
莫海韵 1 罗志荣 2 陈少华 3 欧伟麟 1 欧文森 1 王家骥 1 

1.广州医科大学    2.广州市瑞宝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广州医科大学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目的  了解珠海市唐家湾地区居民对家庭医生式服务的知晓、需求和签约情况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根据随机抽样原则，在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社区居委会按照常住人口管理名单中采用单纯随

机抽样方法抽取 450 户家庭；以每个家庭为单位，选出 1 名代表进行调查。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

卷于 2016 年 4 月进行面对面的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对家庭医生式服

务的知晓、需求度和签约情况、影响签约的原因等。共发放问卷 450 份，有效回收问卷 437 份，

有效回收率为 97.11%。 

结果  437 例社区居民中，有 116 例（26.5%）知晓家庭医生式服务，有 18 例（4.1%）签约了家

庭医生式服务。婚姻状况、是否患有慢性病的社区居民的家庭医生式服务需求度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 05）。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是否患有慢性病是家庭医生式服务签约的影响因素 

（P<0.05）。 

结论 在家庭医生服务发展的起步阶段，社区居民对家庭医生式服务的了解程度尚较低，签约率非

常低，影响居民对家庭医生服务需求的主要因素为婚姻状况以及是否患有慢性病。建议政府和卫生

计生部门加大对家庭医生服务的宣传力度，完善全科医生的培育机制，提升服务效率以及业务水

平，健全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提高居民对家庭医生式服务的认知度和满意度，为广东省基层医疗机

构探索发展家庭医生式服务提供政策依据。  

 
 
PU-301 

社区和医院建立紧密型合作机制的分析 

 
田艳 1 马力 2 

1.北京市东城区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    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全科医学科 

 

随着分级诊疗制度的建设，社区和综合医院的建立固定协作关系成为重点。本文就目前社区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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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紧密型合作的必要性、合作内容和实现渠道进行总结分析，并对当前社区和医院建立紧密型合

作内容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以期能为社区和医院合作关系的开展提供参考和建议。 

1.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大型综合医院建立紧密型合作的必要性 

1.1 社会需求 更好的满足患者的医疗需求，提高居民的健康状况，充分利用现有的医疗资源，发挥

最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1.2 调整不合理的医疗结构 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资源结构仍然呈“倒三角”模式。转变这种模式

的关键在于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充分发挥社区的作用，各级医疗机构分工协作、各司其职。 

1.3 保障医疗服务质量 改善医疗服务质量，需要建立社区和医院的紧密型合作，针对不同层次的医

疗需求提供不同的服务，简化需要入住院患者的就医流程，为病人提供从社区到医院的连续性服

务。 

2.社区与医院紧密型合作内容分析 

2.1 双向转诊 医院和社区通过双向转诊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互动平台的搭建使病人的诊疗信息得到

了充分的利用。双向转诊的推广革新了病人的就诊理念，减少了医疗资源的浪费，但目前在实际运

行中仍然存在上转容易下转难、首诊选社区的病人数量少的问题，双向转诊的完善还有待于制度改

革、明确各级医疗机构职责分工、提高社区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量。 

2.2 对口支援 专科医生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主要进行门诊、会诊、咨询、基层医生培训、健康教育

等工作，在满足病人的就医需求的同时，潜移默化的提高了社区的信任度和医疗水平。目前对口支

援存在一些问题，如专科医生受专科思维和服务周期限制，不能提供全面和连续的服务；专科医生

不能在社区中行使医师权利；缺乏明确的绩效、考核指标等，需要建立起规范的制度、扩大专科医

生在对口支援中的执业权限。 

2.3 培训进修 综合医院的参与弥补了社区师资数量和水平的不足，社区师资也在培训过程中提高了

自身临床和教学能力。但由于全科医学具有与其他二级学科不同的特点。目前的不足如参加培训学

员水平参差不齐；缺乏客观评估培训质量的体系；医院的师资多为专科医生，缺乏社区工作经验和

全科思维。这需要对不同水平的全科医生量身制定合理的培训方案，建立规范的培训质量评估体

系，加强医院专科带教老师全科思维的培训。 

2.4 科研合作 社区医生负责社区资料的收集、病人的跟踪随访，提供样本资料，综合医院医生对资

料进行专业分析研究，指导社区制定出严谨和有价值的科研课题。现在普遍存在社区科研水平不

高，在科研合作中常处被动地位，所以社区医生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应该加强科研意识和能力

的培养。 

2.5 资源共享 综合医院拥有更丰富的医疗、信息资源，社区掌握着病人的持续、全面的健康信息，

两者建立双向资源共享能弥补各自的不足，实现资源合理、持续的利用。虽然目前资源共享还没有

普及全国各个社区，但随着技术和政府投入的增加，会有越来越多的社区实现与综合医院的资源共

享。 

2.6 技术互联 随着计算机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许多地区探索了社区和医院通过新技术的互联，

目前主要涉及：远程预约挂号、预约检查、远程会诊、设立区域性检查中心，如远程预约检查系

统。这种技术平台的搭建改变了社区工作的局限性，简化了病人的就诊流程，让居民足不出户就能

在家门口享受综合医院的服务。 

3.紧密型合作联系渠道 

3.1 人工 很多转诊、预约都是通过人工的形式完成。此外还有综合医院专科医生定期到社区出诊和

巡诊。在教学培训中也更多采取集中授课、现场培训等形式。 

3.2 电子通讯 电话告知患者转诊信息和基本情况，在科研工作中双方通过邮件和聊天工具来交流数

据和心得，在实际工作中如果能合理利用电子通讯还可以实现网络会议、远程会诊。 

3.3 信息平台 在双向转诊过程中需要信息平台将患者的转诊信息及时传达给对方，资源共享和技术

互联平台的建设需要信息平台支撑来实现诊疗资料、检查结果、图像材料畅通传输。 

分级诊疗作为医疗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管理部门、社区、医院和社会群体的共同参与，

通过多种途径建立起社区和各级医院的密切联系，加快社区建设步伐，才能更好地满足居民的健康

需求，实现医疗资源的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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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02 

急性心梗老年患者的社区急救方法 

 
王金生 

铜川市印台区王石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727004 

 

目的  掌握老年人急性心梗患者的社区急救方法。 

方法  通过查阅书籍和文献，分析老年人急性心梗的特点和社区急救方法。 

结果  老年人急性心梗是中老年人群常见疾病，但由于老年人急性心梗的临床症状、心电图等不典

型，很容易误诊导致病情恶化。社区急救是对老年急性心梗进行初步急救的有效方法，能降低死亡

率和提高预后质量。 

结论  社区急救方法包括常规监测、供养、镇痛、消除心律失常、控制休克、治疗心力衰竭等，社

区医生应对老年人急性心肌梗死作出及时准确的诊断，并针对症状迅速采取急救方法，争取治疗时

间降低病死率。 

 
 
PU-303 

促进乡镇卫生院健康发展的经验和举措 

 
梁军 

天津市宝坻区杨家口卫生院 301800 

 

如何使卫生院走出困境健康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经我从事 20 余年的卫生工作经

验和以往 2 年院长一职的工作阅历，且针对我院实际，从我们卫生院现状、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和

进一步改善的举措几方面谈谈卫生院的出路。 

 
 
PU-304 

我国社区首诊存在的问题及思考 

 
郝立晓 1 贾建国 1 

1.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2.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随着我国基层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社区首诊制度逐渐成为热点问题。相关政策的不断出台，各地

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和实践。本文拟通过对我国社区首诊制探索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综

述，利于该制度不断完善及其在我国的顺利建立。 

 
 
PU-305 

中医适宜技术在基层医院临床应用困境及发展方向思考 

 
王朝旭 

天津市滨海新区杭州道街向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451 

 

目的  通过对目前滨海新区基层单位中医适宜技术推广现状地分析，提出建议和措施，以期更好地

促进项目开展。 

方法 1.通过文献回顾和实地调查总结中医适宜技术发展的五个方面问题；2 分析滨海新区中医适宜

技术推广要点；3.提出建议及解决措施。 

结果  通过完善中医科室建设，健全培训管理机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鼓励支持课题项目，建立

对口支援医院，建立数据化平台等措施促进中医适宜技术项目更好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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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基层单位应根据推广地区的实际需求和经济发展水平，选择适合推广的中医适宜技术防治项

目，推动基层中医药发展。 

 
 
PU-306 

自拟消痞汤加减治疗老年人胃痞病脾虚气滞型 124 例 

 
宋连会 

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00026 

 

自拟消痞汤加减治疗老年人便秘脾虚气滞型 124 例，消痞汤组成为：炒白术、枳壳、半夏、厚朴、

炙甘草、黄芩、鸡内金、焦神曲、苏梗、香附、木香。 

结果  治愈 57 例，好转 54 例，无效 11 例。总有效率 89.5%。 

 
 
PU-307 

社区糖尿病足的基层治疗 

 
赵凤来 

天津市滨海新区北塘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453 

 

糖尿病足是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之一。目前我国对糖尿病足的治疗是在内科治疗的基础上联合局部

伤口清创与换药。内科治疗包括控制血糖、控制感染、改善微循环；局部伤 1：7 清创与换药包括

胰岛素联合其他药物外用、碘伏浸浴、局部使用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金因肽)联合山莨菪碱(654-

2)、蜂胶换药、生肌象皮膏外敷、自体富血小板凝胶外敷 

 
 
PU-308 

名片在基本医疗及慢病管理中的应用 

 
张剑 

天津市滨海新区杭州道街向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451 

 

目的  探讨名片在基本医疗及慢病管理中如何应用 

方法 结合个人近四年在基本医疗及慢病管理中应用名片的情况，分析在实际工作中应当怎样应用

名片。 

结果  应用个人名片，提高了门诊量，提高了慢病管理的真实性。 

结论  在基本医疗及慢病管理中，应用个人名片，能大大增进与患者的感情，提高慢病管理的真实

性。 

 
 
PU-309 

社区高血压患者管理 

 
唐树磊 

天津市滨海新区北塘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453 

 

高血压及其相关疾病的患病率、死亡率高，控制血压是减少心血管事件的主要手段。高血压是我国

社区医院重点管理的慢性疾病，社区慢性疾病管理被证明是控制高血压的有效途径，规范化社区管

理，对控制高血压有重要意义。现根据高血压的流行状况，阐明社区高血压管理的重要性与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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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PU-310 

膝关节慢性滑膜炎的中医外治法在社区应用的概况 

 
许丹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大华医院 300455 

 

膝关节慢性滑膜炎是社区的常见病、多发病之一，多见于中老年人，以膝关节肿胀、疼痛为主要症

状。近年来中医药对本病的治疗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本文结合社区工作，就膝关节慢性滑膜炎

的中医外治法在社区的应用情况进行总结。 

 
 
PU-311 

安徽省安医附院双向转诊实施情况分享 

 
奚艳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分享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双向转诊实际情况，探索改善模式。 

方法  举出转诊数据及实际情况，分析内在原因。 

结果  双向转诊目前存在情况：1.上转容易，下转难；2.多数转诊不规范；3.转诊信息闭塞。 

结论  双向转诊需加大居民宣传、基层培训力度，增加上下级原因沟通，增加互联网+应用。 

 
 
PU-312 

眩晕病辩证施护体会 

 
卜海娟 

淮安涟水县中医院 223400 

 

目的  探讨对眩晕病患者进行恰当的辩证施护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220 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两组，两组患者均给予药物治疗。对照组给予常规护

理，实验组根据患者实际情况给予辩证施护，最后观察两组患者病情好转情况及患者对护理工作的

满意度。 

结果  表明实验组患者平均住院天数比对照组患者平均住院天数少 5 天，且实验组患者满意度高于

对照组患者满意度。 

结论  实验组的辩证施护疗效满意，并可缩短住院天数。 

 
 
PU-313 

浅议开展分级诊疗 构建农村县域医联体的必要性 

 
马明慧 1 郑新力 2 邹琳 1 

1.天津市医学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2.天津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目的  从天津市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以人人享有基本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为目标，以

“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和“乡村卫生一体化建设”为抓手，通过建设农村县域医联体，进一步实现

可持续的农村分级诊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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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现场调查、访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实地走访 6 个涉农区县，发放乡医问卷 600 份，农村居

民问卷 600 份，县级公立医院职工问卷 300 份。访谈卫生行政主管领导等 10 余人。 

结果  （—）天津市农村区县医疗布局调整硬件建设和全市对口帮扶工作，为县域“医联体”改革创

造了有利条件；（二）县级公立医院管理者和医务人员对医改方针政策认识清楚，态度端正；

（三） 基层医疗机构管理人员和乡村医生对近年来实行的乡村一体化管理表示认同；（四）基层

医疗机构布局完善收费低廉；（五）农村公共卫生服务覆盖率和农民参保覆盖率提高；（六）农村

居民希望就近就医、基层首诊。当前天津市农村卫生工作初见成效的同时，也存在不容回避的问

题，使得以构建县域医联体推动分级诊疗制度这项工作显得尤为紧迫。（一）区县各级干部对医改

总目标、路径认识差异大；（二）县级公立医院对破除“以药养医”和开展分级诊疗表示担心；

（三）基层卫生“网底”建设还不够牢固；（四）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管理需进一步深化；（五）农村

居民就医困难仍然存在；（六）当前农村医保支付方式与“保基本”原则不吻合。 

结论  在天津市农村地区，探索构建县域“医联体”的管理体制，将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有机结

合在一起，实施分级诊疗制度的外部条件均已具备。接下来应着重体制机制的改革，针对存在的问

题攻坚克难，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推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 

 
 
PU-314 

三甲医院住院患者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知晓度和利用度调查 

 
戴冠群 王彤 成红艳 

江苏省人民医院 210029 

 

目的  了解三甲医院的住院患者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知晓度、利用度情况，并分析原因，发挥三

甲医院对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促进作用。 

方法  对于近一年内在我科（江苏省人民医院普通内科）住院的 600 名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内容包 

括患者的一般情况，年龄、文化程度等，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知晓、利用情况，影响患者到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就诊的因素等。 

结果  三甲医院住院患者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知晓率为 75.4%，但就诊率较低，仅为 33.2%。影

响就诊率的主要原因是患者不信任社区医生的技术水平。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的患者平均年龄

为（62±18）岁，未就诊的患者平均年龄为（55±22）岁，二者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三级甲等医院的住院患者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功能缺乏了解，进而不信任且不选择社区就

诊。三甲医院的医生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动员并介绍慢性病患者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复诊，支持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建设，从而推动全科医学的发展。 

 
 
PU-315 

“家庭医学之父”伊恩•麦克温尼（Ian R.McWhinney） 

教授学术思想介绍 

 
姜岳 1 张亚兰 1 

1.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目的  介绍 Ian R.McWhinney 教授的生平和学术思想，增加对 Ian R.McWhinney 学术思想的认

识，提高对家庭医学理论来源和发展的了解，促进家庭医学的学科建设。 

方法  通过翻译和阅读“家庭医学之父”伊恩?麦克温尼（Ian R.McWhinney）教授的相关论文、学术

著作以及他人的介绍，全面了解 Ian R.McWhinney 教授的生平和学术思想，以及对发展家庭医学

学科的卓越贡献和巨大的影响力。 

结果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 Ian R.McWhinney 教授在家庭医学学科方面具有独特的学术思想。 

结论  通过 Ian R.McWhinney 教授学术思想介绍，深入了解其理论体系有助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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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医学学科理论体系和家庭医学的长远发展。 

 
 
PU-316 

试析某社区门诊应用抗生素现状分析及干预措施 

 
楼国平 

义乌市佛堂镇中心卫生院 322002 

 

本文对某社区门诊抗生素应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制定干预措施,为社区合理用药提供帮助。随机抽

取社区门诊 2014 年 1－10 月处方 1302 张,对处方中抗生素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抗生

素使用率 57.66%,占前 3 位的是头孢菌素类、喹诺酮类和大环内酯类,分别为 31.80%、26.03%和

17.33%。给药途径以静脉滴注和口服为主,分别为 47.97%和 39.51%。抗生素联合运用比例

39.91%,不合理处方占 36.04%。抗生素不合理应用现象主要为:抗生素与其他联用不当、给药次数

不当、给药剂量不合理。说明社区医师应采取多种干预措施,避免抗生素的不合理应用。 

 
 
PU-317 

农村地区全科医生的地位和发展 

 
楼国平 

义乌市佛堂镇中心卫生院 322002 

 

社区卫生服务被定位于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网底,承担着基本医疗及公共卫生 

服务的职责,是我国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证明,社区卫生服务不仅可以

大大提高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医疗费用的增长,通过提供公共卫

生服务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社区卫生服务已经成为了公认的、便捷价廉的卫生服务模式,并受到

了政府和社区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保障农民健康是重中之重。本文就当前农村

全科医生地位和发展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农村全科医师发展的意义,确定了全科医生是农村医疗服务

体系中重要的“守门人”，并为逐步实现分级诊疗奠定基础。 

 
 
PU-318 

国内分级诊疗模式比较与分析 

 
金娟 

微医（杭州）集团有限公司 310015 

 

明确分级诊疗是我国新医改的重点问题。通过国内分级诊疗模式的比较，提出政府搭建分级诊疗平

台，基层开展家庭医生签约工作，政府保障家庭医生薪酬，居民享有差异化医保支付等结合互联网

信息平台的建设，有望建立有效的分级诊疗体系。 

 
 
PU-319 

中医体质调护在社区健康管理中的应用 

 
王明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大华医院 300455 

 

本文综述了中医体质调护在社区中医体质辨识中的独特应用。结合社区居民中医体质辨识结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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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应的中医治疗及健康指导，改善居民体质，控制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等常见病

的转归，可称其为中医体质调护，对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具有一定推动作用。 

 
 
PU-320 

糖尿病的健康教育 

 
王元媛 

天津滨海新区塘沽新港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456 

 

目的  总结经验在社区开展糖尿病教育与健康促进。 

方法 糖尿病患者和他们家属为对象，促进健康教育，普及糖尿病的发病机制，临床表现，治疗和

护理。 

结果  早发现，早预防，糖尿病进展的控制的早期结果，减少并发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起到了

重要作用。 

结论  为了更好的促进和预防糖尿病，需要医护人员不断提高社会质量，加强健康教育力度。 

 
 
PU-321 

颈椎病中医特色针法治疗概况 

 
张国峰 

天津市塘沽区杭州道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451 

 

现代社会人们使用手机、电脑等，颈椎肌肉长时间处于僵直状态，使颈椎病发病率大大上升，越来

越影响人类的健康生活。随着医学事业的发展进步，尤其中医的发展，近年来涌现出各式中医特色

针法治疗本病，效果显著。 

 
 
PU-322 

浅谈如何建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大医院的医疗联合体 

 
韩鹏 

新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456 

 

目的  对建立医疗联合体中存在的问题和难点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合理化建议，为建立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与大医院的医疗联合体提供决策依据和方向。 

方法 本文在查阅文献的基础上，对建立医疗联合体中存在的问题和难点进行分析，并结合工作经

验和生活体验，提出相应合理化建议。 

结果  1、 建立“医药联合体”过程中存在的难题原因：大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存在利益冲突；转

诊程序和转诊标准不明确；医疗资源及人才分配不合理；医保政策不完善；信息交流缺乏。2、推

进建立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医疗联合体的建议：政府层面，制定强硬的分级诊疗制度并加大投

入、强化医保衔接；医疗机构方面，促进多点执业、加强基层人才培养、完善基层药品目录；社会

层面，应呼吁群众加大对医改的关注力度，鼓励群众到基层医院就医，增强群众对基层医疗机构的

信任度。 

结论  如何实现两者良好的分工协作，如何调动两者的积极性，真正实现“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

下联动”，是深化医改和公立医院改革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相信通过社会各个层面的共同努

力，一定能早日建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大医院的医疗联合体，从而使我国医疗体制更加完善，使

全国人民享受到医疗体制改革和发展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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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3 

眼针配合刺络放血拔罐治疗肩周炎的临床观察 

 
金珊珊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沽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452 

 

目的  观察眼针配合刺络放血拔罐治疗肩周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60 例肩周炎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研究组，对照组患者采用刺络放血拔罐治疗，研究组患者

采用眼针配合刺络放血拔罐治疗，两组均每 2 日治疗 1 次，一周 3 次，连续治疗 2 周，对所有患者

治疗前及治疗 2 周后进行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分比较，观察临床疗效及疼痛发作情况。 

结果 对照组临床治愈 5 例，显效 7 例，有效 12 例，无效 6 例，愈显率为 40%，临床症状改善率

为（41.1±10.2）%；研究组临床治愈 10 例，显效 12 例，有效 8 例，无效 0 例，愈显率为 73.

3%，临床症状改善率为（78.3±8.6）%。两组比较有临床意义（P<0.01），研究组疗效优于对照

组。 

结论  眼针配合针刺络放血拔罐治疗肩周炎效果明显，值得推广。 

 
 
PU-324 

社区门诊彩超诊断子宫腺肌病 60 例分析 

 
李秀珍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街新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456 

 

目的  通过回顾性分析子宫腺肌病的彩超图像特性，从而提高对子宫腺肌病的诊断率。 

方法  通过收集在 2014 年 3 月-2016 年 3 月间于社区门诊就诊的，并且已经经过病理切片证实的子

宫腺肌病患者 60 例，分别对其彩超诊断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对其彩超图像特性进行归纳总结，

从而得出子宫腺肌病的彩超图像特性。 

结果 单纯性子宫腺肌病患者 46 例，彩超诊断与病理切片结果相符合的有 42 例(91.30%)，子宫腺

肌病合并子宫肌瘤患者 14 例，彩超诊断与病理切片结果相符合的有 12 例(85.71%)。 

结论 重视以上彩超图像特性，可以使子宫腺肌病的彩超诊断正确率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PU-325 

中医适宜技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的优势疾病分析 

 
朱成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沽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450 

 

目的  探索中医适宜技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的优势疾病。 

方法  以“中医适宜技术”和“社区卫生服务”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检索，筛选临床应用和疗

效观察的相关文献进行归纳总结。 

结果  中医适宜技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的优势疾病主要有高血压、糖尿病、脑卒中、骨关节炎等。 

结论  社区卫生服务中中医适宜技术应用广泛，治疗疾病以社区慢性病，老年病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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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26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大医院的医疗联合体 

 
李燕 

天津市塘沽区大华医院 300455 

 

目的  研究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与大医院组成医疗联合体的可行性和合理性，探讨基层医疗卫生

服务机构与大医院的医疗联合体对我国现阶段医疗卫生制度的发展的影响。 

方法 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与大医院进行对比，研究二者间的关系及各自的特点，结合我国医

疗现状及相关政策法规进行推断。 

 
 
PU-327 

耳穴治疗原发性痛经机理及临床应用初探 

 
刘欢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沽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450 

 

原发性痛经是青年女性的常见疾病，中医治疗方法很多,其中耳针以其安全、临床痛苦小、操作简

单的优点得到了认可。本文就耳针治疗此病的机理和临床应用从中医脏腑经络的角度进行了探讨，

旨在推广耳针的临床应用。原发性痛经是青年女性的常见疾病，中医治疗方法很多,其中耳针以其

安全、临床痛苦小、操作简单的优点得到了认可。本文就耳针治疗此病的机理和临床应用从中医脏

腑经络的角度进行了探讨，旨在推广耳针的临床应用。 

 
 
PU-328 

针灸疗法在社区临床医疗中的应用与优势 

 
宋福静 

天津市塘沽区杭州道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451 

 

目的  探讨针灸疗法应用于社区常见病的治疗与治疗优势。 

方法  选择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本社区站针灸治疗的各种典型常见疾病的跟踪调查与随

访。 

结果  治疗前患者的情况与预后情况对比，患者有了较大的改善，改善情况明显大于非针灸治疗的

患者。 

结论  针灸的理论特点及实践特点,为针灸进入社区、服务社区奠定了基础，针灸治疗应该在社区得

到大力推广应用。 

 
 
PU-329 

构建“治未病”理念指导下中医药特色社区健康管理体系 

 
魏媛媛 

天津市塘沽区大沽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450 

 

目的  探讨“上工治未病”旨在未病先防，完善的社区健康管理体系是保障人们健康水平的有效途

径。 

方法 建立以中医药特色健康管理为中心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正是我国社区医疗卫生机制创新的突

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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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中医药学蕴含着人文价值观，体现的生命观、生活观、养生观，简便验廉的特色诊疗手段和

适宜技术，均与社区的健康管理的要求高度契合。 

结论  实施中医药特色健康管理，弥补我国社区卫生资源的不足，凸显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优势。 

 
 
PU-330 

糖尿病合理用药分析 

 
王玉娟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沽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452 

 

糖尿病是一种最常见的内分泌代谢疾病，具有遗传易感性，在环境因素的触发下发病。随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能量摄入增加和运动减少等)及人口老龄化，糖尿病(主要是 2 型糖

尿病)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呈逐年增高趋势，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增加速度将更快(预计到 2025 年可

能增加 170%)，呈现流行势态。糖尿病现已成为继心血管病和肿瘤之后，第 3 位威胁人们健康和生

命的非传染性疾病。随着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日益提高, 伴随高血脂、高血压和肥胖患者的增多，

糖尿病的发病率也在逐年增加。糖尿病的发病原因错综复杂，糖尿病的治疗也因人而异，如果不能

达标控制糖尿病将会给患者带来更大的危险，甚至危及生命。笔者通过对糖尿病药物分类、使用误

区、不良反应及合理用药等分析，提示临床注意用药安全有效。 

 
 
PU-331 

浅谈全科医生临床思维与适宜技术 

 
蔡玉杰 

天津市滨海新区杭州道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451 

 

全科医生是我国当前基层紧缺和急需型人才。全科医生的工作性质不同于其他专科医生，其临床思

维方法有自身的特点。全科医生需要梳理整体医学观，和以患者为中心或者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需要掌握全科医学整体系统性的临床思维方式，并能熟练的应用全科医学中各个学科的临床专科知

识和技术，甚至了解应用行为科学、社会科学等方面，从而在社区居民周围发挥光和热，我国全科

医学教育起步较晚。师资队伍薄弱，积极发展全科医学教育，构建合理的全科医学临床思维培训系

统，为当前全科医学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 

 
 
PU-332 

共建中医特色社区，服务百姓 

 
刘艳秋 

天津市滨海新区杭州道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451 

 

本文主要讲述中医中药在社区中的应用。中医是祖国传统医，讲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未病先

防，既病防变”，与社区提倡预防、医疗、保健的宗旨相吻合，也符合社区居民的健康需求，但在

开展工作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困难，人才短缺及中医师诊疗水平不足有待改善，还有加强中医师对西

医全科的学习，中西医结合在社区诊疗工作中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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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33 

温针灸加刺络拔罐疗法治疗坐骨神经痛的临床研究 

 
展磊 

广州市天河区石牌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10630 

 

目的  观察温针灸加刺络拔罐疗法治疗坐骨神经痛的临床疗效。 

方法 60 例坐骨神经痛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治疗组采用温针灸加刺络拔罐疗

法，选穴主穴选患侧环跳、阳陵泉、委中、大肠俞、肾俞，沿足太阳经痛者加患侧秩边、承扶、殷

门、承山、昆仑，沿足少阳经痛者加患侧风市、膝阳关、阳辅、悬钟、足临泣；对照组采用单纯针

刺疗法，选穴同治疗组。两组针刺均每天治疗一次，10 次为一疗程，每疗程之间休息 3～4 天，刺

络拔罐疗法每疗程治疗 2 次，共治疗 3 个疗程后，比较两组的临床疗效。 

结果  疗程结束后，治疗组治愈 16 例，总有效率 90.00%；对照组治愈 8 例，总有效率 83.33%，

两组间总有效率经秩和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温针灸加刺络拔罐疗法组治疗坐骨神经痛的临床疗效优于单纯针刺疗法组。 

 
 
PU-334 

社区合理用药浅述 

 
刘永存 

天津巿宝坻区林亭口医院 301804 

 

目的  药到病除是人们所期望的，但药物存在两重性，既有治疗作用，又有不良反应甚至毒性。临

床合理用药、降低或避免药物的不良反应是医务界、病人和社会普遍关心的大事。 

方法  医、护、药必须共同努力，互相协作，作好合理用药，提高治疗水平，更好的为病人服务。 

结果  从减少药源性疾病，提高治疗水平的要求来看，合理用药的基本原则是以当代药物和疾病的

系统知识和理论为基础，安全、有效、经济、适当的科学用药，这也是临床用药最理想的用药结

果。 

结论  事实上临床中用药存在着许多不合理，因此，推行合理用药就必需掌握临床合理用药的原

则，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剂量、途径和疗程，达到治疗的目的。 

 
 
PU-335 

新医改环境下乡镇卫生院医疗服务功能定位及做法分析 

 
肖艳梅 

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380 

 

乡镇卫生院是乡镇三级医疗卫生服务骨干,直接为广大农村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常见病、多发病的

诊疗等综合服务，乡镇卫生院在农村卫生事业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在新医改环境下通过对乡镇卫

生院当前生存环境分析、乡镇卫生院功能定位分析、乡镇居民就医行为现状分析提出具体的设想及

做法，用以完善乡镇卫生院功能和服务能力包括：以家庭医生(全科医生)为主导提供社区卫生服

务；真正做好城乡居民健康状况的调查、周期性健康检查和筛查工作；重视典型病例研究推广，做

好慢性病的预防工作以及对城乡居民进行科学的营养干预和健康指导。使乡镇卫生院能真正为乡镇

居民提供可及、有质量的医疗卫生服务，从根本上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 

 
 



2016 全科医学大会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第十四届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234 

 

PU-336 

高血压预防与治疗 

 
蒋洪华 

1.大港油田花园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炼盛社区服务站 

 

对于高血压患者而言，最重要的在于一级预防，即通过对致病因子的准确把握和有效的人群干预措

施来实现预防。这就迫切需要集一级预防与初级保健功能于一体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完成预防工

作。因此以社区健康促进并以控制危险因素为基础的综合防治是防治高血压病的有效手段。对社区

高血压病患者进行综合干预，以达到预防和治疗高血压的目的。根据高血压患者的个体差异，给予

健康教育，心理治疗，饮食治疗及药物干预等综合干预措施。提高社区高血压的防治水平。 

 
 
PU-337 

建设双向转诊信息共享网络平台的探讨 

 
周甫阳 

天津市南开区向阳路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111 

 

目的  建设医联体双向转诊信息共享网络平台是保证双向转诊医疗机制高效运行的基础。 

方法 从设计双向转诊信息系统框架、明确双向转诊信息共享网络平台建设目标、规范双向转诊业

务流程等方面探讨医联体双向转诊信息共享网络平台的建设方案。 

结论  针对双向转诊医疗机制运行中“信息不共享、转诊不衔接”的问题，通过信息共享网络平台的

建设能够有效实现上下级医院转诊信息的共享，使二三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可以

随时了解患者就诊信息，对于简化转诊流程，促进上下级医院转诊的有序对接，解决患者就医困难

以及避免医疗机构重复检查及实现医疗卫生资源的合理共享具有重要的意义。 

 
 
PU-338 

全科医学的发展 

 
尚海侠 

天津市河北区新开河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230 

 

全科医疗服务是被世界公认的适应第二次卫生革命需要的全球重要卫生政策之一。全科医疗被世界

卫生组织称为“最经济”、“最适宜”的医疗卫生保健服务模式。全科医学诞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是

一个以人为中心、以维护和促进健康为目标，向个人、家庭与全社会提供连续、综合的基本卫生服

务的新型医学学科。国外的全科医学发展较早，已相对成熟。我国全科医学起步较晚，目前全科医

生的培养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本文对我国全科医学的发展历史、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做一简

要回顾，希望通过总结经验促进我国全科医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PU-339 

社区医生的作用及前景 

 
金鹭 

天津市河东区东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162 

 

全科医学及全科医生在我国是一个新兴的行业及人群，全科医生在社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

社区居民提供医疗服务及健康保障,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各种问题,还有着各种困难需要去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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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PU-340 

社区杂病从肝论治验案举隅 

 
魏小明 

天津市河东区大王庄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171 

 

目的  通过学习《西溪书屋夜话录》内容，提高临床对杂病的认识，辨证施治。 

方法  从养血熄风，滋阴潜阳;滋水养肝敛肝，泻火祛风止痉;健脾温中,培土宁风等多个方面去捕捉

病机，采取多种有效的治疗方法，解除患者疾苦。 

结果  临床效如桴鼓，有效地提高了临床治愈效果。 

结论  “杂证之中，肝病十居六七”“大凡杂证多肝病”是符合实际的。 

 
 
PU-341 

浅析社区妇女保健问题的管理与改革 

 
刘洪艳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街大田卫生服务中心 300480 

 

社区妇女保健在社区服务实践过程中，得到了更多的社区妇女保健问题的管理经验与改革办法。社

区妇女健康问题会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并且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妇女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妇女

的健康水平会影响刀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社区妇女保健问题必须要引起一定的重视。社区妇女的

健康保健需要得到有效的完善，本文从当前社区妇女的保健工作开始出发，在对社区妇女进行具体

的健康问题分析研究的过程中，进一步的指出社区妇女保健问题，根据社区妇女保健问题而提出社

区妇女保健问题的管理与改革。需要社区医生对我国妇女进行健康保健工作进行有效的完善，社区

妇女保健的重要性要得到社区医生的高度重视，围绕社区保健问题的管理与改革进行深入的探讨。 

 
 
PU-342 

社区家庭医生责任制的实践和探讨 

 
马学斌 

天津市大港油田总医院花园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280 

 

目的  家庭医生责任制是改变医生坐诊模式,和谐医患关系,提高社区居民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实现

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目标的重要途径。但家庭医生责任制绝非社区卫生服务的翻版以及简单的合同式

约束，本论文对家庭责任医师制度的接受方适应、提供方准备以及卫生服务的战略调整等诸多方面

进行了探讨。 

方法 按照确定服务对象、签订家庭责任契约、建立服务团队、确定团队制度及职责、加强相关人

员的培训等方面对家庭医生责任制进行推广，同时探讨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和工作中存在的困难。 

结果  通过实践探索要可持续地开展家庭医生制服务一项新的卫生改革要在卫生政策倾斜，保障机

制到位、界定服务人群，合理安排人员、适应居民需求， 服务内容适宜、不宜苛求数量， 加强过

程监督等方面稳妥推进。 

结论  家庭医生责任制的实施全过程需要卫生部门领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等各级领导的重

视，也需要街道办、社区工作站（居委会）、小区管理处以及居民的配合以及相互合作，才能保证 

试行办法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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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3 

健康教育对社区老年人健康行为的影响 

 
刘俊红 

寨上街朝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480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医学模式的转变以及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使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对健康有了

更深层次的认识和理解。在我国目前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已超过 10%，由于人口老龄

化，临床上老年患者日趋增多，关爱老年人的健康成为每个医务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定期开展对

老年患者及其家属的健康教育：有针对性的介绍疾病的基本知识、预防、治疗及康复，帮助老年人

正确认识疾病，增强自我保健意识和自我照顾的能力已成为我们社区医务工作者的一项重要职责。

我们要做到尊重老年人，关爱老年人，从而加强老年人对生活充满健康的信心。教育老年人要树立

坚强的信念，树立正确的生死观，从生活中寻找生存的意义和乐趣。使他们能够健康长寿，安度晚

年，为老年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使老年人真正过一个幸福健康的晚年。 

 
 
PU-344 

新疆农、牧区成人血脂异常流行特点的变迁 

 
赵鑫 1,2 李南方 1,2 周玲 2 姚晓光 1,2 祖合热·日孜万 2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高血压中心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高血压研究所 

 

目的  通过比较新疆农、牧区 2008 年 2015 年成人血脂水平现况调查资料，以期发现近 7 年来新疆

农、牧区血脂异常流行特点的变化，为下一步血脂异常的防治工作提供依据。 

方法 分别于 2008 年和 2015 年在新疆农、牧区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了 958 和 624 名成年

农、牧民，检测其血浆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和高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HDL-C)水平，分析两次血脂异常流行特点。 

结果 （1）2008 年新疆农、牧区成人 TC、TG、LDL-C 和 HDL-C 的水平分别是［5.16(4.58-5.8

7）］、［1.24(0.88-1.70)］、［2.93(2.21-3.78)］、［1.56(1.38-1.83)］mmol/L；2015 年新疆

农、牧区成人 TC、TG、LDL-C 和 HDL-C 的水平分别是［4.47(3.90-5.08)］、［0.74(0.56-1.1

1)］、［2.60(2.11-3.10)］、［1.48(1.24-1.68)］mmol/L。（2）新疆农、牧区 2015 年血脂边缘升

高的患病率较 2008 年有明显下降（P＜0.001）。2008 年新疆农、牧区血脂异常、高 TC 血症、高

TG 血症、高 LDL-C 血症及低 HDL-C 血症的标化患病率分别为 32.30%、16.79%、12.86%、17.5

5%和 1.90%；2015 年新疆农、牧区血脂异常、高 TC 血症、高 TG 血症、高 LDL-C 血症及低 HD

L-C 血症的标化患病率分别为 14.73%、4.62%、4.07%、3.94%和 6.73%。与 2008 年相比，2015

年血脂异常、高 TC 血症、高 TG 血症、高 LDL-C 血症的患病率均明显下降（P＜0.001），而低 H

DL-C 血症的患病率则较前升高（P＜0.001）。（3）2008 年和 2015 年哈萨克族血脂异常的患病

率分别为 37.67%和 9.30%，较蒙古族与汉族相比下降最为明显。 

结论 新疆农、牧区血脂异常患病率较前下降明显，目前血脂异常主要以低 HDL-C 血症和高 TC 血

症为主，血脂异常的防治应以血脂边缘异常的人群为重点。  

 
 
PU-345 

北京大医生下沉支援基层民营医院发展的探索 

 
王长春 1 韩力浩 2 

1.北京医院    2.昌国医院 

 

目的  探索如何正确解读国家医改相关的政策，找到民营医院的出路。挖掘大医生的潜力，提高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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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医院的科研教学水平。 

方法 建立工作站。工作站运行模式：1、预约制，重点诊治慢性病、疑难病例。先期将预约患者病

历资料整理完备，上传给北京专家，北京专家根据预约病历有针对性的派出相对擅长的专家出诊。

2、双向转诊制：对于在北京医院就诊治疗病情稳定的患者，建议患者转回我院治疗；对于门诊过

程中发现的疑难患者限于当地医疗水平及医疗设备不能妥善诊治的，安排转诊北京相关医院。工作

站负责安排北京就诊的门诊挂号及预约床位问题，避免患者自己联系出现挂号难、住院难。3、签

约制：有意向的患者同工作站签署服务协议，签约患者优先获得北京专家诊疗，享受每年一次在北

京的查体服务，由北京专家解读查体结果、指导疾病的康复、预防等系列服务。 

结果  提高了昌国医院的门诊住院患者数量。提高了当地医疗水平。减少了当地医保资源外流。解

决了部分病人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问题。 

结论  在此次合作中，双方对以下 4 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对于国家政策的充分解读：从 2

005 年至今，国家共有 23 个文件提到民营资本办医，涉及人才、定位、医保等多个方面[1]。今年

7 月 2 日，国家卫计委体改司司长梁万年在“2016 中国社会办医峰会”上表示，由国务院医改办和相

关部门制定的“十三五”医改规划将于近期印发，将继续支持社会办医，意在把前期鼓励政策落到实

处。民营医院的数量已占据半壁江山。国家卫计委统计，截至 2015 年 8 月底，全国医院数量达 2.

7 万个，其中公立医院 13314 个，民营医院 13475 个，民营医院在数量上首次超越公立医院。然

而，在诊疗服务数量方面，民营医院诊疗人次只占 10.9%，出院人数 12.9%，与公立医院对比悬

殊。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在业内人士看来，包括人才、社会保障实现、品牌培育等多个难题

仍停留在政策层面，如非公立医院因缺乏医保覆盖而无法吸引更多患者。2015 年 6 月 11 日，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对此提出了具体举措：一是加快推

进医师多点执业。鼓励和规范医师在不同类型、不同层级的医疗机构之间流动。二是鼓励探索公立

医疗机构与社会办医疗机构加强业务合作的有效形式和具体途径。鼓励公立医疗机构为社会办医疗

机构培养医务人员。三是鼓励社会办医疗机构引进新技术、开展新项目，提供特色诊疗服务。四是

支持社会办医疗机构参与各医学类行业协会、学术组织。 由此可知，此次合作虽签署协议在今年 5

月底，实践证明，合作双方是基于对政策准确把握的。2、大医生下沉：所谓大医生，并非狭义的

大医院医生，而是广义的医术、医德并重，德才兼备、年富力强，有想法，有干劲，愿为国家解

忧，想为老百姓解困的医生。国务院常务会确定 2016 年深化医改的重点是要在全国 70%左右的地

市开展分级诊疗试点,开展公立医院在职或退休主治以上医师到基层医疗机构执业或开设工作室试

点。实践中利用注册在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中老年保健知识管理平台建设项目专家委员会的北京各

三甲医院医师，利用业余时间坐诊淄博昌国医院。大医生带来的不仅是先进的诊疗理念、精湛的医

术，更有对于民营医院发展的有益建议。3、人才培养：民营医院面临的最尴尬问题就是人才培养

问题。人才培养短期难以出效益，而且培养出人才、学科带头人，多数情况下会出现人才回流入上

级公立医院。此次合作，利用专家坐诊及手术的言传身教，全面带动科室人员的进步。并且双方签

署协议可以短期免费进修培养年轻有潜力的医生。4、科研教学：利用北京专家的学术影响，指导

带动民营医院开展科研工作，提升民营医院的品牌影响力。定期组织专题讲座，促进本院、本地区

专业医师能力素养的提升。 

 
 
PU-346 

县级综合性医院全科医学建设的经验与困惑 

 
陈平 

天台县人民医院 317200 

 

目前我国居住在县级以下的人口占大多数，他们首诊服务的全科医生也是乡镇医生或驻村医生，而

这些医生的培训主要落实在县级综合性医院的全科医学科，县级医院的全科医学科引领着全县全科

医学的发展。因此如何建设好县级综合性医院的全科医学科至关重要，在全科医学发展的上，很多

方面的作用甚至超过城市三甲医院的全科医学科。 

我院是一家县级三乙综合性医院，浅谈在全科医学科建设中的经验与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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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医院领导支持 

目前县级医院在规模上不断扩大，学科越分越细。各家医院都重视专科建设，如内科专业分为心血

管、呼吸、消化、肾脏、内分泌等，即使不是独立分科也是专业分组，很少有普内科。虽然几年前

浙江省卫计委下文，要求 2015 年前二甲以上综合性医院必须成立全科医学科，但至今大多数医院

还没有独立的全科医学科，大多挂牌在急诊科、老年干部科、中西医结合科等应付检查，对全科医

学科普遍还不够重视。如何引起县医院领导的重视，是发展全科医学科的基本条件。我院领导十分

看重农村医疗资源，重视全科医学学科建设，寄希望打造成龙头学科。为此搬迁了心肾内科，设立

了 50 床位独立的全科医学中心，同时在学科主攻方向、人力资源上给予大力支持。 

2、学科带头人培养 

学科带头人的选拔是学科发展的关键因素。但县级综合性医院学科带头人的培养全科要比专科更

难。由于学科起步较晚，目前只能在专科医生中选拔并进行转岗培训，由于专业提升、职称晋升等

原因，能力较强的专科业务骨干很少愿意转岗到全科医学科。这就需要医院在全科医学学科发展上

各方面给予优先，以提高岗位吸引力，只有选拔出好的学科带头人，才有希望组建起好的团队。本

人愿意从原来的肾脏病专业转岗全科医学专业，首先是对全科医学专业做“上医”的喜欢；其次作为

一门年轻的学科，有更多自主创新的机会；第三是医院把全科医学科作为重点学科培养，对学科前

景看好。 

3、明确学科方向，组建优秀团队 

目前县级综合性医院全科医学的发展方向还不够明确，造成全科职业前景不清晰，使得有上进心的

医生心存困惑，更喜欢选择职业前景明确的专科医生。本院全科医学科刚开始也没有吸引力，轮转

医生都不愿意从事全科医学，更不用说已经进修过专科的的业务骨干。自从把学科主攻方向确定为

“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管理”、“ 

全科规培医师、乡镇全科医师培训”、“ 社会健康教育、社区健康管理”三大目标后，前景被看清看

好，许多中青年骨干医师主动加入，优秀团队水到渠成。 

4、学科建设中的困惑 

4.1  按照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要求，学员全部安排在各专科轮转，造成独立的全科医学病房反

而没有全科规培医师轮转。今年要求本科学历的全科住院医师必须到三甲医院的国家级培训基地接

受培训，更不利于县级综合性医院全科医学的发展。 

4.2  在县及综合性医院，同样的床位专科业务量特别是治疗手术费要高于全科，因此对经济指标考

核存在担忧，全科医生的待遇与地位需要医院适当给予支持和保障。 

4.3  各县级医院全科医学科发展方向差异性大，对学科相互交流及今后学科发展不利。 

 
 
PU-347 

浅谈全科医生与健康管理 

 
杨春凤 范擎松 陈旭波 

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433 

 

健康管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需求，其内涵与技能的要求与全科医生的功能定位、业务技

能有着较多的契合点。随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硬件建设的不断推进，全科医生队伍建设的不断完

善，如何尽快实现全科医学以健康为中心的目标、完成全科医生的使命，将社区全科医生与健康管

理进行有机的结合，更好地造福于个人、家庭和社会就成了摆在全科医生、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

者和卫生服务政策顶层设计者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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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48 

天津市和平区卫计委关于医联体工作情况的报告 

 
贺颖 妙志岩 

天津市和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300041 

 

目的  认真落实国家、天津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求，以医联体为抓手，融合家庭责任医生和信息

化建设两项工作，深入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通过与总医院合作，发挥总医院的技术优

势，提升了社区医院的服务能力。 

方法 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展战略合作，在南营门街、南市街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建立总医院医联体，6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中医一附院建立医联体，积极

探索协作机制，创新合作模式， 

结果  利用优质资源、解决看病难题，学习先进经验、提升服务能力，加强内涵建设、助力分级诊 

疗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摸索出了可借鉴经验。 

结论  和平区与总医院医联体在试点基础上向全区全面推开，从今天起居民在和平区 6 个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会得到总医院专家的诊疗，总医院在社区开展的化验扩大到 102 项。 

 
 
PU-349 

基于“医联体”和分级诊疗制度下的我区基层 

医疗机构全科医师情况分析 

 
邢晓斌 张宏 王娜 张鲁晨 

天津市河东区卫生计生委 300171 

 

目的  全科医师是基层医疗机构建设的骨干力量，更是居民健康的“守门人”，借助“医联体”模式提升

全科医师水平，为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提供智力保障。 

方法 对我区全科医师、家庭责任医生团队、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人员相关情况进行调查分析。 

结果  天津市河东区在岗全科医师总量和家庭责任医生团队配置基本达标，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稳

步推进，有效充实我区全科医师队伍。同时，存在全区在编全科医师总量不足、各中心在编全科医

师配置不均衡、全科医师整体水平不高等问题。 

结论  应继续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注重全科医师内涵水平提升，借助“医联体”模式做好全科医师的

人才培养和继续教育，积极探索建立分级诊疗制度。 

 
 
PU-350 

社区卫生机构公共卫生工作情况和人力资源调查与政策分析 

 
张瑞涛 

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卫生院 101301 

 

目的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覆盖我国 13 亿多人口，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健康息息相关。包括城乡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 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

管理、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2 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以及卫生监督协管服务规范 11 项内容，社区公共卫生的人员配置是否符合

一定的标准，人员配置是否合理，现有的人员是否与现有的工作是否匹配，将决定上述工作是否顺

利完成。现对顺义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公共卫生工作情况和人力资源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对现行

社区卫生机构人员配置政策进行是否存在问题进行分析讨论，对我辖区基本公共卫生工作和人力资

源配置方面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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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设计调查表，顺义区 25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随机抽取 11 家中心进行抽样调查。 

结果  顺义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人员不足，每千人口 0.47 个医务人员、每千人口 0.31 个护理

医务人员；公共卫生人员严重不足，每千人口 0.09 个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相对公共卫生工作繁

杂，但依然在进行中，11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4 年新生儿共计 4112 人，平均每人年均 373.82

人；孕妇 3722 人、平均每人年均服务 310,17 人。每名服务对象至少上门服务 2 次。11 家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2014 年计划生育服务 2111 人次，最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 63 人次；免费发放避

孕药具 3645 人次，其中北小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没有提供此项服务；孕产妇保健 13630 人次，最

少为 127 人次；儿童保健 26241 人次，最少为 416 人次。11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4 年法定传

染病报告数 1327 次、传染病家庭访视 2992 次、结核病免费服药 249 人次、精神病人免费投药 20

98 人次、访视精神病患者 6094 人次、免疫接种 120253 人次。截止 2014 年底 11 家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已完成 68870 户、206079 口人的家庭医生式服务签约，其中重点人群的签约人数为 92210

人，部分中心对残疾人、孕产妇、儿童和精神病人没有签约。公共卫生服务达到了 11 项内容，基

本医务人员不能达到国家标准，公共卫生人员和妇儿保人员，家庭医生式服务团队人力方面均不能

满足现有工作的需要。 

结论  顺义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公卫人员、护理人员不足，并且，在担负日常诊疗工作

的同时还负责家庭医生式服务工作，此工作实际与人力资源的矛盾急待改善。 

 
 
PU-351 

上海市静安区残疾人健康状况调查 

 
毕亚红 1 劳力敏 江孙芳 1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复旦大学 

 

目的  了解残疾人员的健康状况，探索以全科医生为核心针对残疾人的慢性病综合管理模式。 

方法  采用改良 Barthel 指数（MBI）评价残疾人生活自理能力、SF-12 量表评价残疾人生命质量以

及病人健康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PHQ）评价残疾心理健康状况等，对上海市静安

区残疾人进行健康状况调查。 

结果 共回收问卷 1815 份，其中男性 941 人（占 51.85%），女性 870 人（占 47.93%）；年龄

13～97 岁，平均为（60.42±13.07）岁。视力残疾 433 人（占 23.86%），听力残疾 222 人（占

12.23%），言语残疾 20 人（占 1.10%），肢体残疾 742 人（占 40.88%），智力残疾 169 人（占

9.31%），精神残疾 198 人（占 10.91%），多重残疾 31 人（占 1.71%）。没有定级 3 人（占

0.17%），一级残疾 277 人（占 15.49%），二级残疾 378 人（占 21.14%），三级残疾 450 人

（占 25.17%），四级残疾 680 人（占 38.03%）。根据 SF-12 量表进行评价和分析残疾人生命质

量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得出:生活自理能力与生理健康总评分（PCS）呈正相关（OR 值为 2.594，

P 值<0.05），PHQ-9 抑郁评分与 PCS 呈负相关（OR 值为 0.390，P 值<0.05），慢性病中的骨关

节疾病与 PCS 亦呈负相关（OR 值为 0.575，P 值<0.05）;MBI 指数与心理健康总评分（MCS）呈

正相关（OR 值为 1.799，P 值<0.05），PHQ-9 抑郁评分与 MCS 呈负相关（OR 值为 0.487，P

值<0.05），慢性病中的心脏疾病与 MCS 亦呈负相关（OR 值为 0.777，P 值<0.05）。与上海市老

年人群生命质量相比有统计学差异（Mann-Whitney U 和 Wilcoxon W 得到的 P 值均<0.05）。 

结论  上海市静安区残疾人生命质量显著低于老年人群，且生命质量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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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2 

江苏省基层全科医生岗位胜任力研究 

 
乔学斌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无 

 

目的  了解江苏不同地区乡镇卫生院及村卫生室全科医生岗位胜任力现状。 

方法  选取江苏省各市 23 所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 41 所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

站）共 608 名医生作为调查对象，采用自制问卷对医生的岗位胜任力情况进行调查。 

结果  分析了江苏省基层地区全科医生岗位胜任力情况，包括基本医疗服务能力、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能力、人文执业能力、职业精神与素养以及教育学习能力等几方面能力。 

结论  通过对江苏不同地区、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全科医生岗位胜任力的现况调查和分析，评价全科

医生的综合素质，针对存在问题，提出加强江苏基层全科医生队伍建设的建议。 

 
 
PU-353 

基层首诊推进难的症结及其化解思路 ——基于对苏州市的调查 

 
刘春燕 

横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学府卫生服务站 无 

 

目的  “基层首诊、分级诊疗、双向转诊”新型就医制度推行落实最关键的基础，在于有一个适应新

型就医制度要求的、合格的社区医疗机构网络。苏州作为全国综合医改试点省的省级医改试点市，

社区基层医疗机构状况如何，能否适应就医制度创新需要，如何提升其适应性，是深化综合医疗改

革、落实“基层首诊、分级诊疗、双向转诊”就医制度必须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方法  围绕苏州市社区基层医疗机构建设问题，于 2015 年 5-8 月期间，以苏州全市为范围、以苏州

中心城区五区为重点展开调查活动，先后拜访了市卫计委、高新区卫计局相关负责人，在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以及一些社区卫生站进行了走访调查，召开座谈会 4 次；在中心城区五区发放调查问卷 2

91 份（其中居民就医情况问卷 205 份，基层医疗机构工作人员问卷 86 份），收回有效问卷 286 份

（其中居民就医情况问卷 200 份，基层医疗机构工作人员问卷 86 份），有效率 98.28%；此外，

还通过多种渠道收集了苏州市医疗机构建设、发展、运行、管理的相关资料数据，苏州市及江苏省

基层首诊制推行的相关文件资料数据，以及其它相关资料数据。主要依托这些调查获得的资料信

息，以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为主要对象，以加强社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能力建设为中心

开展研究，形成本研究报告。 

结果  一、苏州市基层首诊制推进落实现状：差强人意 

二、基层首诊制推进难主要症结：基层能力建设滞后 

基层首诊制推进难的原因复杂多元，我们主要依托问卷调查数据及访谈信息，对其进行梳理剖析，

发现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社区基层医疗机构诊疗能力建设拖了后腿。社区基层医疗机构诊疗能力偏弱

明显制约基层首诊制落实。 

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约束瓶颈：传统医卫资源配置模式 

结论  苏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上台阶对策：实施强基战略 

要走出基层首诊推行难的困局，应该根据上述分析梳理的基层首诊制陷入尴尬的原因，采取有效的

针对性措施，促使社区基层医疗机构诊疗能力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基层首诊制的实施，离不开高

层次、高水平大医院的引领支撑，进一步提升等级医院的技术水平、诊疗能力，是“基层首诊、分

级诊疗、双向转诊”就医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目前由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太弱，加强基层首诊制

中的“基层”建设，人们的认识也不难统一。不过加强哪个“基层”，加强到什么程度，如何加强基

层，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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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54 

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全科医学教育体系的探索 

 
李云涛 汤忠全 赵晓敏 甘卫华 季国忠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10011 

 

目的  探索在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以能力为中心的全科医生培养模式，创建了一系列的培训方法，

构建融预防、医疗、保健、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为一体全科医学临床实践教学和评价体系。 

方法 南医大二附院全科医学科以国家级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基地为依托，形成集门诊、病区、基

地为一体的系统工程，医疗、教学、科研三位一体协同全面发展。依托于学科建设，全科医学科实

践“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与“全科医学研究生培养”双向接轨。以全科医学理念培养学员“尊重人，看

透人，接纳人，改变人”的人文情怀。以整体观念培养学员“小病善治，大病善辩，急病善转，慢病

善管”的临床技能。通过⑴接触病人，赢得信任；⑵评估病人，诊断病情；⑶自我衡量，选择措施

的工作方法，培养全科医生独立工作的能力。 

结果  通过在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全科医学病房的建设为全科医生的培养提供了可靠坚实的平台，

可以保证培养出真正到基层进行医疗服务，具有全科医学思维，能在国家规定的医疗机构从事常见

病、多发病的诊治，对慢性病进行长期照顾，开展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合格的全科医生。 

讨论  合格的全科医生严重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全科医学发展，医疗改革顺利实施的瓶颈。为了加

快全科医生的培养步伐，国务院下发文件，要求到 2020 年培养 30 万名合格的社区全科医生。相

对于全科医生的巨大缺口，全科医生的教育模式仍然处于探索之中。中央财政从 2011 年起，分期

分批支持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建设，通过改扩建业务用房、配置必要教学设备等，逐步改变全

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基础设施条件差的状况，临床培训基地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明显改善。但是相

对于硬件建设，全科医学教育临床实践课程设计、质量控制、评估、质量控制等软件方面，仍然处

于滞后状态。我们在全科医疗临床实践中，不断探索以能力为中心的全科医生培养模式，创建了一

系列的培训方法，不断获得统一、规范、直观、实用、完整、科学的效益评估检测工具，保证全科

医学教育同质化。 

 
 
PU-355 

农村村卫生室卫生技术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范 群 段沁江 曾庆琪 骆 骏 徐 芬 

江苏建康职业学院 无 

 

目的  分析研究村卫生室卫生技术人员培养面临的问题，探索农村卫生人才培养模式。 

方法 运用文献检索、现场调查和资料分析法分析江苏村卫生室卫生技术人员现状。 

结果  江苏村卫生室卫生技术人员年龄老化、学历低、执业助理资格医师比例低。 

结论  通过医学类高职院定向培养、补偿教育、加大投入等措施，完善农村卫生人才培养模式。 

 
 
PU-356 

全科医疗服务质量与控制 

 
吕雪峰 

泰州市海陵区京泰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25300 

 

目的  作为医疗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主要环节，全科医疗显示举足轻重的作用，越来越在社区卫

生服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加强健康素质教育、注意疾病一级预防、双向转诊与治疗后康复、减

少医疗成本、节约医疗资源等方面，与专科医疗形成有效的互补，但与此同时也逐渐显示出全科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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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的一些服务质量管理的问题，如思想认识存在偏差、激励机制不健全、工作效率低下、队伍建设

要加强、过多侧重于经济效益等。本文对我国的全科医疗服务质量管理问题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分

析原因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方法  采用个别访谈、实地查看、问卷调查等方法。  

结果  针对全科医疗中服务质量管理中突出的问题，根据近年来我中心全科医疗服务的管理经验，

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一是要转变观念，统一思想认识；二是引入竞争机制，强化创新意识；三是以

人为本，抓好全科医生的培训；四是注重质量建设，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  

讨论  从理念上解决认识不足问题、从机制上解决动力不足问题、从措施上解决能力不足问题、从

方法上解决合力不足问题。全面提升全科团队工作能绩，更好地为社区居民健康服务。 

 
 
PU-357 

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制度的社区路径探究 

 
顾培洪 

苏州市相城区元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wu 

 

目的  提升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服务在基层的实施效果。 

方法 根据国家、省、市一系列关于深化医改和推进分级诊疗、实施家庭医生制度等文件精神，结

合作者多年基层卫生管理工作实践，提出切合实际做法。 

结果  一、注重强化服务站、全科医生工作室在社区卫生服务网络的中的功能作用。二、建立全科

工作小组（团队），规范运行管理。三、有重点畅通双向转诊，为实现分级诊疗目标打好前哨。

四、不以签约服务为目的，疏通家庭医生服务路径。五、建立有效绩效评估、考核激励机制，保障

家庭医生制度的长久实施。 

结论  推进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深化医改的牛鼻子工程，在推进深化这项民生工程时应

十分注重基础和环节工作，把利益导向优先满足医务人员，充分调动一线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才能真正推进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制度的实施。 

 
 
PU-358 

英美中三种协同医疗模式的比较及启示 

 
王荣华 季国忠 李云涛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无 

 

本文通过对英国的整合型保健、美国的管理式医疗和中国的医疗联合体这三种协同医疗模式进行概

述、对比分析，认为英美中三国的协同医疗模式在服务的理念、范围、对象，体系的结构、双向转

诊的方向等存在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协同医疗体系的完善进行讨论和建议。 

 
 
PU-359 

全科医学服务团队下的居家养老实践 

 
杨玲 公丕裕 

鼓楼区小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10037 

 

当今，人口老年化已经成为全球共性的公共卫生问题，南京市鼓楼区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高龄化，

缓解老人日益增长的医疗护理需求和养老机构专业医护水平之间的矛盾，构建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为主体，以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为平台的医养融合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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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自 2015 年 5 月起，在充分利用全科医学团队服务模式的基础上，对辖区内

独居老人、80 岁以上老人、拓展了家庭病床、社区养老、机构养老与居家养老等社区服务内容，

并积极延伸，将医疗服务送到干休所的老干部身边，积极推进社区医养结合。 

1.  制定中心医养结合社区管理工作方案 

由分管主任亲自落实具体工作任务，团队成员分片管理，临床医生、护士、药剂及医技科室共同参

与健康管理全过程。 

2、组建服务团队 

全科医学服务团队成员，内科、中医副主任医师、副主任护师、主管护师以及药剂人员共同负责管

理；医技科室成员共同参与健康管理工作。 

3、设置居家养老工作内容 

针对独居老人管理、 80 岁以上老人管理、社区托老站管理、社区养老机构管理、鼓楼区军休一所 

医疗服务分别明确服务内容；规范家庭病床的建立，提供上门诊疗、咨询及相应的康复指导服务。 

4、建立管理考核机制 

明确每项服务内容的管理目标，细化考核标准，与专项经费的绩效挂钩。 

5、工作成效 

经过一年的拓展服务，为近 100 位独居老人、近 700 位 80 岁以上老人每月上门随访，健康管理，

在针对社区老年人群在家庭生活、疾病精神支持、心理疏导，家庭康复、用药护理以及针对家庭特

定环境提供居家安全设置和措施；在对三个社区托老站的每周巡诊，每月的健康教育课，社委会开

展活动，医生护理医疗保障已经融合为一体；两个养老机构 100 余入住老人的医疗巡诊，为老人健

康体检及时帮助早发现、早诊断相关疾病，便于及时得到有效的治疗；通过社区延伸医疗护理服务

的开展，不仅提高医护人员社区管理的技术水平，也为分级诊疗的实施提供技能和服务能力的基

础。 

6、几点思考 

6.1 随着老年化进程的快步发展，社区养老及居家养老的需求之大，需要构建更加完善的基层社区

卫生机构为网底的社区老年照护体系； 

6.2 加快社区老年照护护理人员的培养，挖掘基层高年资护师的服务潜力，鼓励深入社区巡诊、个

性化指导、慢病随访，帮助失能、半失能的老人开设家庭病床，提供日间护理等服务； 

6.3 将社区养老护理服务费用纳入医保结算，确定医保支付项目和比例，减轻老年人居家养老护理

的经费支付压力。 

 
 
PU-360 

乡镇卫生院的现状与发展 

 
陆钦海 

洪泽县西顺河镇卫生院 无 

 

对我县 12 个乡镇卫生院走访调查，发现存在问题： 

1、政府投入不足； 

2、医院硬件设施不完善； 

3、人员配置结构不合理； 

4、工作人员思想状况不稳定。 

改变现状的意见： 

1、政府加大投入； 

2、加强医务人员业务培训、加大个人提升空间； 

3、引进竞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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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1 

家庭医生式服务与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相结合的工作交流 

 
唐旭明 

天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11930 

 

一、 背景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行为生活方式的改变，人群的健康模式发生了明显变化，以高血压、

糖尿病等为代表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致残率和死亡率呈明显上升趋势。慢性病已成为影

响人们健康的重要因素，也成为消耗有限卫生资源的一个主要因素。2011 年底医院实施的基本公

共服务工作改革中，其中一项以社区为基础，以全科服务团队为核心，以分片包干、责任到人为原

则，以信息化为支撑的慢病综合防治体系的建立，为科学合理地进行慢病防治提供了最佳手段。尤

其是以高血压病、糖尿病为重点社区慢性疾病的管理初显成效。尤其是高血压病人的管理率、规范

管理率、血压控制率等几个重要指标均以达到成都市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绩效考核指标体系（2016 版）的标准，但是，在实际工作的推进过程中，我们发现:1. 患病人群的

自我管理能力不强；2.健康效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矛盾依然尖锐；3.高危人群的生活干预措施不

足 5.家庭管理的协调和促进作用缺失。所以，医院在原有慢病防治综合体系的基础上，我中心于 2

012 年初，提出和实施了家庭医生式服务，甄选了辖区慢性病病人（主要是高血压、糖尿病）为主

的家庭作为示范，探索社区慢性病新的健康管理模式。提出了倡导和树立个人的健康管理是每一个

公民的义务的健康理念，形成“因病致需”向“自我管理”转变，医生“送健康”向居民“找健康”转变的新

思路。从而实现慢性病管理从个体管理向家庭管理的新的目标。 

二、 实施举措 

（一）广泛开展以生活方式干预为中心内容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基本要求如下： 

1.各村卫生站针对辖区内存在的主要健康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教育。 

2.协调并协助社区居委会（村委会）为居民开展健康生活方式健康讲座和咨询，设立健康生活方式

宣传栏，发放相关宣传材料，普及健康生活知识和理念。 

（二）家庭医生式服务的签约医生结合社区慢病随访工作深入家庭开展生活方式干预工作。重视家

庭内慢性病人群或高危人群，采取针对性生活方式干预措施。 

1.为慢性病高危人群制定适宜的周期性健康检查计划，并监督执行情况。 

2.与家庭协商，签约医生为家庭中的高血压、糖尿病病人制订针对性的膳食和运动计划，并由医生

和家庭成员监督执行情况。 

3.对超重肥胖、血压正常高值、糖调节受损、血脂异常和现在每日吸烟者等慢性病高危人群签约医

生实施管理和健康指导。 

三、 实施效果 

通过将近 4 年的家庭医生式服务与社区慢病随访工作相结合，已经从当初的个体管理模式渐渐引入

到家庭管理的模式中，通过签约家庭医生和示范家庭的共同努力，慢性病病人的自我管理能力较过

去有了提高，家庭成员对生活不良行为方式干预的参与率等有了提升。示范家庭中的慢性病病人无

一例因病致残、致死的发生，其家庭成员也未见有新增慢病的发生，慢性病病人的规范管理率、血

压血糖控制率分别达到 70%、60%。 

四、 下一步设想 

个体管理到家庭管理新模式的形成是一个渐进和长期的过程，慢性病病人通过家庭式服务，尽管在 

健康行为的改变、自我管理能力、家庭干预的参与等方面有所显现，但是要真正实现树立个人的健

康管理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的健康理念，我们还必须不断强化，特别是健康行为的形成，比如家庭

控盐限油行为和家庭主要成员规律运动情况等等在下半年的管理数据上将进行有力说明。并且，我

们一直在思考如何运用中医体质辨析分型、养生保健和心理干预等手段融合到慢性病病人的家庭健

康生活行为方式的干预中，使之形成一套较为科学、合理、系统的综合干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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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2 

分级诊疗下的基层医院能力建设之我见 

 
王子林 

淮安市淮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23001 

 

一、 分级诊疗制度与双向转诊 

要实现 2017-2020 年分级诊疗目标，焦点问题是社区首诊中基层能力；双向转诊中大医院能否从

体制上弱化市场经济对其的影响，而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需从体制上加强市场经济调控；明确功

能定位是分级诊疗根本。政府需凭着自身拥有的优势，扭转“上转容易下转难”的局面；合作形成医

疗联盟体中医院不应仅考虑自身经济效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要解决目前的条件限制，畅通下转，

解决大医院放不放，基层能不能接得住问题；加强相关宣传，帮助患者正确认识下转带来的便利与

保障；恰当运用医保政策的激励机制，引导更多患者下转到社区。 

二、  基层医院能力建设之我见 

（一）、明确医师职责：专科医师明确疾病诊断、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定期下社区巡诊 ，带教

全科医生。全科医师落实专科治疗方案，掌握病情，及时处理，与专科医师互通， 

预约专家门诊等。 

（二）、淮东中心能力建设综述 

1、队伍建设困境与对策：何谓人才？优秀的全科医生 

：用什么吸引、留住人才？机制创新—激励性薪酬体系建立：医师多点执业展望：充分利用医师对

口支援政策。 

2、基础医疗与特色医疗 

基础医疗：首诊能力--常见病首诊甄别知识技能，实行医疗临床路径，预约诊疗---“社区首诊、签约

服务”，重点在慢性病，积极参与“医联体”建设，防范医疗风险关键在于早发现、应急处置、各级医

务人员责任担当。 

特色医疗：淮东中心特色科室建设重点：慢性病治疗、管理中心，同济堂---中医康复中心（如疼痛

科、儿童腹泻、中药贴敷、冬病夏治等），肛肠病治疗中心等。同时开展其它做法如：加强慢性病

管理 ，日间手术 ，压缩住院时间 ，统一用药范围 ，信息联网----信息资源的共享和互认 ，顺应医

保支付制度改革等。  

3、基本公卫与特色项目 

基本公卫：提高内涵与质量:临床与公卫深度融合,效果评估,基础健康指标监测等。 

特色项目：社区特殊群体深层次照护项目如：慢病老人家庭医疗援助，清河区长东淮海 18 例残疾

人康复援助，患有糖尿病并发症老人居家健康综合干预项目，60 例社区困难老党员救助帮困服务

项目，医养结合、两全齐美等。 

4、家庭医生与签约服务 

不管在市场化国家还是在福利性国家，家庭医生签约制度都是一项基本国策。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的主要目标，建立符合实际“1+1+1”的组合签约服务模式。由医保基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

和签约居民付费等方式共同分担签约服务费。发挥社会对绩效考核监督作用。为签约服务应提供技

术支撑。 

5、信息化与精细化管理： 

重点成本控制，满意度与服务量，服务性项目与价格，药品效益，医保管理，激励性考核制度改

革。以信息共享实现全科—专科协同服务，专科医生与全科医生合作----慢性病控制的连续性，发

挥专科医生在急性期或发作期提供高、精、尖的专科化服务，全科医生对康复期或稳定期提供连续

性、综合性、协调性、整体性健康管理。 

三、对分级诊疗的异见 

分级诊疗就是医疗资源配置达到最佳状态，能产生最佳的成本效益。然而，形成这种良好的分级就

医秩序，绝不像我们仿制进口产品那样简单，把外国的图纸拿过来就可以生产出相同的产品。“知

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目前，在推进分级诊疗中似乎也存在这种趋向。 

首诊在社区、转诊到专科住院是分级诊疗程序性的描述，不是分级诊疗的性质或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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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级诊疗不是一项单独的制度，而是其所有医疗、医保制度运行产生的制度结果，而不是制度

的本身。政府的区域医疗规划，并不是强制性地进行所有制选择，医疗机构的功能分级以及患者的

就医取向，都是在这些管理制度下长期自然形成的结果。 

2、分级诊疗不是医疗机构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开和指令性功能分级，而是医疗服务在功能上的连

续。 

3、分级诊疗不是患者就诊在空间上的简单转移，而是患者接受的医疗服务在内涵上的衔接。 

4、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分级诊疗状态，必须通过适应市场经济的医疗管理制度来形成。优良就医次

序的状态 

5、患者的就医取向，不是依据有无医疗保险，而是依据能够满足其需求的医师分布结构。简单

说，病人跟着医生走，不是跟着报销比例走。统计数据表明：医生配置失衡问题越来越严重，报销

政策引导患者就医的导向作用有限；三级医院医生工作负荷比一级医院的增加明显，这显示医疗体

系陷入了与形成分级诊疗状态完全相反的恶性循环。 

6、医疗行业存在特殊性，但医疗的特殊性与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指令性医疗管制没有内在逻辑关

系。如果没有建立以医师自由执业为核心的医师管理制度，没有开放竞争的以社会办非营利性医疗

机构为主体的医疗服务体系，在政府垄断的公立医疗体系和医师“单位人”制度下，分级诊疗不可能

实现。 

 
 
PU-363 

臭氧联合克霉唑治疗霉菌性阴道炎的疗效观察 

 
sunyan 

宁波市海曙区江厦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15000 

 

目的  分析研究臭氧联合克霉唑治疗霉菌性阴道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2013 年 7 月-2014 年 7 月期间本中心收治的 60 例霉菌性阴道炎患者的临床资料，将这 60 例

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各 30 例。观察组患者给予臭氧联合克霉唑治疗，对照组患者给予

5%的聚维酮碘液擦洗联合制霉素片阴道给药治疗，观察分析臭氧联合克霉唑治疗霉菌性阴道炎的

临床疗效。 

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明显的优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臭氧联合克霉唑是一种高效的治疗霉菌性阴道炎的临床手段，治愈率高、安全可靠，很值得

在临床治疗中进一步推广应用。 

 
 
PU-364 

自拟滋心汤联合穴位敷贴治疗阴虚火旺型失眠症 35 例临床观察 

 
杨金禄 朱齐樑 

上海市真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824 

 

目的  观察滋心汤联合穴位敷贴治疗阴虚火旺型失眠症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70 例符合纳入标准的失眠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5 例。治疗组予自拟滋心汤联 

合穴位敷贴治疗，对照组予天王补心汤口服。疗程一个月，观察临床疗效和治疗前后匹兹堡睡眠质

量指数量表(PSQI)积分变化情况。 

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 97.14%，对照组总有效率 82.86%，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组

间比较，治疗前后 PSQI 积分改善情况，治疗组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滋心汤联合穴位敷贴治疗阴虚火旺型失眠症疗效确切，能有效改善患者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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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5 

全科护士在社区健康教育中应具备的素养 

 
蒲言洪 

通川区朝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35000 

 

在社区高血压、糖尿病慢性疾病的居民中，发现他们服药不规范、乱服药，药物太复杂，服药依从

性差，不利于治疗达标。如果社区管理的仅仅是血糖、血压是不可取的，但很常见。所以全科护士

要理清患者的疾病是否有并发症，对危险因素要有预见性。我们面对的是居民老年人居多，耳背、

视力差、冠心病等等，疾病并发症多。有的老年人经济条件差，子女不在身边或者子女不管，缺乏

精神关爱，这些慢病老人给我们社区全科护士提出了新的问题，我们该怎样指导、怎样管理，减轻

他们的发病率、致残率、致死率，提高生活质量。  

全科社区护士每天面对的是健康需求多样化、多层次的居民，对慢病患者形式化、公式化的健康管

理，不利于高血压、糖尿病等患者对并发症危害的认识。所以全科护士应帮助和督促患者除坚持药

物治疗的基础上，指导患者改变那些有损健康的不良生活方式。我们要注意患者一但得病、常常处

于焦虑:状态。  

我们的医疗模式只重生物技术，忽略疾病健康管理，不花时间与精力为患者与家属解释病情，不提

供疾病健康管理。患者与家人对疾病心中无底，对慢病的认识不足，因而焦虑失眠。  

根据本人几年健康管理的经念，了解到社区居民对疾病与并发症的认知有以下几种态度： 一种人

经体检发现疾病后，最初积极治疗，由于疾病早期症状不明显，短期内看不到疾病所带来的严重后

果，加上经济条件有限，于是放弃治疗。 一种人因为高血压、糖尿病可控可治，但需要终身服

药，既花钱又治疗不好，在治疗中泄气，然后放任不管、或者到处找特效药，以致于延误病情，导

致并发症出现。 一种人否认自己有病，拒绝服药。往往是靶器官损害后才开始进行治疗。以致于

花费很高。 一种人只管服药，血糖、血压、血脂、血液粘稠、体重是否达标不管，治疗不彻底。 

一种人随意服药，随意停药，凭感觉服药。外面药店由于对高血压、糖尿病知识认识不足，一经测

血压、血糖正常，不管患者是否是药物的作用，就告知患者没有高血压或糖尿病，或者高血压、糖

尿病治愈了，这是患者最喜欢听的话，立即停服。并且买很多商家推荐的保健品、特效药。 一种

人口服降压药，比如短效制剂，一天只服一次，用药不合理，达不到平稳降压的目的。 因此，作

为社区全科护士，我们要成为智商与技术全面的全科护理工作者。  

要根据患者症状与检查，做出是否需要干预的决策，当在对慢病患者进行指导时，需要有随机应对

的能力。用患者能理解和接受的生活化语言进行疾病管理和指导。  

全科护士不只需要高智商、好技术。更需要知人冷暖的高智商。针对一个人，其就诊的根本需要，

除了解除由疾病带来的并发症何和躯体病除外，还有一个需要，那就是被关爱，就是解除其内心对

疾病及疾病可能不良预后的恐惧和不安。  

这样看来，全科健康管理的医疗行为，需要智商和情商兼具。在进行疾病健康管理的同时。在考虑

社区居民病痛的身体叙述时，更要全面兼顾社区的心理需求，才能成为合格的“全科护理工作者”  

了解社区居民的心理需求，并作出让患者和家人能充分理解和接受的医疗方案。这里面不但需要丰

富的专业知识，更需要一个丰满的情商来与社区居民沟通，了解他们的心理需求。  

作为全科护理工作人员要学会分析患者心理需求与疾病需求的不同。  

多数情况下好面子的患者。其心理需求是不会太主动表达出来的，这需要我们全科护理工作人员学

会察言观色，善解人意，在学会倾听明台词的同时，更要学会明白潜台词与患者的肢体语言。在随

后的沟通中兼顾躯体与心理的需求的并举。要成为一名真正的社区全科护理工作者，即需要过硬的

临床理论知识技能，还要有进行疾病健康管理的技巧，也需要丰富的阅历，富有同情心、同情

心。  

做全科护理工作者，真的不容易，这是一辈子都在学习、修行过程中的行业，也是我们当今社会需

要的一个职业。  

全科护士要关注患者的负性情绪，必要时要进行心理咨询干预心理危机。  

与患者及其家人谈话时，应态度和蔼、语气柔软何恳切，表达意思慎重而清晰，叙述有条理有分寸

 ，总之，全科护士要树立了以社区居民为中心、以健康为中心理念，面向社区居民，面向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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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全科、全方位的新型社区卫生服务工作。 

 
 
PU-366 

农村全科医学发展的重要性 

 
薛金龙 

北京协和医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100730 

 

全科医学是服务基层最佳的医疗服务模式，对于我国农村居民人口众多，农村医疗服务需求增加，

农村居民疾病谱转变，农村人口老龄化等基本情况，在农村发展全科医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通

过快速发展农村全科医学，为农村基层居民提供更好的初级医疗保障，为全面健康，全面小康打下 

坚实的健康基础。 

 
 
PU-367 

基层医院癌症晚期患者地塞米松针使用 100 例效果评估 

 
叶跃锋 

慈溪市龙山医院 315311 

 

目的  探讨在基层医院，地塞米松针对于癌症晚期病人的治疗效果。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 2013.6.1.-2014.6.30 住院期间 100 例癌症晚期患者的住院临床资料，对其使用

地塞米松针治疗，查看患者的各项效果。 

结果  81 例患者或多或少能提高生活质量，包括胃纳改善、体温减退、疼痛[1]等，特别是肺癌患

者，改善气促和发热效果最好，19 例无效。 

结论  使用地塞米松针的效果良好，价格便宜，使用方便，可以使癌症晚期的患者身心痛苦减轻，

提高了生活质量，起到临终关怀的作用。 

 
 
PU-368 

家庭医生团队模式对社区脑卒中患者的康复疗效评价 

 
许婷婷 1 朱雅萍 1 周依群 2 方堃 3 厉璟 1 张文凤 1 黄佩英 1 叶涛 1 

1.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护理部 

3.上海市华山医院神经内科 

 

目的   观察家庭医生团队模式对社区脑卒中患者康复的疗效。 

方法  60 例脑卒中患者随机分成干预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30 例。干预组采用家庭医生团队模式进

行康复干预，对照组给予常规社区治疗方式与随访。3 月后分别采用 FIM、QOL-100、Fugl-Meyer

量表评定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生存质量和运动功能。 

结果  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后 FIM 量表评分均显著高于干预前（P 分别<0.01 和 0.05），QOL -100

量表评分均显著高于干预前（P 分别<0.01 和 0.05），Fugl-Meyer 量表评分均显著高于干预前（P

<0.01）；干预组干预后 FIM、QOL-100、Fugl-Meyer 量表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 分别<0.05，0.

01 和 0.05）。 

结论  家庭医生团队模式可提高社区脑卒中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生存质量和运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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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69 

契约式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的实践与探索 

 
张雪丽 朱绥 吴建宏 杨微波 

宁波市鄞州区第三医院 315191 

 

随着国家新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推进，契约式家庭医生服务制已成为新医改的重要举措，在新医改

环境下，实施契约式家庭医生制有利于推动社区卫生服务，实现以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相结合的服

务制模式，鄞州区第三医院作为首批试点单位，开展签约工作在宣传动员、团队组建、人员配备、

保障机制、绩效考核方面做了积极实践，本文就现签约工作现状和意义、主要做法、存在问题及对

策建议方面进行了阐述。 

 
 
PU-370 

基层患者就医满意度对医疗工作的提示-----以 

和林格尔县问卷调查为例 

 
严雪敏 1 王月文 2 张建中 3 武永栓 2 王凤贤 2 张永生 2 张文静 2 侯芳 2 史俊峰 2 

1.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     2.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人民医院    3.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卫生局 

 

目的  通过对基层患者就医满意度的分析，适度调整医疗单位医疗行为。 

方法  2015 年 1 月至 4 月，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 3 个镇 4 个乡 1 个工业园区的约

20 万人口中，随机选择 1 个富裕的乡、1 个贫困的乡、1 个工业园区及 1 个镇的至少 1403 位随机

居民，做随机抽样问卷调查，了解当地居民/村民对邻近三甲医院、二级县医院、一级乡村卫生

院，及村卫生站或社区卫生站就医满意度。并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共发放问卷 2207 份，回收问卷 1946 份，回收率 88.2%（1946/2207），其中回答就诊满意

度问卷共 1527 份（1527/2207, 69.2%）。对各级医院满意度情况见表 1。 

结论  就医医院等级不同，就医者对就医满意度构成权重不同。提示在分级医疗中，不同医疗机构

要注意就诊人群就医满意度上的心理差异，除不断进行技术提升外，进行差异化服务提高就诊满意

度，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医患矛盾。 

 
 
PU-371 

从一例起搏器囊袋远期感染病例分析全科随访的必要性 

 
考验 雷李美 蓝翔 郑浩 潘杰 

丽水市人民医院 323000 

 

临床医生在对住院患者的日常诊疗中，受诸多因素限制，时常会遇到出院时尚未能明确诊断的病

例，而部分患者出院后的病情演变可能显露更多重要线索，有利于明确诊断，完善诊疗。 

因此，对出院患者进行持续的跟踪和随访，不仅是对患者的负责，更将有利于帮助临床医生完善自

身的临床思维体系。 

“全科医师胜任力模型”中强调全科医生应整体分析、综合处理、进行“以人为中心”的照顾。因此，

全科医生对出院患者特别是部分未确诊病例的持续随访应体现独特的优势。 

本文试通过列举一例起搏器囊袋远期感染病例，对全科医生做好出院随访的必要性加以分析。 

 
 



2016 全科医学大会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第十四届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251 

 

PU-372 

分级诊疗相关问题及对策研究 

 
朱水润 

宁波市海曙区鼓楼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15010 

 

当前我国的就医问题既不是“缺医少药”的问题，也不是单纯的“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而是看病

就医过多集中于大医院，导致就医成本增高，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医院门庭冷落，没有发挥医疗

资源最佳的效能。通过合理配置医疗资源，促使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上下联动，逐步建立分级诊疗

体系，实现基层首诊和双向转诊，才是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 

 
 
PU-373 

补肾强骨方治疗 65 例老年性骨质疏松症腰痛 

 
魏智祥 

长征镇社区卫生中心 200333 

 

目的  观察补肾强骨方治疗 65 例老年性骨质疏松症腰痛。 

方法 选择门诊老年性骨质疏松症腰痛患者 65 例，给予补肾强骨方，治疗三个月后观察临床疗效，

治疗前后进行疼痛评分及相关生化指标检测。 

结果  总有效率 81.5%，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补肾强骨方是一种改善老年性骨质疏松症腰痛症状的有效方法。 

 
 
PU-374 

糖尿病患者心电图分析 

 
张秀芳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041 

   

目的  对糖尿病患者的心电图的异常以及特点进行分析和讨论。 

方法 对 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于我院进行心电图监测的糖尿病患者 86 例进行回顾性

分析，对心电图所表现出的异常情况进行观察和记录。 

结果  86 例进行心电图监测的糖尿病患者当中有 46 例发生了异常情况，其中有 18 例是因为 ST-T

改变，13 例是因为窦性心动过速，11 例是因为室性早搏。 

结论  糖尿病患者在心电图检查过程中比较容易发生异常情况，其异常情况检出率较高，糖尿病患

者应该定期进行心电图检查，可以很好的对糖尿病的病情发展进行监测，对心电图的分析，对于糖

尿病并发冠心病的早期预防和治疗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PU-375 

基于需求与供给视角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实践效果定性研究 

 
温鑫 芦文丽 

天津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300221 

 

目的  本研究旨在通过各利益相关体的专题访谈，对天津市和平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承担的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实施情况和效果调研，总结经验，发现问题，进行对策分析，为天津市制定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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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方法 组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利益相关者，包括社区居民、居委会、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服务人员，

管理者和上级主管部门进行专题小组访谈，利用主题框架法提取访谈主题，访谈提纲内容：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实践效果评价、实施效果好的项目及原因分析、实施效果差的项目及原因分析、项

目实施效果的其他影响因素、具体建议措施。 

结果  在天津市和平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在全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绩效考核取得优异成绩的大

背景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实施过程中依然存在问题，其中针对老年人、儿童和慢性病患者人群的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实践效果普遍较好，供需达到一致，工作流程较为成熟，项目经费‘计件

拨付’，补助资金数额与实际成本较吻合；实施效果较差的项目有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与健康

促进、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健康管理、卫生监督协管及结核病患者健康管理，主要表现为供需脱节，

项目设计不合理，经费拨付存在“实际足而相对不足”现象，人力资源数量不足，部门之间沟通不畅

等问题。 

结论  精简优化基本公共卫生项目服务包，设计以居民需求为导向的服务项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对于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及结核病患者健康管理项目的实际开展情况尚需深入探讨；探索基于实

际工作量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成本测算方法，加快项目经费投入由单纯以任务为导向，逐步向效果

导向型绩效考核体系转变，构建效果导向型绩效考核体系；建立专门针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公共

卫生培养基地，根据一级医院实际工作内容对工作人员进行规范化培训，探索基层卫生人才管理适

宜模式，突破基层人才瓶颈；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建议政府统一领导，构建区、市级信息共享平

台，提供正规强效的沟通渠道。 

 
 
PU-376 

降钙素原联合血常规在基层医院发热门诊鉴别急性 

呼吸道细菌和病毒感染的临床应用价值 

 
雷振东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医院 323006 

 

目的  探讨降钙素原（PCT）联合血常规在基层医院发热门诊鉴别急性呼吸道细菌与病毒感染，探

讨 PCT 联合血常规在基层医院应用的可行性。 

方法 回顾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4 年 3 月 26 日，在我院发热门诊就诊 150 例患者 PCT 和白细胞

及中性粒细胞水平与诊断治疗及预后的相关性。PCT＞0.25ng/ml，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升高予抗

菌药物抗感染及对症治疗；PCT＜0.1ng/ml，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不高或降低予抗病毒及对症治

疗；PCT0.1～0.25ng/ml，予抗病毒及对症治疗，监测 PCT 及血常规。 

结果  138 例（92%）门诊治疗，12 例（8%）住院治疗；30 例（20%）患者应用抗菌药物及对症

治疗，120 例（80%）患者应用抗病毒及对症治疗；150 例患者治疗 2～7 天后治愈。 

结论  基层医院发热门诊可以用 PCT 联合血常规鉴别急性呼吸道细菌感染与病毒感染,同时也可以

作为基层医院发热门诊医师是否应用抗菌药物的一个参考工具，判断病情严重程度，是否需要住院

及转院的辅助工具，适宜基层医院发热门诊应用。  

 
 
PU-377 

擦法结合强腰操治疗腰肌劳损的疗效观察 

 
方顺济 

长征镇社区卫生中心 200333 

 

目的  观察擦法结合强腰操治疗腰肌劳损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门诊筛选的腰肌劳损患者 104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其中治疗组 52 例给予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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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强腰操治疗，而对照组 52 例仅予强腰操治疗，治疗一个月后观察两组临床疗效。 

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 94.23% ，对照组总有效率 84.62%，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

1)。 

结论  擦法结合强腰操是一种治疗腰肌劳损的有效方法。 

 
 
PU-378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实践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温鑫 芦文丽 

天津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300221 

 

目的  本研究旨在构建一套具有针对性并且能反映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实施效果的指标体系，综合检

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效果，充分发挥基层医疗机构在深化医改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健

康政策来到身边落到实处。 

方法 通过查阅相关政策文件及国内外文献初步形成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实践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包

括 3 项一级指标（投入、服务提供、结果），18 项二级指标（资源配置、居民健康档案管理等）

和 56 项三级指标（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财政补助收入等）。采用德尔菲法，邀请公共卫生领域

相关专家学者进行两轮专家咨询，由专家对每项指标的重要性、可操作性、敏感性赋权并打分，根

据界值法筛选指标。 

结果 两轮专家积极系数均为 1，专家权威系数平均值分别为 0.74 和 0.78，两轮咨询协调系数分别

为 0.286 和 0.329。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实践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由 3 项一级指标，18 项二级指标和 5

0 项三级指标构成，三级指标中通过大肠癌筛查人群检出率、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率、2 型糖尿病

患者血糖控制率、健康档案动态使用率、健康教育配合度、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病情稳定率、居民健

康素养水平达标率来体现项目服务效果。 

结论 本研究邀请的专家具有较丰富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实践经验，权威程度高，专家意见协调一

致。构建的指标体系不仅注重对十二类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评价，同时关注其服务提供后

的预期效果，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标率体现健康教育宣传与培训效果、健康教育配合度以及居民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知识知晓率及满意度能够体现需求者对于服务效果的评价。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实

践效果评价指标体系与传统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指标体系及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不同，在兼顾

投入与过程指标的同时，更加强调结果指标的重要性，服务效果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提供水平，通过评价项目实施的效果，发现问题并提出富有针对性的建议才能更好的体现

均等化，全方位保障人民健康，使健康政策落到实处。 

 
 
PU-379 

全科医疗中的临床预防服务 

 
秦玉莉 

招远市人民医院 265400 

 

全科医学作为现代医学发展必然的趋势，将对中国的医疗事业产生深远的影响。为促进全科医学的

进一步发展，本文总结了全科医学的发展现状，以及与临床预防服务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而提出我

国全科医学发展的一些问题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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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0 

降钙素原在基层医院对老年患者感染性性休克 

诊断和治疗的应用价值 

 
雷振东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医院 323006 

 

目的  探讨降钙素原（PCT）在基层医院对老年患者感染性休克的诊断和及时给予恰当抗感染治疗

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2 月，在我院内科住院治疗 18 例感染性休克患者 PCT 水

平与诊断、治疗和预后相关性。 

结果 18 例感染性休克患者 PCT 均大于 10ng/ml，在治疗前 PCT 水平越高和治疗后 PCT 水平持续

升高预后越差，治疗后 PCT 每日监测 PCT 下降幅度越大，患者康复的越快越好。 

结论 PCT 可以作为基层医院对老年患者细菌感染引起的感染性休克诊断和给予及时恰当抗感染治

疗的参考工具，适宜在基层医院推广。 

 
 
PU-381 

慢性心衰患者部分生化指标相关性变化的临床观察 

 
范风雷 1 陈晓亮 2 

1.杭州市拱墅区米市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杭州市金色年华医院 

 

目的  探讨分析慢性心衰（CHF）患者血清尿酸（BUA）水平、BNP、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的

动态变化。 

方法  随机抽取两家单位 205 例慢性心衰患者按心功能级别分组进行治疗并在治疗前做血清尿酸、

BNP、超敏 C 反应蛋白检测，并用 104 例体检正常者作为对照。 

结果  和对照组相比较，全部病例各组治疗前的血清尿酸水平、BNP、hs-CRP 普遍明显较正常

高，各组之间的升高程度也有所差异，治疗后较治疗前有明显降低。 

结论  慢性心衰患者的血清尿酸水平、BNP、hs-CRP 增高，其增高程度与心衰严重程度有关，可

以把它们看作是反映心衰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 

 
 
PU-382 

依托优势学科促进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整体发展的实践与探讨 

 
杨芸峰 徐莉苹 易春涛 

上海市徐汇区枫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030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是关系城镇居民医疗卫生服务保障的社会基础工程。作为社区医疗活动的主体，

新医改背景下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直在努力寻求适合的发展方式。本文对上海枫林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依托优势学科促进中心整体发展的实践工作进行总结，阐述与探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发展优势学科的优势及意义，以为相关医疗机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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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83 

关爱生命 奉献爱心 ---舒缓疗护之浅探 

 
王凤 

上海中医药大学 200062 

 

舒缓疗护主要针对治愈性治疗和抢救等措施无反应之末期病人，考虑到病人“躯体、心理、社会和

宗教”的需求，采用缓解疼痛、疏导心理、安抚情绪、避免过度治疗等方法，实现“善终”，使患者能

安静、无憾、有尊严地走完人生之路，舒缓疗护体现社区服务，彰显公益，缓和医患矛盾尖锐化；

舒缓疗护要求营造温馨环境，加强外延，求真务实服务具体化，要求加强文化建设，注重内涵，创

新服务理念现代化。舒缓疗护是维持生命质量、缓解家庭照护压力和经济负担及节约卫生资源的有

效手段。 

 
 
PU-384 

治疗耳石症性头晕体会 

 
宁红晖 

天河区石牌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10630 

 

目的  探讨社区医生对于耳石症性头晕重视。 

方法  通过对实际病人治疗总结。 

结论  头晕是社区医生门诊的常见疾病,其中耳石症性性头晕在治疗时容易忽视，所以社区不容忽视

医生接诊头晕病人时更应该全面考虑头晕的病因，以便及时转诊 

 
 
PU-385 

饮浓茶后导致陈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 2 例报道 

 
潘海源 叶朝有 

浙江省龙泉市人民医院 323700 

 

室上性陈发性心动过速（PSVT）常发于无器质性心脏病的患者。由房室交界区存在传导速度快慢

不同的双径路形成连续的折返激动所致。诱发因素多为情绪激动、疲劳或体位改变〔1〕。然而因

饮用浓茶导致的室上性陈发性心动过速发作病例极为罕见，现将本科近三年来收治的两例患者报道

如下：例 1：季 X 芝，女，60 岁，因突发胸闷心悸眩晕 2 小时，于 2016 年 6 月 12 日急诊入院，

入院予查心电图提示：室上性心动过速，房室结折返性（AVNRT），见图。 

查体：T37℃，P179 次/min，Bp110/65mmHg，HR179 次/min，律齐，未闻杂音，双肺呼吸音 

清，腹软，肝脾肋下未触及，双下肢无水肿，肌力肌张力正常，神经系统检查未见阳性体征。既往

无心律失常及器质性心脏病史。3 年内无饮浓茶、咖啡及食酒精饮料史，家族史无殊。实验室检

查：血常规、二便常规正常，肌钙蛋白阴性，BNP：35pg/mL，D-2 聚体 0.1ng/ml，血糖、电解

质、淀粉酶正常范围。入院诊断：室上性心动过速。追问病史得知，患者于 2 小时前受朋友之邀在

茶庄喝了约 500ml 浓红茶后，出现了上述症状而急诊入院抢救。 

例 2：男，梁 X 军，48 岁，1 小时前因饮用约 400ml 浓绿茶后突发胸闷心悸尿频黑矇急诊 120 车

送入院。入院予查心电图示：QRS 波群前后无 P 波，QRS 波群节律规则，QRS 形态、时限正常

（＜0.10s），R-R 间期整齐规则，心率 220 次/min。诊断：室上性心动过速，查体：T37℃，P22

0 次/min，Bp90/65mmHg，HR220 次/min，律齐，无杂音，腹软，肝脾肋下未及，双下肢无水

肿，神经系统检查无阳性体征。实验检查结果正常。 

治疗：1 例患者予用心律平 70mg 加生理盐水 30ml，另 1 例予维拉帕米 5mg 加 5%葡萄糖 2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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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电监护下静脉推注。两例患者均在 10 分钟内迅速恢复为正常窦性心律，留观 8 小时后无明显

不适主诉予出院。出院医嘱：禁饮浓茶、咖啡及含酒精类饮品。 

讨论  茶叶的主要成份为茶多酚，儿茶索、茶叶碱、咖啡因等，具抗氧化、预防动脉硬化、降低心

脑血管疾病等功效。合理、适量，每天少于 5 克的茶叶饮用有益健康。本文 2 例均在茶庄饮用大于

10 克/500ml 浓度的浓茶而出现的心律失常，作者认为与茶叶中的生物碱、咖啡因等有效成份的强

心利尿作用及茶叶中的有效碱类物质刺激希氏束导致室上性心动过速发作有关〔2〕，建议该类患

者及有心律失常的病人禁饮或慎饮浓茶。 

 
 
PU-386 

北京市西城区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某三甲 

医院转诊情况的现况调查 

 
才溢 坑蓉 李玉玲 原琪 孙薇 王浩 姚弥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00035 

 

目的  了解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向综合医院转诊情况，为优化转诊体系提供参考。  

方法  研究时间为从 2014 年 2 月 28 日到 2016 年 2 月 29 日，某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居民为研究

对象，采用横 断 面 调 查的方法，研究变量包含人群基本信息，是否有建档档案，慢性疾病信息，

以及向转诊某三甲综合医院相关科室病情况。  

结果  调查期间，共转诊 869 人次，其中 2014 年到 2015 年，转诊 305 人次(35.2%)，2015 年到 2

016 年，转诊 563 人次(64.8%)。共 33 个科室，涉及妇产科、计划生育科；骨科、胸外、泌尿外等

11 个外科科室；风湿免疫、肝病、血液等 10 个内科科室；另含男科、疼痛、医疗美容、中医、儿

科、五官科室。转诊较多科室分别为心内科（15.1%），消化科（12.0%），内分泌科（9.7%），

眼科（9.2%）和产科（6.0% ）、妇科（5.6%）。感染科，儿科，肝病科，胸外科，普通外科，医

疗美容科等科室转诊人次最低。转诊的患者中建档居民 61.2%，未建档居民转诊 38.8%），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一种慢病以上的患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病患其中

一种即为慢病患者）转诊有 44.4%，非慢病患者转诊 55.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

中 15.8%至少转诊 2 次以上。  

结论  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向综合医院转诊率随年升高，所有转诊科室中内科突出，慢病患者转诊

率较高，分别为心内科、消化科、内分泌科，其次眼科、产科、妇科转诊人次也较多，眼科转诊率

高可能和该三甲医院眼科为优势科室有关，而普通外科、感染科、儿科转诊人次相对较低，这可能

与当前社区无法具备接诊相关疾病的能力有关。慢病患者和建档患者在所有转诊病人中占有较大的

比例，对于为辖区内居民和慢性疾病患者的健康和诊疗提供的便利。下一步可根据目前的转诊情

况，进一步合理优化转诊。 

 
 
PU-387 

上海市郊区某社区 8571 名体检人群高尿酸血症 

现状的相关分析及社区干预探讨 

 
汤红伟 

上海市浦东新区大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311 

 

目的  本研究通过对上海郊区成人高尿酸血症( Hyperuricemia) 与脂代谢、糖代谢、血肌酐的相关

分析，了解社区人群的健康卫生需求，将高尿酸血症作为慢性病管理的重要内容，以探讨社区人群

的健康管理及照顾模式。 

方法  对辖区内的 8571 例体检人群的血尿酸( Uricemia, UA) 、血脂( 总胆固醇、甘油三酯) 、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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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肌酐等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由全科医生进行健康评估及社区干预。 

结果  高尿酸血症 3386 例，患病率 39.5%；其中男性高尿酸检出 1294 人，占 37.6%；女性高尿酸

检出 2092 人，占 40.8%。女性检出率高于男性检出率，P＜0.05,两者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0

岁～80 岁组的发病人数最多；高尿酸血症患者的脂代谢患病率明显高于正常尿酸组，高胆固醇及

高甘油三酯 2 组的 P 值均＜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高尿酸血症患者的肌酐升高率明显高于正常

尿酸组， P 值均＜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血糖代谢方面，男性组 P 值＞0.05,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女性组 P 值＜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高尿酸血症患者的脂代谢及血糖代谢患病率明显高于正常尿酸组，高尿酸血症患者的肌酐异

常率也高于正常尿酸组，尤其是老年女性人群，因此保持血脂和血糖水平正常、保护肾功能可以有

效地防治高尿酸血症；50 岁～80 岁组的女性人群由于缺乏雌激素的保护，尿酸的排泄能力下降，

发病率升高。因此全科医生应将老年女性人群作为慢病的重点管理人群，而且对高尿酸血症患者实

施社区健康指导，能有效降低尿酸水平。建立健康档案，加强对重点人群的定期随访、病情评估管

理、个性化的健康管理和指导是全科团队应注重的管理模式，进行分层、分级管理和定期干预是提

高生活质量的有效策略。 

 
 
PU-388 

针灸疗法的全科医学思想探析 

 
唐文龙 张仁义 凌波 

都江堰市人民医院 611830 

 

全科医学是现代医学发展的产物，它的出现不仅实现了医学模式的转变，也弥补了专科医学的不

足，为各国基层卫生服务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城乡基层是中医学产生和发展的土壤，全科是其

重要的学术和服务模式特色之一。本文旨在探析针灸疗法中的全科医学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

医学的全科特色，为针灸学在全科医学中的构架打下坚实的基础。 

针灸疗法以中医理论基础为依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想特点,在防病治病方面有坚实的理论,能够更

好的发挥全科医学所倡导的优势理念,在中医全科医学的应用和发展中,针灸学必将成为一门具有高

实用价值、能够广泛服务于基层的医学学科,还能使中医得到更好的诠释和发扬。  

 
 
PU-389 

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的全科医疗防治策略 

 
刘洋 雷祎璐 于晓松 王爽 吴彬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近年来，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慢性病发病率逐渐增加。脑血管病发病率居高，脑血管病 

引起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的患病人数也逐年增高,干预成本巨大,但效果不尽如人意, 加强对血管性认

知功能障碍的防治工作已经势在必行。本文基于全科医学模式下社区服务的实际状况,探讨了血管

性认知功能障碍的全科医疗防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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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0 

浅谈社区卫生服务 

 
王文义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总结社区卫生服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及解决方法。 

方法  回顾分析社区卫生服务相关文献及资料。 

结果  社区卫生服务是指以社会为范围，以家庭为单位，以健康为中心，以人的生命为全过程，以

老人，妇女，儿童及慢性病人为服务对象，集预防，保健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随着我国人口逐渐

老龄化，以及国家对计生政策的重新调整，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变得越来越重要。目前社区卫生服务

工作仍存在医院病患“一边倒”的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是社区卫生服务的水平和环境条件不够好，居

民的认可度不够，如何保证社区生卫服务工作取得实效，值得探讨。首先要培养以及留住人才。积

极宣传社区卫生服务理念，使大学毕业生充分了解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意义；加强全科医师的规范

化教育培训；完善人才政策和考核体系，对于志愿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工作的高级人才，在职称和

福利等方面应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鼓励上级医院高级卫生技术人员及状况良好的离退休人员到社

区兼职和任职。其次，加大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投入力度，一方面提高社区卫生工作人员的工资待

遇，如果政府不在经费上给予强有力的支持，没有经费支持的社区卫生服务，难以加快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建设和保证医务人员待遇，另一方面优化社区就医环境条件，使居民就医更方便、更放心。

最后，加强双向转诊制度的宣传，将社区卫生服务中的基本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疗保险支付范围，

适当拉大不同级别医院的收费差距和个人自付比例。 

结论  社区卫生服务仍存在一些问题，培养全科人才，加大社区卫生机构投入及加强制度宣传具有

一定的意义。  

 
 
PU-391 

老年髋关节骨折术后患者三级康复效果研究 

 
杜杰 顾文钦 刘燕 周鹏 

徐汇区枫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030 

 

目的  探索院内,社区,家庭三级康复干预的模式和机制,为老年髋关节骨折术后患者提供有效的系统

的康复治疗。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自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转入我院康复治疗髋关节骨折术后患

者（半髋或者全髋置换 年龄大于 60 岁 术后三天内转入 首次接受髋关节手术 排除其他骨关节疾

病）100 例，分为本社区患者（研究组）50 例 非本社区患者（对照组）50 例 2 组，研究组采取院

内，社区，家庭强化康复干预措施 6 个月，对照组采取常规门诊康复指导和电话随访康复指导 6 个

月。 

结果  分析术后 1 个月，3 个月，6 个月 Harris 髋关节功能评分表、Barthel 生活指数评分、老年抑

郁量表( GDS)，P 值均＜0.05。 

结论 院内,社区,家庭三级康复干预的模式能提高老年髋关节骨折术后患者生存质量，促进心理恢

复，髋关节功能改善较传统门诊康复指导及电话随访指导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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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392 

“三社联动”模式对脑卒中患者社区康复疗效分析 

 
刘宇 刘钧钧 

上海市杨浦区延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093 

 

目的  探讨“三社联动”模式对脑卒中患者社区康复疗效分析。 

方法  将 80 例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对照组采用基本药物治疗和家庭康复

为主。干预组在基本药物治疗的基础上通过“三社联动”模式对社区内的脑卒中患者进行康复干预。

治疗前及治疗三个月后，采用社会回归等级、生活质量量表 SS-QOL 量表及 SDS 量表评定疗效。 

结果  治疗后两组社会回归等级比较、SS-QOL 量表评分及 SDS 量表评分均较治疗前改善，且干预

组改善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两者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三社联动”模式能够改善脑卒中患者日常生活的能力，改善抑郁状态，增强自信心及对回归

社会的积极性，促进患者早日康复回归社会。 

 
 
PU-393 

厘清县医院发展思路，争做当地医疗发展龙头 -----以 

和林格尔县人民医院为例 

 
王月文 1 严雪敏 2 张建中 3 武永栓 1 王凤贤 1 张永生 1 张文静 1 侯芳 1 史俊峰 1 

1.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人民医院    2.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3.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卫生局 

 

目的  准照国家“十二五”中央规划建议稿中明确提出的“积极防治重大传染病、慢性病、职业病、地

方病和精神疾病的精神”，通过对基层患者健康状况及就医行为调查，及认真分析县医院现状，合

理进行科室规划及建设，夯实县医院基层医疗龙头地位。 

方法  2015 年 1 月至 4 月，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 3 个镇 4 个乡 1 个工业园区的约

20 万人口中，随机选择 1 个富裕的乡、1 个贫困的乡、1 个工业园区及 1 个镇的至少 1403 位随机

居民，做随机抽样问卷调查，了解当地居民/村民健康状况及就医行为；结合和林格尔县人民医院

现状，制定医院发展规划。 

结果  共发放问卷 2207 份，回收问卷 1946 份，回收率 88.2%（1946/2207），其中 805 位被调查

者患有各种慢性病；其中，高血压（383/805，47.6%）、颈腰椎病及骨关节病（327/805，40.

6%）、慢性胃炎（154/805,19.1%）是被访者前三位高发的慢性病。通过分析和林格尔县人民医院

现实情况，重点建设了内科（倾向心脑血管防治）、骨科+康复科，及内科（消化方向）建设，并

与上级医院建立传帮带机制，合理科室规划及建设，起到了很好的基层医疗龙头的作用。 

结论  基层医疗龙头的县级医院，必须要了解当地患者医疗需求，有的放矢地进行科室规划及建

设。 

 
 
PU-394 

分级诊疗的若干思考 

 
杨盛元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人民医院 518111 

 

日前，深圳市出台全国首部地方性医疗基本法规，要求推进医疗改革的分级诊疗制度。明确二、三

级医院主要承担急诊、住院、疑难危重病症的诊疗服务和医学重点学科建设、医学科学研究及教学

工作；基层医疗机构主要承担一般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的基本诊疗、康复和护理服务。建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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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诊疗制度，逐步开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和就医模式，是新一

轮医疗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提高医疗资源利用率，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重要举措。但是具体

的转诊标准和流程尚未正式公布，在日常工作中仍存在细节上的问题有待落实解决。作为基层社康

医务工作者，针对深圳现有的情况，笔者认为应该广泛宣传，提高居民疾病知晓率，提高居民对各

级医院及社康中心的认识；加大社康中心投入，加强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培养；定位医院角色，充分

利用互联网+，促进分级诊疗工作落到实处。 

 
 
PU-395 

浅析药剂科的质量管理及效果 

 
陆玉霞 

长征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333 

 

目的  对质量管理在药剂科中的实施效果进行探讨，进而为药剂科今后的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选取我院药剂科在 2013 年 1 月到 2015 年 1 月期间实施质量管理的相关数据作为研究组，选 

取我院药剂科在 2010 年 12 月到 2012 年 12 月期间没有实施质量管理的相关数据作为对照组，对

我院药剂科实施质量管理前后的药品管理情况及患者对工作的满意情况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实施质量管理后，患者对药剂科工作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两者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即 p<0.05；研究组的数据显示，在药剂科实施质量管理后，出现药品滥用、药品过期及药品损

坏的情况明显低于对照组，两者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即 p<0.05。 

结论  将质量管理应用于药剂科中，有效保证了药品质量，对药剂科的发展及医院的发展有重要意

义。 

 
 
PU-396 

匈牙利与中国临终关怀的对比与探讨 

 
徐丽 

长征镇社区卫生中心 200333 

 

临终关怀事业是为临终患者及其家属提供心理、生理、精神、社会等多方面的关怀支持与照顾的一

种比较特殊的医疗保健卫生事业，同时是一项新兴的社会公益关怀事业[1]。临终关怀作为一项以提

高临终病人及其家属生活质量为目标的服务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也逐渐成为社会工作、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以及二三级医院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如何建立一种适应我国国情的临终关怀运转的模式，

是临终关怀事业发展的至关重要之处。适当的临终关怀护理服务不仅有助于提高临终患者的生活质

量[2-4]，还可以避免不恰当的资源使用，更加有利于国家的卫生事业的发展。 

本文通过笔者在匈牙利学习之后对匈牙利临终关怀事业的现状进行表述，从而探讨国内临终关怀事

业发展的现状与现存问题，并进一步分析对比，找到可以借鉴的经验，应用于国内临终关怀的事

业。 

 
 
PU-397 

综合医院全科医疗科建设实践与问题思考 

 
方才妹 

浙江省医学科技教育发展中心 310006 

 

目的   推动综合医院全科医疗科建设，促进全科医学发展，切实加强全科医生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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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通过总结分析、问卷调查、现场走访等方式，全面了解综合医院全科医疗科建设现状，重点

分析全科医疗科建设中遇到的问题与原因。  

结果  全省 99 家全科培训基地，有 67 家设置了全科医疗科，占全科培训基地的 68.7%， 较全国全

科培训基地全科医疗科建设占比高，据 2016 年对全国对 81 家住培基地评估统计，发现独立设置

全科医学科只有 19 家约占 23%。  

结论  针对现在的瓶颈问题，全科医疗科建设需要从院级层面重视并给予扶持倾斜政策，加大人员

配置，明确功能定位，完善运行机制，从卫生与健康发展大局出发，提出在新形势下加强全科医疗

科建设的对策与建议，以健全全科人才培养体系，促进全科医生培养制度落地，推动全科医学医学

人才培养可持续健康发展。   

 
 
PU-398 

远程家庭血压监测在社区高血压管理中的应用 

 
林伟良 王伟杰 胡丽明 

宁波市江东区白鹤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15040 

 

目的  探索基于无线网络的远程家庭血压监测在社区高血压管理中的应用，改善基层血压管理质

量。 

方法 在规范管理的高血压人群中选择服用降压药物但血压控制效果不良的患者 240 例，随机分干

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开展远程家庭血压监测，观察 3 月，比较两组知晓率和控制率。 

结果 研究后干预组知晓率 85.3%、控制率 51.7%，对照组知晓率 62.4%、控制率 27.5%。干预组

两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运用远程家庭血压监测可形成患者、家庭、医生共同参与的社区高血压管理新模式，并探讨

了存在的问题。 

 
 
PU-399 

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促进优质医疗卫生资源整合共享实践 

 
朱绥 王飞 

宁波市鄞州区第三医院 315191 

 

加强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对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近年来，宁波市鄞州区通过建设区域卫生信息化平台，促进区域优质医疗资源整合共享，取得

了初步成效。 

 
 
PU-400 

西安市双向转诊制度的实施现状与对策分析 

 
卫维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710077 

 

目的   通过对西安市 5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 5 家综合医院进行问卷调查，了解西安市双向转诊制

度的实施现状，为进一步优化该制度的设计与运行提供政策建议。 

方法  于 2015 年 8 月-11 月对 5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 5 家综合医院的医生、患者进行现场调查

（自填式问卷法）。问卷共发放 10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951 份。 

结果  不同文化程度、职业、收入情况的患者，转诊经历有显著性差异。患者不愿上转的原因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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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转诊程序繁琐”、“认为病情不严重，不需要转诊”等；不愿下转的原因主要为：“转诊程序繁

琐”、“不信任社区医疗水平”等。医务工作者认为双向转诊运行不畅的原因主要有：没有明确的转诊

标准、转诊监管机构及机制，缺乏基本医疗保险支持等。 

结论  西安市目前的双向转诊开展较少，且主要为社区医院向综合医院转诊。应从建立并完善双向

转诊系统、增加医疗保险的经济杠杆作用等方面改进。 

 
 
PU-401 

社区卫生服务站“中医全科诊室” 标准化建设及其服务效果研究 

 
金敏洁 

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801 

 

目的  通过社区卫生服务站“中医诊室”的标准化建设，达到与市中医药特色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相匹配的服务标准，进一步推进中医药在社区的推广和运用，提升家庭医生中医健康管理和供给能

力。 

方法  依据《上海市中医药特色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标准》，制定社区卫生服务站“中医诊

室”标准化建设方案，按照方案规范建设与实施。 

结果  中医标准化诊室建设后，明晰了社区卫生服务站中医药服务定位和要求，中医药基本医疗和

中医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取得一定成效，居民知晓度与满意度得到明显提升。 

结论  中医诊室标准化建设是社区卫生服务站开展中医药服务的有效平台，并形成“一中一西”中西

医并重的家庭医生工作室格局，使社区卫生服务站和家庭医生的服务功能更趋全面和完善。 

 
 
PU-402 

区域协同双向转诊模式初探-以甲状腺结节诊疗为例 

 
范会芹 

同济大学附属杨浦医院全科医学科 200438 

 

本文对国内双向转诊运行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明确区域协同在分级诊疗及双向转诊中的重要

性，以甲状腺结节为切入点，通过杨浦区中心医院和四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区域协同合作模式，

探讨双向转诊的管理策略和运行机制。 

 
 
PU-403 

不同年龄、体重指数人群血压的动态变化分析 

 
金暄 李南方 周玲 祖菲娅 尚亚玲 郭荣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高血压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血压研究所 830001 

 

目的  针对新疆同一地区人群开展不同时间点高血压流行病学调查，探讨在不同年龄、体重指数水

平下血压的动态变化。 

方法  1998 年、2008 年、2015 年，新疆高血压研究所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新疆同一地区

开展了高血压现况调查，本研究对三次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 （1）在相同年龄、相同体重指数水平下，1998 年、2008 年、2015 年的收缩压、舒张压水平

呈下降趋势，其中以年轻老年人（60-74 岁）、超重组血压水平下降最明显，分别为：收缩压 170.

0±35.7mmHg，151.6±27.5mmHg，145.4±3.3mmHg，F=8.163，P<0.001；舒张压 99.2±15.9mm

Hg，89.4±14.2mmHg，80.7±10.3mmHg，F=20.211，P<0.001。（2）在同一体重指数水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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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的增长，血压水平逐渐上升（P<0.05）。（3）在同一年龄水平下，随着体重指数的增加

血压呈上升趋势（P<0.05）。 

结论 调查地区人群血压水平呈逐年下降趋势，同时应加强对体重指数超标者及年龄较长者人群高

血压的防治。 

 
 
PU-404 

云门诊使用的经验介绍 

 
邵金锋 

杭州市江干区凯旋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10020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产生了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型就医模式-云门诊，又称远程会诊或远程联

合门诊。本文为作者邵金锋医师在社区基层医院使用云门诊一年多的经验介绍。云门诊设置需要显

示频、摄像头、音频设备、稳定的 4G 信号网络、健康平台软件、His 系统等硬件、软件设备条

件。社区医生没有把握完成诊断治疗的患者，特别是“夹心层”患者，可以通过社区医生为他们预约

副高及以上资质的云门诊专家医生，预约成功后，平台会发送短信提示给患者和医生，患者根据短

信提醒，并平台客服电话的再次就诊前提醒，在指定时间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远程会诊。对

于患者而言，他们不用赶早排队，不用费时候诊，不用来回奔波，在社区就可以享受到更便捷、优

质的云门诊服务，同时专家也在办公室利用空闲时间就能解决基层患者的问题，省去了旅途奔波，

效率更高了。在此过程中社区全科医师通过共同参与诊疗过程，学习到了专家更多专科疾病的临床

诊疗思路和经验知识，由此得到了患者更多信任，有利于真正落实全科签约、分级诊疗的目标。 

 
 
PU-405 

全科医学的发展与前景 

 
马亚男 

新开河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230 

 

全科医学诞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1969 年全科医学被批准为美国第 20 个医学学科，是全科医学

在世界上诞生的重要里程牌。20 世纪 80 年代引进大陆。1993 年成立中华全科医学分会，标志全

科医学在我国的诞生。首都医科大学于 2000  年 7 月成立了卫生部直属的第一个全科医学培训中

心，并以此为核心建立了全国的培训网络。此外，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与国家医学考试中心共

同制定了全科医生任职资格和晋升条例，这表明我国的全科医生逐渐走入正轨。但是由于全科医学

人才的缺乏，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仍无法满足"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重视全科医学生

培养已刻不容缓。 

 
 
PU-406 

探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慢病管理的新模式 

 
张建国 

天津市南开区华苑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384 

 

伴随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步伐的加快，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在逐年上升，作为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如何发挥自身优势，维护和保障一方百姓的身体健康，是永远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思考题。 

我中心 2013、2014 年全年门急诊就诊人次分别为 42.5 万、44.5 万，2015 年门诊人次已达到 45.3

万，业务总收入 7100 万；其中，2013 年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慢性病就诊患者占 64%，并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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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上升趋势，至 2015 年慢性病的就诊患者上升到 72%。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越来越多的慢性

病患者愿意来基层就诊。其中必然有政策引导的因素，同样也离不开我们基层为之所做出的各种努

力和尝试。 

一、多措并举，开创慢性病管理新局面 

（一）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载体，使慢病管理各项工作有机融合 

以全科医生为核心组建了家庭医生团队，将辖区划分成 5 个区域，每个区域的服务对象为 4000

户，每个区域配备一个家庭医生团队，配置原则为：全科医师 1 名、中医医师 1 名、全科护士 2

名、公卫医生 1 名，做到装备、标识、工作职责、行为规范“四个统一”，充分利用百名医师下社区

活动，发挥技术优势，将其纳入团队，为慢性病患者提供医疗、护理、随访、干预、转诊等服务。 

（二）以医联体的建立为依托，为慢性病患者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 

与区属二级医院通过医学检验、医学影像、会诊治疗“三个中心”，实现了诊疗信息互联互通，互传

互认，互信共享。加强与驻区三级医院的交流与合作，现已与两家三级医院签订医联体协议，其中

与一中心医院的胸痛门诊、与南开医院的全科医疗部均建立了合作关系。通过优化诊疗程序，建立

上转下送的绿色通道，上级医师下社区建立医联体门诊，定期门诊小讲课、住院大查房，指导基层

医生不断提高慢性病管理水平。 

（三）以中医药特色服务为补充，提高慢病防治效果减轻群众负担 

大力开展中医药服务工作，国医堂开设九个中医诊室、1 个特色康复治疗室和 1 个药物熏蒸室，基

本满足了社区患者对中医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的治疗要求。下设六个社区站各配备一名中医执

业医师，均能提供中医治疗方法，同时加大了慢性病的中医健康指导，配合中医体质辨识对患者进

行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 

（四）以信息化建设为支撑，推动慢性病的治疗管理不断向前发展 

实现了自助挂号、充值、查询的门诊“一卡通”就医模式，减少了慢性病患者就诊等候时间，有效提

高了就诊效能。更新了电子病历、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开展预约挂号。现中心正在尝试引进“全科

大夫移动医疗平台”，为家庭医生配备“全科大夫出诊箱”、无线心电图机、智能血糖仪、蓝牙血压

计、平板电脑，通过信息化建设进一步完善“零距离送医”，使社区慢病管理及老年人健康体检更加

便捷。 

（五）以提升服务管理水平为目标，培养百姓认可的基层慢病专家 

借中国社区卫生协会培训基地之力，采用请进来、送出去的培训模式，到全国各省市学习慢病管理

先进的工作经验，现中心拥有 17 名中国社区卫生协会的培训师资，三年成功开展了 8 期慢病管理

技能培训班，与来自全国 17 个省市 190 余家兄弟单位的 280 名社区工作者一起交流学习，分享社

区工作中的经验。成功申报了《社区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技能培训》、《社区孕产妇与 0-6 岁儿童

健康管理适宜技术培训》2 个中华医学会国家级继教项目，与市属三级医院签订《退行型腰椎滑脱

症治疗康复一体化及推广应用研究》、《中医治未病技术操作规范-脏腑推拿临床试验》2 个科研项

目，培养辖区老百姓认可、信赖的基层专家。 

二、强化管理，为工作开展提供坚实保障 

（一）加强软、硬件建设，夯实发展基础 

根据中心的服务内容、功能特点、建筑布局设置成慢病综合防治中心、“国医堂”、妇儿保健中心、

住院病区和综合服务门厅等五个板块，实现了健康人群和患病人群候诊分开、特殊人群和普通人群

分开。通过服务流程的再造，以效率和效益为导向，实施集约化、一站式的持续服务，使中心的医

疗质量安全和服务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升。配备了 CR、彩超、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骨密度检测

仪、中药颗粒剂调配设备等，可以满足辖区患者基本的诊疗需求。 

（二）加强医疗质量管理，保证医疗安全 

中心加强科学化、规范化管理，成立以中心主任牵头，各职能科室组成的质控小组。坚持每月一次

的行政和业务查房，严格处方点评和病历质量考核，按照临床各专业的质控标准指导工作。每月一

个主题，有针对性的解决医疗质量和行政管理中的具体问题。强化监督和缺陷管理，对问题持续跟

踪，直至改进。中心在 2014 年创建天津市标准化示范单位的基础上，成功申报了 ISO9001 国际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朝着服务规范化、管理科学化、设施标准化的目标迈进。 

几年来，通过以慢性病管理为核心、为基础的工作模式，使各项医疗服务工作落到了实处，医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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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综合素质业务水平得到了提升，机构树立了品牌、促进了发展，社区居民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的信任度逐年提高，加深了社区医务人员和居民患者的鱼水之情。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坚持与

时俱进，开拓创新，发扬优势，补足短板，为真正实现人民群众得实惠、让百姓满意做出自己的努

力和贡献。 

 
 
PU-407 

基于天津市南开区分级诊疗的区域医联体实践与思考 

 
夏晓琳 成秉来 

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医院 300191 

 

医联体已成为全面推进我国医疗资源高度整合，构建全面科学的分级诊疗服务机制的全新模式。 

文中主要介绍了天津市南开区区域医联体所经历的阶段，阐述了推进医联体发展的具体策略。同时

构建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信息共享制度、激励考核制度等，实现社会、患者、医院及政策的多方

共赢，提升基层医院诊疗水平，实现分级诊断，节约医疗资源。 

 
 
PU-408 

优化社区门诊分诊叫号系统的探讨 

 
袁晓静 

徐汇区枫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030 

 

我中心本着“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宗旨，依托中心信息网络平台，对门诊就医流程进行再造，在信

息系统中分别调整挂号系统、分诊系统、全科医生工作平台、叫号信息显示系统等相关模块，在原

有流程基础上，优化全科门诊分诊叫号系统，将分诊系统嵌入到挂号系统中，患者自助挂号的同时

可以直接选择医生，从而实现实行挂号、分诊系统二合一，改善诊疗秩序，提高了工作效率，显著

提升患者满意。 

全科门诊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分诊是门诊工作的重要环节。2010 年起我中心实

施了 HIS 系统流程优化工作，开展自助挂号及全程诊疗一次付费（先诊疗后付费）服务。但在实际

运行中，由于门诊挂号系统与选择医生的分诊系统分属不同公司，挂号后患者需要再次排队选择医

生，即二次分诊情况[1]。分诊工作完全依赖于人工操作，大部分患者聚集在叫号台前询问等待，心

情急躁，甚至不顾劝阻进入诊室，造成诊室环境嘈杂，争执频频，严重影响正常的诊疗秩序。面对

现状，我中心依托中心信息网络平台，对门诊就医流程进行调整，在原有流程基础上，优化全科门

诊分诊叫号系统，将分诊系统嵌入到挂号系统中，患者自助挂号的同时可以直接选择医生，从而实

现实行挂号、分诊系统二合一，提高了工作效率，改善了医患关系，较好地解决了传统模式下患者

就诊“三长一短”的现象[2]。现笔者通过论述各项具体措施，探讨优化社区门诊分诊叫号系统的可行

性及应用价值，以飨同仁。 

一．分诊叫号系统的优化 

1．挂号、分诊系统二合一  将分诊系统嵌入到挂号系统中，患者通过自助挂号机，在挂号的同时直

接选择医生，实现一次挂号完成分诊。挂号小票上提示当前的候诊人数，使得患者明白就医、心中

有数。2．全科医生工作平台自动叫号  在全科医生工作平台增设排队呼叫模块，增加“呼叫”按钮，

医生点选该按钮后，系统自动调取当前候诊队列中首位患者信息，传送至显示播报系统中，实现自

动叫号。3．完善叫号信息显示播报系统  诊区设置大屏、各诊室门口设置小屏，均可显示叫号信

息，同时播报系统进行广播叫号。患者挂号后，可以通过候诊大厅大屏幕、诊室门前小屏幕以及播

报系统语音的提示按序就诊。有效杜绝了围诊现象，维持了候诊秩序。 

二．应用价值 1．改善诊疗秩序   优化系统后，患者无需二次分诊，从自助挂号单上科知晓当前候

诊情况；患者及家属在候诊厅候诊，大屏幕滚动显示医生出诊情况及目前诊疗进度，诊室门前小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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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提示就诊信息外，还可以播放健康宣教片及中心形象宣传片，患者在等待的同时可以顺便学习健

康小常识。2．提升服务水平内涵    系统更新后，门诊护士面对的维持就诊秩序的压力明显减轻，

分诊台的功能拓展为便民服务中心，护士的服务前移，将更多的工作热情放在为病人提供温馨优质

的服务上。3．显著提升患者满意    患者挂号时直接选择医生，避免了挂号后二次分诊的繁琐，就

医流程合理便捷，减少了患者不必要的多次往返，减轻了等待的焦急，分诊台前不再拥堵，加之门

诊护士有更多的时间与候诊患者交流，病人满意度显著提升，进一步的改善了医患关系。4．管理

高效降低成本    分诊排队数据库系统实时提供医生服务和病员排队信息，为中心合理安排设置门诊

医生岗位提供科学依据；门诊秩序改善“解放”了护士，分诊岗位仅需 1 位护士，节约人力成本；原

本两个系统两家公司，优化系统后仅需要与一家软件公司对接，维护的成本和中心网管的工作量相

应减少。 

三．思考与展望 

分诊工作的优劣,直接影响着医院的服务形象和门诊的服务质量[3]。我中心于 2015 年充分发挥信息

技术优势，简化就诊流程，改善患者就医体验，也优化了医务人员的工作环境，极大地改善了医患

关系，提高了服务效率和质量，树立了中心良好形象。系统上线之初，也遇到不少困难与阻力，包

括系统优化后产生的漏洞、医护人员的不适应、患者的不理解等，通过多次与软件公司沟通，以及

与各部门医护人员之间不断地协调与磨合，根据实际使用情况不断完善系统，在使用一年多来，系

统运行已十分稳定，医患满意。 

通过社区门诊自动分诊管理系统的优化与实践，我们看到信息技术可以有效解决门诊流程中的薄弱

环节，今后在原来的工作基础上，我们还将在继续观察和探索，不断优化门诊流程，进一步发挥信

息技术优势，做好科技提升服务能级的工作，所形成的成果，可在各级社区医院进一步推广。 

 
 
PU-409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浅谈老年医学与全科医学 

 
刘俊含 

北京医院 100730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向社会提出一系列挑战，成为当今世界共同

关心的热点。本文综述了老年医学与全科医学的产生与发展，论述了老年医学和全科医学的相关性

和联系，并对两学科特色的诊疗模式做了较为详尽的讨论。 

 
 
PU-410 

离退休人群医疗服务需求与启示 

 
贺群 钟丽娟 

绍兴市人民医院 312000 

 

目的  问卷调查离退休人群对医疗服务不同层面的需求，为将“需求至上”融入离退休人群个性化、

有效服务提供循证依据。 

方法 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对 196 名离退休人群进行信函方式调查分析。 

结果  回收有效问卷 185 份，有效率为 94.38%。调查显示：老年患者更重视医疗专业技能，排在

总体医疗服务需求前两位的均为医疗核心服务需求，分别是医疗技术 92.8%、早发现早治疗 87.

2%。 

结论  满足离退休人群需求，倡导“需求至上”个性化服务是创建科室文化和提升服务品质的关键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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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1 

慢性咳喘患者临床问题的循证医学实践 

 
刘玉江 

1.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目的  通过循证医学的方法提高全科医师的临床问题处理能力。 

方法 结合具体临床案例，实践循证医学的五步法，首先分析临床问题，提炼出 PICO 的内容，再

查询相应的数据库，接着严格评价证据，然后得出结论，最后将证据运用于临床，评价证据的临床

效果，改进证据。 

结果  全科医生可以掌握循证医学的技巧，取得较好的临床效果。 

结论  循证医学训练将最好的证据用于实践和决策的能力，是提高全科医生临床水平的一种有用的

方法。 

 
 
PU-412 

循证医学能力评估工具系统综述 

 
费娇娇 1 李琰华 1 

1.浙江中医药大学    2.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描述、评价并总结当前用于评估循证医学能力（知识和技能）的评估工具，为循证医学教学

和培训效果的评估提供数据。 

方法  利用 Pubmed、CBMdisc、CNKI、Web ofscience 数据资源，检索自 2000 年至 2016 年 4 月

有关循证医学知识技能评估工具方面的文献，最终纳入的文献必须含有对评估工具效度和信度指标

的结果分析。 

结果  筛选出 20 篇全文文献，10 个研究（12 篇）关于评估工具的开发，8 个研究（8 篇）关于评

估工具的运用。 

结论  结构效度、内部一致性是制作量表时常用的评估项目；现有的循证医学能力评估工具中，Fre

sno tool 最具有效性、可信度以及心理测量特质，可作为最佳候选评价工具用以评估我国全科医生

循证医学能力。 

 
 
PU-413 

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对我国医改的启示与实践   
 

孙明 

无锡市锡山区羊尖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14107 

 

目的  通过对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以下简称 NHS)的深入研究，分析其特色优势和存在问题，

并对照我国目前新医改实践中面临状况，特别是对分级医疗、全科医生制度、签约服务等重大医改

举措，提供理论基础及实践视角。 

方法 本人在 2015 年 9 月 6 日至 2015 年 10 月 2 日期间，参加无锡市赴英全科医生研修团，参观

访问了 19 个英国的卫生机构及相关管理部门，对 NHS 进行考察学习研究。在考察学习基础上加以

总结，从历史沿革、组织架构、运行现状和存在问题，对 NHS 进行详尽介绍，详细研究了其诊疗

系统、支付结算系统和监管系统，特别是全科诊所的运作和全科医生的管理，并与我国目前新医改

实践中面临状况进行对照。 

结果  通过考察研究分析，发现 NHS 的 4 大特点是免费医疗、分级医疗、严格培训、严格监管，但

也存在以下问题：1、整个系统效率低下，候诊时间难以想象；2、 保健支出增长过快，财政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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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加重；3、免费医疗刺激消费，医疗消费过于浪费。同时指出了目前我国新医改存在的问题和

形成原因。 

结论  NHS 具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也应避免其不足。NHS 的分级医疗、全科医生制度、

签约服务等成功经验，对我国医改有很大启示及实践指导作用。 

 
 
PU-414 

全科医生制度在城乡基层卫生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宋冠群 

天津市滨海新区北塘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453 

 

目的  探讨全科医生制度在城乡基层卫生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方法  结合全科医生在基层卫生服务机构中的具体工作内容，总结分析全科医生制度在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与享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均具有重要作用。 

结果  全科医生制度在满足广大居民的基本医疗需求以及享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 

结论  全科医生制度在城乡基层卫生服务中具有重要作用。 

 
 
PU-415 

中文版脑力负荷评估量表在上海市三级医院 

内科医师中的信效度评价 

 
马琳琳 

同济大学附属杨浦区中心医院 200092 

 

目的  检验中文版主观负荷评估法（Subjective Work Assessment Technique, SWAT）和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任务负荷指数（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Task Load Index ,NASA-

TLX）在评估三级医院内科医师中脑力负荷的信度和效度，以及不同内科各专科医师之间的脑力负

荷差异，为以后评估我国三级医院内科医师的脑力负荷提供一种可行的工具。 

方法 方便抽样法选取上海市一家三级甲等医院内科门诊医生 107 名，应用两量表中文版对其进行

调查，采用折半信度、Cronbach'sα 系数、条目分与总分的一致性进行信度验证,采用主成成分分

析、因子分析评价结构效度，以及项目区分效度进行效度验证。采用多个独立样本两两比较的非参

数检验比较不同科别内科医师的脑力负荷水平差别。 

结果  SWAT 量表：分半信度及 Cronbach’sα 系数分别为 0.360、0.504，各条目分-总分相关系数

均>0.4（P<0.01）。主成成分分析法检验 KMO 值 0.552，球形度检验 P＜0.001，适合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显示特征值于 1 的主因子共有 1 个，其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51.343%。NASA-TLX 量表：

分半信度及 Cronbach’sα 系数分别为 0.634、0.516，除自我绩效条目外各条目分-总分相关系数

均>0.4（P<0.01）。因子分析显示特征值大于 1 的公因子共有 3 个，其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76.50

8%。NASA-TLX 量表删除自我绩效条目后信效度较原量表升高，分半信度从 0.634 升高到 0.69

0，内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α 从 0.516 升高到 0.645。因子分析提取特征根＞1 的公因子 2 个，

累计方差贡献率 67.037%，且删除后各条目的项目区分度较好。不同内科各专科医师 SWAT 量表

及 NASA-TLX 量表各条目得分，P 值＞0.05，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中文版 SWAT 量表在上海市三级医院内科各专科医生中信度及效度较差，不适合使用。NAS

A-TLX 量表信效度较好，而且在删除自我绩效条目后信效度较前增加，可以用于上海市三级医院内

科门诊医生的脑力负荷研究。三级医院内科各专科医师的总脑力负荷分值及各分条目分值差别无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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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16 

让数据多跑路  让群众少跑腿 

 
曹永 

天津市河北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300150 

 

2015 年天津市委、市政府将建设医联体工作纳入“20 项民心工程”，天津市卫计委印发了《关于 20

15 天津市建立医联体服务试点工作方案》。河北区卫计委按照区委、区政府和市卫计委的要求，

结合区情和上级文件精神，坚持以“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为原则，以着力解

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为目标。 

由区卫计委搭建平台，以行政区域为基础，以实现医联体分级诊疗为根本，明确“构建区域医疗同

质化服务平台，突出医疗服务连续性、可及性和高效性，推动大医院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社区，实现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联动发展”的工作思路。 

河北区卫计委依托区有线电视台千兆光纤网络和天津广电集团电视网络，同时通过对区内各级医疗

机构实施资源纵向整合，形成医疗卫生服务各环节有序连接的区域医联体。 

 
 
PU-417 

我国医疗联合体研究进展 

 
裴丽 

天津市河东区富民路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182 

 

医联体是中国深化公立医院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是推进医疗资源纵向整合，构建科学合理的医疗

服务体系的有效形式。我国各地根据其实际情况做了具体的实践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组织架构，开

展了形式多样的资源整合，本文通过分析这些联合体的优势与不足，探讨我国医联体在实际运行中

存在的问题。根据存在的这些问题探寻其较好的解决方案，以寻求适合我国医疗现状的医联体模

式。 

 
 
PU-418 

新型医疗下基层医院的发展方向与方法  
 

刘红芬 

建工新村社区卫生服务站 300452 

 

目的  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通过改善医疗服务，提高医疗质量，引导患者科学就医，

提升患者的就医满意度。 

方法   一 建立“以人为本的优质一体化服务（PCIC）”新模式； 

二 持续改进医疗服务质量，建立有效协调机制； 

三 引导居民有序就医，实行分级诊疗； 

四 利用互联网与现代化信息技术； 

五 提高医务人员的地位，解决医务人员后顾之忧。 

结果  通过系统的实施以上方法，可以有效缓解我国看病难的局面，减轻大中型医院的工作压力。 

结论  基层医院的发展对国家政策的实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完善自身内部建设，加强内部管理机

制的建立，提升医护人员的工作责任和工作积极性，增强他们的专业素质，努力吸引，培养并留住

现有医疗人员，配合先进的管理方法，基层医院才能在和大型医疗机构的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坚

持“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不动摇，通过改善医疗服务，提高医疗质量，提升患者的就医满意度， 才

是基层医院获得持续发展的根基，才能使基层医院在未来医疗行业残酷的市场环境竞争中处于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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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更好的满足我国基层医疗事业的发展。 

 
 
PU-419 

柯桥区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的构建与运行效果分析 

 
方舟 

绍兴第二医院平水分院 312050 

 

目的  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进一步优化分级诊疗，提升群众就医满意度。 

方法  1.构建一体化的管理团队；2. 完善双向转诊与全科签约信息平台；3.实现大型设备等优质医

疗资源共享；4.实现人才双向流动、搭建多种形式的人才梯队培养平台。 

结果  1.医疗联合体构建 3 年，累计已上转患者 2678 人次，下转患者 448 人次；2.2015 年，分院

的门诊人次、出院人次、业务收入较前一年分别增长 17.2%、39.5%、33.92%；3.群众满意度呈逐

年提升。 

结论  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的建立，有助于人才梯队建设、管理能力提升、资源合理配置使用、群众

满意度提高等，可有效提升基层乡镇卫生院的综合服务能力，促进分级诊疗模式的构建。 

 
 
PU-420 

居民健康档案管理中的问题分析与探讨 

 
王欢 

天津市滨海新区胡家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454 

 

目的  通过分析目前居民健康档案管理中的问题，探讨如何建立完善的管理机制。 

方法  通过国内外权威的数据库，搜索关于居民健康档案的相关文献资料，并应用文献计量学方法

对收集到的文献进行外部特征分析，总结经验及问题。 

结果  目前影响居民健康档案管理的问题很多，具体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1. 建档率的计算评估方

法问题 2. 档案利用率不高的问题 3. 健康档案管理的不平衡问题 4. 档案信息资源共享的问题。同时

根据不同问题，进行了解决方案的探讨。 

结论  社区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工作是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完善的考核评价

机制是加强居民健康档案管理的重要内容，是抓好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工作重点的有效手段，是提高

工作效率和改善服务质量的重要部分。我们应及时总结经验，不断完善，才能够为社区居民提供优

质、综合、连续、高效的社区卫生服务。 

 
 
PU-421 

医学人才招聘现状及其对策研究 

 
赵丽静 

上海市徐汇区天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031 

 

本文着重分析医学人才招聘中存在着种种的问题，并提出应对策略。如何针对人力资源管理招聘中

存在的不足，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对策和见解，使得组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

之地，是本文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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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22 

关于全科医生初筛职能对医保总额预付改革影响的探讨 

 
李韫韬 LIYUNTAO 

上海市徐汇区天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031 

 

通过赴英培训学习，了解英国全科医疗体制，对比中英医疗体制差异，深入探讨英国与中国全科医

生初筛职能的不同，提出学习改进措施，为后期医保总额预付费的改革探讨现阶段改革方向。 

 
 
PU-423 

社区慢性病防治中的“新常态” 

 
朱平 

海曙区白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15012 

 

目的  本文通过分析网络时代“粉丝”的成因、发展方式和文化特征等，寻找到与开展社区慢性病防

治工作的结合点，提出了“粉丝”在社区卫生服务慢性病防治工作中的运用； 

方法  采用文献法，全面收集有关文件、制度、工作记录资料及数据； 

结果  “粉丝”文化特征引入了当前社区慢性病防治工作中，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很好的应用和效

果； 

结论   “粉丝”模式在社区慢性病防治工作中的实践和运用，提升慢性病患者对社区医生的信任度， 

“粉丝”效应的慢性病管理方式将全面提高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并成为今后发展的一种潮流。 

 
 
PU-424 

从两则病例看全科医生随访高血压 影响大数据基于 

水银血压计与电子血压计测量值的比对 

 
张德光 程飞 

重庆开州康桥医院 405499 

 

目的   昨天、今天和未来，全科医生不仅是发现高血压，更是随访高血压的主要基层技术力量。居

民自测家庭血压的比例日益增多，包括高血压病人自己测血压，方便随时掌握血压变化状况，大多

数基层医生随访高血压，甚至二、三级医院病房、体检中心测血压均是电子血压计（上臂式和腕

式），然而在临床中发现诊室水银血压计与电子血压计测量值有明显差异，到底谁的准确？ 

方法  病例 1：汪 XX，男，51 岁，邮递员。在重庆医科大学附一院诊断高血压，病程 20+年，坚

持服医院处方：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5mg，每日 1 次，比索洛尔 5mg，每日 1 次，氯沙坦氢氯噻嗪

1 片(50mg，12.5mg），每日 1 次，自用电子血压计上臂式（合资品牌）测血压：145/100mmH

g，认为血压高，准备增加降压药剂量而就诊。 

病例 2：江 X，男，47 岁，待业。10 多年前在多家医院诊断高血压 150/100mmHg，听朋友们说

吃了药不好，要终身吃，所以未服降压药。2016 年 2 月 28 日下午 4 点多，打牌时突然双眼看不见

东西，逐渐神志不清，急诊县医院又转诊三峡中心医院，诊断高血压，右侧脑动脉瘤伴出血，经抢

救并右侧脑动脉置入支架，出院后仍然说话不清楚，服卡托普利 25mg，每日 2 次。2016 年 6 月 1

9 日因血压高来诊，在家用电子血压计上臂式（国产品牌）测血压：142/98mmHg，认为降压效果

不好，准备增加降压药。 

用诊室血压计：鱼跃牌水银血压计（苏）制 11000034 号，生产许可证号：苏食药监械生产许 200

1-0089 号，注册证号：苏食药监械（准）字 2011 第 2200715 号，产品标准：GB3053-93，允许

误差为±3.75mmHg。每半年医院定时送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强制检定，对检定合格的血压计颁发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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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证书，准许临床使用。 

分别接诊两个病例：进诊室休息 15 分钟，示意不说话，用病人的电子血压计测左臂，再用水银血

压计测左臂，然后电子血压计测右臂，再用水银血压计测右臂。均测 2 次。 

结果  病例 1：电子血压计测左右手 145/100mmHg，水银血压计测左右手 130/84mmHg，两者相

差 15/16mmHg；病例 2：电子血压计测左右手 142/98mmHg，水银血压计左右手 130/82mmHg，

两者相差 12/16mmHg。 

结论  目前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市区县技术监督局对电子血压计没有制定技量质量检测规范和标

准，更没有具体检测措施，也就是说不检定电子血压计。面对面诊断和随访高血压，还是应该以水

银血压计为准。基层小医生和大医院大医生，有责任对每一个病人和健康体检者，用每半年检定合

格的水银血压计校正电子血压计的测量值并告知。指尖上的医生，12 个动作测量 1 次血压获益在

居民。不断记录一次又一次真实的小数据，更能获取完美的高血压管理大数据。 

 
 
PU-425 

三级医院全科医学科住院患者的疾病谱分析 

 
严飞 1 于德华 2 张斌 1 陆媛 2 张含之 1 王明虹 1 范会芹 1 陈阳 1 马琳琳 1 

1.同济大学附属杨浦医院全科医学科    2.同济大学医学院全科医学系 

 

目的  分析三级医院全科医学病房住院患者的特点及主要病种，探讨全科医学病房在三级医院中的

作用。 

方法  对在我院全科医学病房住院的 1085 例患者的年龄结构、性别构成、住院天数、疾病种类等

进行分析。 

结果  全科医学病房的患者年龄跨度大，合并疾病多，不乏危急重症，主要病种为常见慢性病、未

分化疾病、脑卒中后遗症、心身疾病等。 

结论  全科医学病房病种丰富，是践行全科医学理念的良好场所，全科医生的重要培训基地, 综合医

院与社区医院双向转诊的平台。 

 
 
PU-426 

北京城区家庭医生式服务签约病人社区首诊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杜娟 张丹丹 刘英杰 黄亚芳 金光辉 路孝琴 

首都医科大学 100069 

 

目的  了解北京市城区家庭医生式服务（以下简称家医服务）签约居民对社区首诊的意愿以及影响

因素，为今后家医服务的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立意抽样,抽取北京 2 个城区的 4 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于 2015 年 6～9 月，随机抽取当

日前来就诊的 740 名签约家医服务的居民，应用自制问卷进行调查。问卷内容包括签约居民基本情

况、对家医服务的满意度、对支付家医服务签约费用的态度、对社区首诊的态度。采用 x 2 检验分

析影响签约居民社区首诊意愿的影响因素。  

结果  共发放问卷 8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740 份，问卷有效率为 92.5%。签约居民对签约团队全科

医生服务态度、家医服务内容、诊疗技术及诊室环境满意度分别为：82.7%（612/740）、75.4%

（558/740）、72.8%（539/740）、70.4%（521/740）。59.6%（441/740）的签约居民表示付费

后仍愿意签约， 57.7%（311/539）能接受每年 50 元以下的签约费用。87.8%（650/740）的签约

病人愿意他们的签约全科医生成为社区首诊医生，主要原因为：了解病情（85.5%，556/650）、

服务态度好（73.4%，477/650）、看病取药方便（68.2%，443/650）。不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对签约团队全科医生服务态度、家医服务内容、诊疗技术及门诊诊室环境满意度不同的签约居民社

区首诊意愿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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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签约居民社区首诊意愿高，所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以及对机构提供家医服务内容、服务态

度、诊疗技术以及诊室环境是影响社区首诊的影响因素，因此应进一步优化家医服务内涵，提升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服务能力，推进社区首诊进程。 

 
 
PU-427 

全科医生师资队伍在综合性医院中的建设与管理 

 
纪伟伟 1 程方满 2 孙蓓 1 

1.天津市肿瘤医院    2.哈尔滨医科大学 

 

目的   随着我国医疗事业的快速发展以及“看病难”的问题日益加剧，全科医生作为“健康守门人”的的

基层服务作用愈发突显，因此培养质优量多的全科医生已是当务之急，然而国内全科医生师资条件

却并不是那么理想，以至于无法为社会大量提供优质的全科医生，本文就这一现象详细剖析了我国

综合性医院全科医生师资建设中现存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从多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

措施，旨在建设出一支更加优秀的全科医生师资队伍。 

方法  文献综述 

结论  面临我国严峻的看病难的医疗现状，全科医生的培养刻不容缓，因而建设一支全科医学理论

知识扎实、临床技能熟练、了解社区卫生服务及疾病管理的全科医生师资队伍来推进全科医生的培

养和全科医学教育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而综合性医院不管在为缓解看病难的全国性问题，还是为

新型医学人才的培养上都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更应该发挥起这些医院在资金、疾病种类、

患者数量、医学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应该有计划、有步骤的做好全科医生师资队伍的建设。 

 
 
PU-428 

康复医疗，护理工作问题与对策的思考 

 
陆建华 陆辉 盛小平 韦园园 

上海市华泰医院 201107 

 

随着医患关系矛盾的不断发生，激化，如何使医疗，护理适应医疗改革的需要，极大程度的改善医

患矛盾。必须对目前医疗，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医疗康复，护理涉及范围

广，医护人员超负荷工作，心理素质，不当的言行，处理能力等问题，是医患矛盾发生的导火索，

如何提高医护人员的岗前培训，自我保护意识，更新医护观念，提高沟通能力，服务意识，处置能

力，预防和尽可能减少医患纠纷的发生。 

 
 
PU-429 

90 例血液透析患者动静脉内瘘护理 

 
陈晓 翁丹 孙丽 吴伟东 

浙江省丽水市中心医院 323000 

 

目的   总结血液透析患者动静脉内瘘临床护理经验，提高动静脉内瘘护理质量。 

方法  选取 90 例使用动静脉内瘘接受血液透析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其动静脉内瘘的临床护理进行回

顾性分析与总结。 

结果  82 例良好，8 例出现内瘘闭塞，无其他严重并发症。 

结论  正确有效的临床护理，控制血压和血糖的变化，能减少动静脉内瘘的并发症，对延长内瘘的

使用寿命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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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0 

老年慢性病出院患者生活质量调查分析 

 
周建红 

上海市嘉定区真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824 

 

目的  了解老年慢性病出院患者的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为制订针对性的出院指导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简明健康状况调查表、护理需求调查表、老年抑郁量表和日常生活能力调查表对 232 例

出院老年慢性病患者进行现况调查，分析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以及生活质量与护理需求、抑郁、活

动能力的相关性。 

结果  经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影响老年慢性病出院患者的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有性别、独居与否、

有无配偶、生活能否自理、参加体育活动、慢性病数目、疾病对日常生活影响、有无后遗症，部分

因子与年龄、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收入、体质指数有关（p<0.05）。相关性分析发现，慢性病出院

老人生活质量与需求总分、抑郁分值均呈负相关（P<0.01）；慢性病出院老人生活质量与生理性

日常生活能力、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活动能力总分均呈正相关（P<0.01）。 

结论  影响老年慢性病出院患者的生活质量的因素众多，护士在实施出院护理时，重点应关注高

龄、无配偶、独居、生活不能自理的患者，并有针对性地做好出院指导，满足老年慢性病患者的生

活质量。 

 
 
PU-431 

回肠造瘘术后患者合并高钾血症 1 例报告 

 
邓学学 宋锦平* 苏巧俐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全科医学科 610041 

 

患者男性，63 岁 7 月，因“上腹胀痛、消瘦 4 月”于 2 月 20 日入院。患者既往有高血压史，已停药

半月，血压控制不详，吸烟 30 年，每天 30 支，戒烟半年。大便一天一次，小便正常，患病以来体

重减轻 15kg。查肛门：据肛门 4cm 扪及包块。行 MRI 全腹轴位增强扫描示：肠梗阻，梗阻位于回

盲部，局部软组织团块，肿瘤可能性大，其它？乙状结肠远端改变，性质：结肠癌？外壁种植？ 

考虑有急诊剖腹探查指征。 

3 月 3 日在全麻下行“回肠造瘘术+肠系膜结节活检”，3 月 7 日患者病情平稳，转回全科病房。生

化：钾  4.44mmol/L，钠 133.0mmol/L, 白蛋白 32g/L，丙氨酸氨基转移 31IU/L，门冬氨酸转移酶 3

2 IU/L，治疗给予抗炎、静脉高营养，日补液量 2000ml，补钾 10ml，进食流质。3 月 15 日 10:02

危急值报告血钾 7.51mmol/L，患者诉肌肉僵硬，活动受限，无心慌胸闷等不适，血压、心率无变

化，正常范围，心电图未见明显高尖 T 波，血生化结果示：总胆红素 90.4umol/L,直接胆红素 73.0 

umol/L，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246IU/L，门冬氨酸转移酶 214 IU/L，钠 126mmol/L，氯 91mmol/L，

尿素 20mmol/L，肌酐 106umol/L，血气未提示代谢性酸中毒。患者未服用含钾食物及药物，予静

脉推注速尿 20mg，静脉滴注高糖胰岛素，葡萄糖酸钙等降血钾处理后当日复查生化血钾降至 5.45

 mmol/L。治疗上停用静脉含钾药物，加用天晴甘美保肝，增加含钠液体，日输液量不变。至 18 日

患者反复血钾升高 5.88-6.18 mmol/L，患者未再诉肌肉僵硬、麻木、乏力，也无心慌胸闷等不适，

心电图仍未见高尖 T 波，血钠 120.0mmol/L，血氯 87.0 mmol/L，仍低，血钾升高均以予静脉推注

速尿 20mg，静脉滴注高糖胰岛素，葡萄糖酸钙降血钾，血钾均能降至正常，每日仍以高渗盐水补

钠对症处理，15-18 日小便量 1200-1890 ml，血糖：7.3-14.9 mmol/L。19 日查卧位肾素活性+醛

固酮及同步血尿电解质示未见明显异常，19 日患者进食逐渐恢复正常，至出院患者再未出现高血

钾现象。 

讨论：肠造瘘术是胃肠外科疾病常见的一种手术方式，尤其在急诊手术时。最初是源于 18 世纪肠

道肿瘤及溃疡性结肠炎术后的临时性胃肠道改道。回肠造瘘是肠造瘘中小肠造瘘的一种。主要适应

证：炎性肠病行全结肠切除或结直肠切除 术后永久改道；家族性息肉病并直肠癌行全结肠切除；



2016 全科医学大会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第十四届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275 

 

同时性多发性大肠癌；Crohn’s 病并发穿孔、回盲部肠外伤和完全性右半结肠梗阻等情况，行部分

回肠或回盲肠切除术后暂时性造口；回肠粪便暂时改道，以利于溃疡性结肠炎等病变获得缓和，促

进结肠或结直肠吻合的愈合。肠梗阻；造口小肠脱垂；造瘘口狭窄；造口坏死、小肠黏膜与造瘘口

皮肤分离，出现造瘘口周围皮肤糜烂及感染；造口旁疝；造口回缩；术后高排量、脱水是回肠造瘘

术的常见并发症。回肠造瘘术患者术后高排量、脱水多与肠液丧失较多有关，常有钾、钠离子的丢

失，易引起严重脱水,低钠、低钾血症。 

但本例患者术后 12 天持续 4 天反复出现血钾升高,最高达 7.51mmol/L，血压、心率与前比较正常

稳定，无明显变化，给予高糖联合胰岛素降钾处理后血钾下能降至正常，出现高血钾之前，血清钾

均正常，常规补液 2000ml，静脉输入 10%氯化钾 10ml/天，进食流质，未进食高钾食物或药物，

静脉补钾不能作为导致高钾血症的原因，患者肾上腺皮质功能正常，排除 IV 型肾小管酸中毒引起

高钾血症可能，尿量 ＞ 1000 mL/天，无代谢性酸中毒，无体内溶血等常见的导致高钾血症的高危

因素。由此，患者术后 12 天出现高血钾，可能与饮食恢复过程中进食不足，加上消化液丢失过

多，血容量不足，引起血液浓缩有关；而血钠、血氯低，多系消化液丢失过多所致。 

高钾血症是临床常见的危急症，钾离子在细胞外间隙过多( 血清 钾 ＞5. 5 mmol/L) 。抑制心肌，首

先抑制心房肌纤维，继而抑制结间束、窦房结、房室结，继而激动心室，引起心房肌麻痹，P 波消

失，即出现窦室传导，最终致心室颤动和心室停搏[5]。本例患者术后 12 天在正常补液，开始进食

情况下，出现高钾血症，且神志清楚，无心率减慢、乏力、动作迟缓、四肢松弛性瘫痪、腱反射消

失、心前区疼痛、大汗淋漓等表现，仅有肌肉僵硬之活动受限症状，心电图无高尖 T 波改变，血气

分析无代谢性酸中毒，容易被误认为补钾过量或血标本溶血等情况。但对致命性高钾血症，不管为

真假阳性，先进行对症处理，同时应动态监测血钾变化，分析引起高血钾的原因并采取针对性措

施。 

对于回肠造瘘术后患者，因消化液的丢失易引起电解质紊乱，且患者的临床症状不明显，应注意监

测电解质变化，注意出现低钾、低钠、低氯的同时，但也应警惕出现高血钾的风险。 

 
 
PU-432 

康复医疗，护理工作问题思考与对策 

 
陆建华 陆辉 盛小平 韦园园 

上海市华泰医院 20117 

 

随着医患关系矛盾的不断发生，激化，如何使医疗，护理适应医疗改革的需要，极大程度的改善医

患矛盾。必须对目前医疗，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医疗康复，护理涉及范围

广，医护人员超负荷工作，心理素质，不当的言行，处理能力等问题，是医患矛盾发生的导火索，

如何提高医护人员的岗前培训，自我保护意识，更新医护观念，提高沟通能力，服务意识，处置能

力，预防和尽可能减少医患纠纷的发生。 

 
 
PU-433 

雷火灸配合骶管阻滞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陈新华 沈沉 李妍 

泰州医药高新区寺巷卫生院 225500 

 

目的  探讨雷火灸配合骶管阻滞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效果。 

方法 2013—2015 年二年来对 685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采用雷火灸配合骶管阻滞治疗，每周 l 次， 

3 次为 1 疗程，观察临床治疗效果。 

结果 痊愈 485 例占 70%，显效 153 例，占 22%，好转 33 例，占 4%，无效 20 例，占 2%。 

结论 雷火灸配合骶管阻滞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效果显著。操作简单，中西合壁，相得益彰，安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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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值得推广。 

 
 
PU-434 

中药熏蒸疗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护理体会 

 
王巧梅 

涟水县中医院 223400 

 

目的  对通过 100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在常规基础上进行中药熏蒸疗法，配合系统的护理，了解

其在治疗中的作用及对患者愈合的影响。 

方法  将 200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均采用药物、针灸、推拿治疗，A 组在此基础上进行中药熏蒸

2~3 疗程。 

结果  A 组患者平均住院天数 21 天，比 B 组患者平均住院天数少 11 天。 

结论  中药熏蒸方法疗效满意，并可缩短住院天数。 

 
 
PU-435 

家庭医生在预防性健康照护的实践 

 
赵翼洪 

苏州市姑苏区金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15000 

 

目的  探索目前在社区全科医师紧缺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任务加大情况下，整合临床预防性健康照

护和社区预防性健康照护方法，改变社区居民“无病不就医”的想法；推进有效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内涵和服务率；提升社区卫生服务的有效性。 

方法 1、提升和完善中心机构全科医师在儿童预防保健体检、社区老年健康体检、妇女病普查、家

庭健康随访和社区健康活动的参与考核度。2、利用和依托三级医院资源条件培训全科医师专科化

技能。3、提升家庭医生“粉丝效应”和健康服务签约的有效性。4、充分利用社区和社会功能支持平

台。 

结果 经过一年实践反映在五个方面：首先社区健康咨询电话增加了 30%；社区门诊就诊率提升了

40%。其二，儿童和老年体检后咨询量及频次增加且咨询内容广泛。其三，家庭医生健康服务主动

签约率提升 20%。其四，机构全科医师健康服务模式和理念改变。其五，预防性健康照护工作模

式节约了机构社区卫生人力资源和成本，提升了服务有效性。 

结论 通过实践讨论和回答四个了问题：其一，全科医师在基层医疗是否有足够时间来做预防保健

的工作吗？其二，全科医师的执业形态能否完成全人群的健康管理工作？其三，哪一种家庭取向的

医疗服务有较高的预防保健执行力？其四，家庭医生在预防性健康照护的功能发挥提升社区机构服

务功能凸显在哪方面？ 

 
 
PU-436 

 家庭医生在预防性健康照护的实践 

 
赵翼洪 

苏州市姑苏区金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15000 

 

目的  探索目前在社区全科医师紧缺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任务加大情况下，整合临床预防性健康照

护和社区预防性健康照护方法，改变社区居民“无病不就医”的想法；推进有效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内涵和服务率；提升社区卫生服务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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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提升和完善中心机构全科医师在儿童预防保健体检、社区老年健康体检、妇女病普查、家

庭健康随访和社区健康活动的参与考核度。2、利用和依托三级医院资源条件培训全科医师专科化

技能。3、提升家庭医生“粉丝效应”和健康服务签约的有效性。4、充分利用社区和社会功能支持平

台。 

结果  经过一年实践反映在五个方面：首先社区健康咨询电话增加了 30%；社区门诊就诊率提升了

40%。其二，儿童和老年体检后咨询量及频次增加且咨询内容广泛。其三，家庭医生健康服务主动

签约率提升 20%。其四，机构全科医师健康服务模式和理念改变。其五，预防性健康照护工作模

式节约了机构社区卫生人力资源和成本，提升了服务有效性。 

讨论  通过实践讨论和回答四个了问题：其一，全科医师在基层医疗是否有足够时间来做预防保健

的工作吗？其二，全科医师的执业形态能否完成全人群的健康管理工作？其三，哪一种家庭取向的

医疗服务有较高的预防保健执行力？其四，家庭医生在预防性健康照护的功能发挥提升社区机构服

务功能凸显在哪方面？ 

 
 
PU-437 

108 例糖尿病足患者的护理疗效评价 

 
马文翠 1 李敏 1 

1.菏泽市第三人民医院    2.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糖尿病足的防治方法和护理措施,提高糖尿病足的治疗效果。 

方法 本组 108 例糖尿病足患者均为 2 型糖尿病,糖尿病诊断符合 1999 年 WHO 糖尿病诊断标准。

其中,男性 50 例,女性 58 例,年龄 49～81 岁,糖尿病病程 3～27 年。108 例患者中均有不同程度足

麻、疼痛、跛行、溃疡等症状。溃疡发生部位:足趾 49 例,足背 31 例,足底 14 例,踝部 7 例,足跟 7 例,

溃疡面积在 0.5 cm×1.0 cm～5.5cm×8.5cm。随机分成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54 例，两组均采取

降糖、抗感染等常规的系统治疗，对照组给予常规的护理，观察组是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健康教

育, 心理护理，足部护理干预，1 个月后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给予观察预后效果。 

结果  观察组治愈 36 例，有效 17 例，无效 1 例；对照组治愈 31 例，有效 10 例，无效 13 例， 

结论  观察组与对照组总有效率分别为 98.51%与 75.93%，观察组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 均 0.0

1）。 

 
 
PU-438 

不同剂量胰岛素对糖尿病足患者外敷护理疗效观察 

 
马文翠 1 李敏 1 

1.菏泽市第三人民医院    2.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探讨应用胰岛素外敷治疗糖尿病足时胰岛素剂量的选择范围。 

方法  将 60 例糖尿病足患者随机分为 4 组，每组 15 人，其中治疗组 3 组，对照组 1 组，治疗组在 

常规换药治疗基础上，分别对三组患者给予胰岛素 4U、12U、20U 外敷进行护理，对照组则在常

规换药治疗基础上未加胰岛素进行外敷护理。 

结果  1、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的治疗效果明显较优，且创面的愈合时间明显减少，两者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2、胰岛素 8U 患者愈合时间明显少于另外两组，创面愈合时间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选择胰岛素适宜浓度 8U 对糖尿病足患者外敷治疗最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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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39 

术前患教视频护理干预对椎体成形术患者的影响 

 
邓爱为 1 李敏 1 

1.菏泽市第三人民医院     2.浙江省新华 医院 

 

目的  探讨术前患教视频护理干预对椎体成形术患者的影响。 

方法  将 2013 年 1 月～2015 年 8 月就诊住院行椎体成形术的患者共 80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

为两组，干预组和对照组，每组 40 例，对照组给予术前骨科常规患者教育护理，干预组在对照组

常规患教护理之上施加针对于椎体成形术的患教视频。观察两组患者焦虑、疼痛情况、治疗总有效

率及患者对护理满意度评价。 

结果  干预组术后焦虑自评量表( SAS) 评分低于术前和对照组术后( P ＜ 0. 05) ，对照组术后 SAS 

评分低于术前( P ＜0. 05)，两组手术前后 SAS 评分组间干预效果比较，干预组优于对照组比较

（差值 t=18.32，P<0.05）；干预组焦虑和疼痛程度均低于对照组( P ＜0. 05) ;干预组总满意度高

于对照组( P ＜0. 01) ，两组患者 VAS 疼痛程度组间干预效果比较，干预组优于对照组比较（差值

t=2.13，P<0.05）。 

结论  对行椎体成形术的患者，围术期进行患教视频护理干预，这样可以有效缓解患者的焦虑情绪

并能减缓疼痛，使患者对临床护理服务满意度提高。 

 
 
PU-440 

社区与医院的双向互动 

 
季蕙珏 

上海浦东新花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204 

 

目的   了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医院互动的主要构成因素及现状,为建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医院互

动机制提供现实依据。 

方法  通过系统思考,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得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医院互动存在的问题。 

结果  目前互动机制存在的问题有:政府支持不够，补偿机制转变导致互动不畅，双向转诊标准不完

善。 

结论  发挥好政府作用，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机制，协议就诊和社区、医院家庭的三联动有利于充

分发挥社区与医院的作用，改善医疗环境。 

 
 
PU-441 

健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王瑞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大华医院 300455 

 

健康教育已成为医院实施责任制护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护理工作的全程。护士是健康教育的一

支最重要、最基本、最可靠的力量。国外护理健康教育的发展并不平衡，发达国家起步较早，而发

展中国家起步较晚。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医院护理健康教育的开展呈现的特点与中国不同，值得中

国护理去学习，从理论到实践方面都有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护理健康教育是社会发展和医学进步

的产物。我国的护理、健康教育工作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较快，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显著成绩。

随着整体护理工作的广泛开展，护理健康教育作为整体护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随之推广起来，并纳

入到临床护理工作的惯性运行之中。当然，我们护理健康教育的发展也不平衡仍有进一步发展和完

善之处。我们要学习国外的长处，同时结合我国护理发展的实际情况，将我国的健康教育工作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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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高度。 

 
 
PU-442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高血压病护理干预 

 
何令健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456 

 

将高血压病社区护理干预措施做一概括，如健康教育、心理干预、膳食指导、体重控制干预、遵医

行为干预、运动锻炼干预、起居干预、家庭访视与家庭护理。 

进一步提高人们对高血压的认识，使高血压病得到更好的控制和治疗，从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PU-443 

情志护理基本原则浅探 

 
李乃琳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街解放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450 

 

研究目的  1.对的“七情六欲”导致的五行辩证体质变化的分析和研究。2.运用阴虚、血虚、阳气虚三

类掌握情志护理原则，并根据脏器和患者特异性辩证施护的结论，从而达到改善体质的目的。       

研究方法  ㈠研究对象——阴虚、血虚、阳气虚的情志护理原则阴虚力. 

(1)建立事前预控制度和告知制度。有针对性地编制监督工作方案，确定具体的控制点，对工程的

施工难点部位和易出现质量通病的部位制定相应的监督防控措施，把好关键环节。(2)规范监督执

法行为，提高监督执法的透明度。根据工程特点设定监督岗位和权限，做到“持证上岗，两人以上

执法”，不同级别的监督文书分别按规定的权限范围签发，保证执法检查和处罚的严肃性和准确

性。 

加强监督巡查，实行差异化管理，培育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和良性循环的发展氛围. 

1.巡查，确保基础、主体结构的质量建设工程的重大质量安全问题往往发生在基础及主体。2 监督

考核工作实行差异化管理，加大监督查处力度和培育优胜劣汰意识通过日常监督检查和随机抽查。

3 转变监督方式，重点检查影响结构质量安全、环境质量和与之相关的工程建设各方的质量行为，

确保检查内容和部位以真实的施工质量状态受检。 

②血虚力 

血虚血虚患者以妇女多见。情志方面常表现为倦怠沉默，吃亏让人但心中不快。护理人员要使患者

感受到真诚的帮助和鼓励，建立起沟通渠道，同时要本着释疑解惑、顺情从欲原则，帮助患者学会

人际交往。 

③阳气虚 

阳气虚阳虚、气虚患者情志方面常表现为情绪低沉，抑郁，若有所思。护理方面要多关心、开导患

者，及时了解他们所思所想，用事实鼓励他们树立对生活的信心；对于采用解释开导的方法依旧多

思的患者，以怒胜之，但要注意节制。 

㈡典型案例分析与辨证施护 

1Ⅰ肺脾气虚病例患者，女，7 1 岁，回民。中医诊断：虚喘。西医诊断：慢性支气管炎、肺气

肿。证候：咳喘十余年。两月来，咳喘无力,气短懒言,周身乏力、面色  白，口吐白痰, 纳可, 二便

调。脉虚弱、舌质淡、苔薄 白 。营阴不足虚火上延，致使口周出现溃疡。五行学说中有培土生金

的说法，脾无水谷精微上输于肺，继而出现肺气虚弱，以致痰湿留积而困脾，水湿停留则见浮肿。

情志不快而困脾，胃呆纳谷减少，脾的水谷精微不能上输于心，使得心血不足，出现气弱。心主神 

志, 神是精气的总貌因而出现倦怠。 



2016 全科医学大会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第十四届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280 

 

Ⅱ施护 ：（1 ）中医护理诊断: 多疑、过思伤脾为影响病情恢复的主要因素之一。（2 ）措施：每

次开饭时首先把回民饭送到患者床旁，以减轻顾虑，同时向患者解释蔬菜的营养价值，以调节情

绪，增进食欲，建立安全感。（3 ）护理评价：经过多次、反复语言诱导，患者的安全感建立了，

打消了不必要的思想负担，在治疗中能配合，一周后患者的口腔溃疡消失了。 

Ⅲ评价与结果:在施药物治疗和情志护理后，脾的健运逐步恢复，精微水谷上输于心肺以达全身，

使肺肃降功能有所改善，患者的面部浮肿消退，咳喘症好转而出院。 

2Ⅰ肝胃不和病例患者，女，5 9 岁。中医诊断：呃逆。西医诊断：膈肌痉挛。证候：五天前出现

呃逆，初轻微，缓解后加重。五天来频繁发作。伴胸胁胀满，纳差，肠鸣，大便不畅。舌淡红，苔

薄白，脉弦滑。脉弦滑，舌淡苔白。情志调查：经与患者沟通了解，患者系与家人争吵后得此病，

家人虽因其病而不再与之争吵，但患者怒气难以平 

复 。病情分析：由于患者怒气难平，影响内脏气机，怒则气结，肝气横逆，胃失和降，而胸胁胀

满，大便不畅；肝属木，木郁克土，脾运不健，不能收纳水谷精微，出现纳 差 。 

Ⅱ施护 ：（1 ）中医护理诊断：怒气不宣，过怒伤肝为影响病情的主因之一。（2 ）措施：请患者

家人配合，适时让患者将怒气宣泄出来，并向患者解释使其发怒的原因。（3 ）护理评价：经过顺

情、以悲胜怒的引导，患者逐渐平息了怒气，胃复和降，胸胁胀满、大便不畅消失，脾运恢复，正

常吸纳运化水谷，升降和谐，病愈出院。 

Ⅲ评价与结果:讨论通过临床观察发现，患者患病同时多少都存在情志方面的变化，并对病情康复

产生影响。注重情志护理，运用中医情志护理原则，根据不同脏腑证候分型所引起的不同情志表

现，为患者施行有针对性的情志护理，促进了患者的康复，同时探索出一定的情志护理实践规律，

即按阴虚、血虚、阳气虚大体三类掌握情志护理原则，并根据脏器和患者特异性辩证施护。 

㈢结果和结论 

但对各种脏腑证候相应的情志护理观察实践尚不全面，今后在临床中将进一步积累资料，加以总

结。《灵枢·师传》曰：“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便，开之以

其苦”。护理人员将情志护理理论在肺、脾、肝、胃证候中灵活运用，用得体的语言、温和的举

止、和善的表情与患者进行有效沟通，能使患者调整好情绪，促进了患者康复。当前，护理学、社

会学、心理学正在以交叉渗透的形势趋向完善。中医情志护理实际上涵盖了以上三门学科的内容，

将成为治疗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措施。中医护理人员会不断努力实践和探索，使中医情志护理闪耀出

灿烂的光芒。 

 
 
PU-444 

糖前期的流行病学现状及健康教育的研究进展 

 
满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街解放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450 

 

㈠目的与意义：糖尿病前期是一个可逆的过程，对该人群进行早期干预，可使 2 型糖尿病发病危险

降低 58%，可见糖尿病前期的研究对预防糖尿病的发生和进展具有重要意义。将动机性访谈的概

况及理论应用在糖尿病患者的健康教育中，为进一步采取该理论进行糖尿病患者健康教育提供了支

持与指导。 

㈡⑴目前现有对糖前期患者的健康教育的方法 

IDF 推荐的治疗方法是综合疗法，包括健康教育、饮食、运动、药物、自我监测 5 个方面。糖尿病

健康教育是重要的基本治疗措施之一，被公认是其治疗成败的关键。 

1 生活方式： 

采用调查问卷形式对入选患者饮食生活习惯、个人嗜好（吸烟、饮酒）、日常运动、糖尿病相关知

识进行了解，每人发放包括糖尿病的危害及预防、饮食与运动控制方案的干预指导性资料，并对其

进行一对一的膳食及运动指导。采用电话回访及面对面宣教相结合，对患者反复进行健康教育，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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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认识到糖尿病的发生发展与不良生活饮食、习惯及嗜好等有关，及时了解并监督患者饮食、运

动控制的情况。 

2 健康饮食： 

3 规律运动： 

4 遵医服药： 

对于空腹或餐后两小时血糖偏高需要服用降糖药物的患者，应严格遵医嘱口服或注射胰岛素治疗，

不可擅自停药或不服药。 

5 自我监测： 

6.目前,有学者认为， 对于糖前期患者生活方式干预的有效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坚持长期

的生活方式干预也是很困难的。 生活方式干预对糖尿病前期患者的生活质量是否会带来影响，应

该如何应对是护理工作者展开更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⑵统计学方法:人口学资料中性别、学历、婚姻状况、医疗费用来源、高血压年限、并发症、吸烟

人数、饮酒人数等计数资料用频数和百分率％表示，两组间各指标均衡性比较用列联表资料的检

验；人口学资料中年龄、体重、身高和各评价指标（腰围、指数、血糖、服药得分、酒精摄入量、

吸烟量、油摄入量、盐摄入量、蔬菜摄入量、水果摄入量、自我效能得分、行为依从性得分）均为

计量资料，用均数士标准差（无±表示，两组间各指标的比较用配对样本检验；单因素分析两组内

三个时间点各观察指标的差异用单个重复测量因素的方差分析；各时间点两两之间的多重比较用多

重比较；两组间三个不同时间点的评价指标（包括收缩压、舒张压、、腰围、月艮药得分、酒精摄

入量、吸烟量、油摄入量、盐摄入量、蔬菜摄入量、水果摄入量、自我效能得分、行为依从性得

分）比较釆用两因素三水平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评估两组间干预后吸烟人数、饮酒人数、血压值

达标率的比较用列联表资料的检验。所有资料的统计学处理均采用统计软件进行分析，选取检验水

准∝=0.05 双侧 p>0.05 认为结果有统计学有意义。 

选择在天津市滨海新区某社区卫生中心建立档案的老年糖尿病患者，抽取例符合纳入标准的老年糖

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 105 例和干预组 105 例，对照组入组 99 例，失访 6 例，99

例完成干预；干预组入组 105 例，失访 3 例，102 例完成干预，最后有效病例数 201 例，总有效率

95.7%（图略） 

研究人群的一般资料本研究最后有效病例数为 201 例，其中男性 80 例，女性 121 例；年龄 71.41±

4.796 岁，其中年龄最小 60 岁，最大为 80 岁；学历文盲为 39 例，高中及以下 92 例，大专及以上

24 例；已婚 188 例，离异或丧偶 13 例；公费 7 例，医保社保 180 例，自费 14 例；诊断为高血压

的年限小于 5 年 39 例，5-10 年 76 例，大于 10 年 59 例；没有并发症患者 42 例，并发冠心病 54

例、糖尿病 74 例、关节疾病 13 例、肺部疾病 9 例和其他疾病 18 例；吸烟 36 例，饮酒 48 例 

两组患者血糖达标率的基线比较 

血糖达标(%) 

组别                                合计    X2 值    P 值 

            是             否 

对照组      13（16.9）   64（83.1）  77 

                                          0.336  0.562 

干预组      16（20.5）   62（79.5）  78 

合计        29（18.7）   126（81.3） 155 

对照组血糖变化没有统计学差异（干预组血糖变化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和结论  动机性访谈的方法强调“以病人为中心”评估病人行为改变的信心和重要性，总结影响

行为改变的正性和负性因素；运用动机性访谈的理论和技巧对病人的行为改变的信心和重要性进行

探索，与病人一起探讨行为改变的目标，确定病人做好行为准备时，与病人一起建立切实可行的行

为改变目标；总结行为改变的计划。针对以动机性访谈为基础的护理干预实施到糖尿病病人的健康

教育在国内研究较少，动机性访谈不同与以往的说教式的被动的健康教育模式，真实的体现了以病

人为中心的健康教育模式，以病人为主体，体现了病人的主动参与。动机性访谈针对糖尿病病人自

我效能和自我管理现状在人群中实施以动机性访谈为理论框架的护理干预，指导以后的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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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包括三个方面：提高病人的自我效能水平，提高病人的自我管理水平，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和

心理健康水平。 

 
 
PU-445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主动服务第一岗的探索 

 
王梅 洪波 陈旭波 

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433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医疗模式的转变，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也在

不断提升，在这种环境下，医疗机构必须转变服务模式，进一步提高医疗服务的水平和质量。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承担着社区居民的医疗和预防工作，是距离社区百姓最近，就医最为方便的医疗

机构，也是社区重点人群如中老年、孕产妇及婴幼儿就医首选或首诊的医疗机构，所以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医疗服务水平直接关系着广大社区居民的就医体验是否满意，也是分级诊疗能否顺利推进

的条件之一。 

 
 
PU-446 

开展社区临终患者舒缓疗护的实践路径和思考 

 
赵珊珊 

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801 

 

目的  探讨在社区开展舒缓疗护的实践路径和思考。 

方法 总结在社区开展舒缓疗护的经验和方法，针对社区舒缓疗护实践过程遇到的现实问题提出合

理建议。 

结果  在社区开展舒缓疗护，社区居民更容易接受。可以提高临终患者生命质量，也能帮助其家属

和家庭平稳地度过居丧期，凸显了人文关怀。 

结论  在社区开展舒缓疗护切实可行，值得推广。但仍面临社区舒缓疗护人员队伍建设不足、资金

匮乏、居民认知度低等问题，需加大队伍建设和培训、资金的更多合理投入和社会的多方支持、关

注。 

 
 
PU-447 

延伸护理对脑卒中卧床患者照料者压疮预防 

知识水平的提升效果研究 

 
顾吉 

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801 

 

目的  探讨延伸护理对社区脑卒中后长期卧床患者照料者压疮预防知识水平的提升效果研究。 

方法 按筛选标准选取嘉定区马陆地区 2014 年 1 月~2 月，居家脑卒中后长期卧床无自理能力患者

的照料者 30 名，通过对其进行压疮定义、压疮分期、发生原因、好发部位、危险因素、预防方

法、具体预防措施、有效护理、翻身方法、营养支持、预防目的意义等压疮预防知识培训和定期入

户现场指导，评价其干预前后的认知情况。 

结果  延伸护理对社区脑卒中后长期卧床患者照料者压疮预防知识水平的提升效果，因认知程度不

同提升效果不同，“认知高”的 P 值为 0.350，无统计学意义，“认知一般”和“认知低”的 P 值均为 0.0

00，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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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延伸护理能有效提升社区脑卒中后长期卧床患者照料者压疮预防的知识水平，从而降低患者 

的压疮发生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PU-448 

家庭式延续性护理在脑卒中出院患者康复中的应用研究 

 
唐永艳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医院 518033 

 

目的  分析探讨家庭式延续性护理在脑卒中出院患者康复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本研究中纳入我院住院部在时间段 2015 年 1 月~2015 年 6 月区间收治并康复出院的脑卒中

患者共 110 例作为观察对象，按照入院编号奇偶性方法进行分组，分别将 55 例患者纳入对照组、

观察组中。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出院指导护理服务，观察组患者实施家庭式延续性护理服务。以生

活质量以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为评价指标，对比两组患者在出院后康复效果方面的差异。 

结果  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量表中心理状态平均分为（16.8±1.5）分，家务活动平均分为（15.

2±1.0）分，家庭关系平均分为（18.9±1.2）分，工作及经济情况平均分为（14.3±1.2）分，均显

著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对照组患者出院时 Barthel 评分对比无显著差异（P＞0.0

5）；观察组患者出院后 1 个月 Barthel 评分为（46.5±2.5）分，出院后 3 个月 Barthel 评分为（55.

9±1.2）分，出院后 6 个月 Barthel 评分为（68.3±3.5）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应用家庭式延续性护理对脑卒中出院患者进行延续式干预，在促进患者康复方面意义显著，

可有效提高患者出院后生活质量以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临床价值值得肯定。 

 
 
PU-449 

高龄心脑血管疾病并发大疱性类天疱疮 1 例护理 

 
刘婕 张娴 

上海市徐汇区漕河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235 

 

目的  进一步加强对大疱性类天疱疮的认识，探讨合理的护理方案在高龄心脑血管疾病并发大疱性

类天疱疮治疗中的重要性。 

方法  总结对高龄心脑血管疾病并发大疱性类天疱疮患者的护理措施及护理经验。 

结果  回顾病例，高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肢体活动障碍、配合度差、基础疾病多、免疫力差，患大

疱性类天疱疮治疗难度大，预后较差。在治疗和护理上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严密观察病情，治疗

上予以口服及外用激素，护理上严格消毒隔离、加强皮肤黏膜护理，采用改良疱液抽取术联合擦药

护理，同时结合药物观察、生活护理、饮食护理、心理支持和健康教育等，促进创面愈合，减少继

发感染，促进疾病痊愈。 

结论  对于高龄心脑血管疾病并发大疱性类天疱疮患者，应早诊断、早治疗，联合专业护理，预防

并发症，提高生活质量。 

 
 
PU-450 

老年患者安全护理影响因素对策 

 
古晓宇 罗汀 

广州市天河区石牌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10500 

 

目的  通过对社区老年患者护理的几个安全影响因素，来分析，总结造成老年患者护理安全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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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 

方法 提出通过重视护士的职业道德和法制教育，提高护理人员业务素质等几个相应的安全护理对

策 

结果  为保证老年患者的安全、提高护理质量提供参考 

结论  老年人的安全护理是护理工作中的重要部分，保证老年患者的安全已经成为对护理质量进行

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 

 
 
PU-451 

北京大学医学部社区常见病转诊情况调查 

 
赵东旭 李景 

北京大学医学部 100191 

 

双向转诊：简而言之就是“小病进社区，大病进医院”，积极发挥大中型医院在人才技术及设备等方

面的优势，而一些疑难病救治到大医院，方便了社区居民的就诊。我国目前双向转诊尚处于尝试和

探索阶段[1]。本研究采用自制表格的方法和北京大学医学部医院所有需要转诊到上级医院或专科医

院的人员进行了登记，其中有在职职工、学生和退休职工，由于老年人口不断增加，退休的老年人

首选就是社区医院，因此退休职工比例相对较高，现已北医退休职工社区常见病转诊登记情况为例

进行分析。  

 
 
PU-452 

恶性血液病患者深部真菌感染临床分析及护理干预 

 
潘秀玲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61772 

 

目的  探讨恶性血液病患者深部真菌感染的危险因素及护理干预措施。 

方法  分析 2012 年 3 月－ 2015 年 6 月住院的 126 例恶性血液病合并深部真菌感染病人的临床资

料、临床特点和护理病历。总结病人院内深部真菌感染的原因及护理措施。 

结果  126 例共分离出 138 株菌株，以白色念珠菌为主，占 48． 5% 。感染部位最常见为肺部，占

 67． 2% 。基础疾病包括急性髓细胞白血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非

霍奇金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等。反复化疗、长期广谱抗生素的使用、糖皮质激素的使用、高龄及

合并糖尿病是真菌感染的高危因素。 

结论  深部真菌感染是恶性血液病常见的并发症。加强病房消毒隔离管理，对高危人群进行监测和

采取预防性的护理措施，遵医嘱早期使用抗真菌药物治疗，加强卫生宣教是预防深部真菌感染的有

效措施。 

 
 
PU-453 

环节质量控制在儿科静脉输液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漆平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61772 

 

目的  探讨确保小儿输液安全的有效管理方法。 

方法 将 60 例接受静脉治疗患儿作为试验组，采用输液全程环节质量控制方法；对照组采用回顾性

调查输液患儿 60 例，比较两组患儿家长满意度、护理缺陷、护理投诉、护理风险的发生情况，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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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卡方检验。 

结果  试验组患儿家长满意度、护理缺陷、护理风险及护理投诉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对小儿输液治疗实施环节质量控制，病人家属满意度高，护理投诉、护理纠纷及护理缺陷明

显减少。环节质量控制是一种有效的护理质量管理方法。 

 
 
PU-454 

云南省高校部分在校医学生对全科医学认知及基层就业意向调查 

 
尚磊 李华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74015 

 

目的  了解云南省高等医学院校开设全科医学教育课程以来，部分在校医学生对全科医学认知状

况、基层就业意向及是否愿意成为全科医生的理由和原因，探讨影响医学生选择成为全科医生的相

关因素，为医学院校进一步完善全科医学教育、培养更多全科医学人才提供依据，为政府更好地发

展全科医学教育、吸引和留住全科医学人才提供决策参考。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运用自行编制的调查问卷，选取云南省 2 所高等医学院校 1925 名

在校大学生由专人进行现场调查，调查对象为在校大一、大二及大三年级的临床医学、预防医学、

康复医学、医学影像学、麻醉学及中医学专业学生。调查内容包括：基本信息、对全科医学的认知

情况及基层就业意向相关项目（详见附表）。共发放问卷 1925 份，收回有效问卷 1911 份，问卷

有效率 99.3%。所得资料采用 Epidata3.1 软件录入，使用 SPSS17.0 统计学软件分析，计数资料

用描述性分析、χ2 检验、逻辑回归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基本信息：1911 份有效问卷中，男性 554 人，女性 1357 人；城镇、农村户口分别为 85

2 人、1059 人；大一、大二、大三分别有 647 人、626 人、638 人；临床医学 587 人，预防医学 2

52 人，康复医学 196 人，医学影像学 263 人，麻醉学 256 人，中医学 357 人；学过《全科医学概

论》必修课 950 人，选修课 94 人，没学过 867 人。2、对全科医学的认知情况：1911 份有效问卷

中，同意、不确定、不同意全科医生应该为居民提供预防、保健、疾病治疗、康复等全方位服务的

分别占 84.7%、12.5%、2.9%；同意、不确定、不同意全科医生应该管理急危重病的分别占 26.

7%、42.2%、31.1%；63.9%的学生不知道目前我国全科医生比例；35.7%的学生不知道一个国家

或地区理想的全科医生比例；同意、不确定、不同意人群中 90%以上的健康问题可以在基层医院

解决的分别占 53.8%、25.2%、21.0%；72.9%的学生认为我国最新医改强调加快全科医生培养；7

2.3%的学生认为我国施行分级诊疗、社区首诊的医疗制度好。大二、大三和麻醉、临床、影像、

预防专业分别比大一、中医、康复专业学生对全科的认知好。3、基层就业意向：1911 份有效问卷

中，1479 名（77.4%）学生有意愿（愿意和可以考虑）毕业后参加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成为

全科医生；921 名（62.3%）学生选择城市社区医院就业，321 名（21.7%）学生选择乡镇卫生院

就业；愿意成为全科医生的理由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容易就业（43.5%）、今后会有更好地发展

（39.8%）、感兴趣（36.7%），不愿意成为全科医生的原因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发展空间小（53.

1%）、无兴趣（47.1%）、收入低（34.7%）。4、年级、专业、是否认可基层医院可以解决人群

中 90%以上的健康问题以及对我国分级诊疗、社区首诊医疗制度的态度是影响医学生成为全科医

生意愿的影响因素。 

结论  1、云南省高等医学院校在校大一至大三学生对全科医学认知程度较表浅，学习过《全科医学

概论》的学生对全科医学认知程度比没学过该课程的学生好。2、医学生有意愿成为全科医生以及

到城市社区医院就业的积极性较高，乡镇卫生院受冷落。3、全科医生职业发展空间小、无兴趣和

收入低是学生不愿成为全科医生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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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55 

医学生的学习动机与家庭功能的相关性及干预策略研究 

 
李玉婷 黄志杰 

广州医科大学 511400 

 

目的  探讨医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家庭功能状况及其相关性，为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策略提供科学依

据。  

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法选取广州某医科大学的 22 个专业 1-4 年级的 1080 名本科生为对象，运用家

庭功能量表和学习动机量表进行调查，将家庭功能       与学习动机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外生学习动机平均分为 22.85±6.619 分，内生学习动机平均分为 27.03±7.161 分，家庭功能

得分为 7±2.408 分。学习动机（内生动机和外生动  机）与家庭功能（r 内生动机=0.248，r 外生动

机=0.086）及其适应度（r 内生动机=0.167，r 外生动机=0.106）、合作度（r 内生动机=0.215，

r 外生动机=0.095）、成长度（r 内生动机=0.207，r 外生动机=0.018）、情感度（r 内生动机=0.16

1，r 外生动机=0.052）和亲密度（r 内生动机=0.203，r 外生动机=0.047）之间均成正相关关系。 

结论  医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家庭功能较好，医学生的学习动机与家庭功能呈正相关关系，内生学习

动机与家庭功能的相关性较外生学习动机高。 

 
 
PU-456 

全科医生应当重视群众健康教育 

 
王淑一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阐述全科医生应当重视群众健康教育。 

方法  从当前医疗现状出发，阐述群众健康教育的必要性、包含内容及对全科医生的意义。 

结果  我国的国情需要全科医生重视群众健康教育。 

结论  对群众进行健康教育是促进分级诊疗落实的重要举措，也是全科医生义不容辞的责任，更是

实现预防疾病、提升群众身体素质的必经之路。 

 
 
PU-457 

从患者就医行为看基层医疗重要性 -----以和林格尔县 

问卷调查为例 

 
张建中 1 严雪敏 2 王月文 3 武永栓 3 张永生 3 王凤贤 3 张文静 3 侯芳 3 史俊峰 3 

1.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卫生局    2.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     3.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对基层患者就医行为调查，坚信基层医疗发展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方法  2015 年 1 月至 4 月，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 3 个镇 4 个乡 1 个工业园区的约

20 万人口中，随机选择 1 个富裕的乡、1 个贫困的乡、1 个工业园区及 1 个镇的至少 1403 位随机

居民，做随机抽样问卷调查，了解当地居民/村民的就医行为。 

结果  共发放问卷 2207 份，回收问卷 1946 份，回收率 88.2%（1946/2207）。其中，1689 例被

访者对其就医行为进行了反馈（图 1、2），离家近、医生技术好、便宜（经济）是其就医的首选

的前三项参数。 

结论  基层医疗机构的地理优势决定了基层医疗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强基层才能真正解决人民

群众“看病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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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58 

全科医生团队有偿签约服务对儿童保健效果的影响探讨 

 
张玲 樊霞玲 

成都市武侯区红牌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10041 

 

目的  探讨有偿签约服务模式对辖区 0-3 岁婴儿儿童保健效果的影响。 

方法  对签约服务对象按照签约服务包内容进行，未签约儿童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技术规

范》进行。随机抽取有偿签约服务儿童资料 100 份（签约组），常规服务儿童资料 100 份（常规

组），对两组儿童家长的儿童保健常识了解程度、儿童定期参加儿童保健以及预防接种等情况进行 

结果  有偿签约组的婴儿家长对儿童保健知识的了解程度、婴儿参加定期儿童保健、生长发育情

况、进行预防接种等情况和常规组婴儿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有偿签约服务能够在儿童保健工作中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值得推广。 

 
 
PU-459 

浅谈社区计划免疫与儿童保健一体化发展 

 
吴伟 邓艳菊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人民医院 518104 

 

儿童保健和计划免疫是社区卫生服务“六位一体”功能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的计划免疫与儿童保健服务观念和需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对社

区计划免疫接种与儿童保健一体化进行了不断探索和实践，更好地保障和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同时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儿童是人类的未来希望，我国儿童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其身心健康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民族

的兴衰。儿童保健和计划免疫是一项社会性很强的工作，许多群体的预防工作必须要深入社区及家

庭才能落实，因此作为社区卫生机构的我们承担了国家儿童保健事业中大部分工作：包括儿童保健

与计划免疫。本文将对社区计划免疫接种（简称计免）与儿童保健（简称儿保）一体化的发展进行

综述。 

一、社区计划免疫接种与儿童保健一体化的理论基础 

儿童计划免疫是通过有计划地接种各种疫苗来预防相应传染病的发生或流行， 以预防为主；儿童

保健是采取各种措施，保障儿童身心健康，促进儿童生长发育， 以保健为主。一体化就是指在一

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内按规范化的服务流程完成。社康中心目前开展的所有儿童保健服务项目和免疫

接种。为何两者能实现一体化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1.1 两者服务人群一致：两者服务人群从婴儿期至青春期，重点对象均是 6 周岁以内儿童； 

1.2 管理程序及时间一致：20 世纪 80、90 年代，社区工作人员发现计免和儿保都是按一定时间程

序进行的工作，两者在一定的时间段上有重合,具备共同工作的时间基础。如儿保 3、6、9、1 2、1

 8、24 个月的体检分别与计免中脊灰糖丸初服、乙脑疫苗初种、流脑疫苗初种、脊灰糖丸第一次加

强、乙脑疫苗第 一、 二次加强相重合。基于这一程序和时间重合的基础，国家提出在社区将计划

免疫接种与儿童保健捆绑在一起执行； 

1.3 两者互为补充，共同维系儿童健康：因儿童免疫力低，抵抗疾病弱，容易患多种传染病，生病

后轻则出现发热、全身不适，重则致残，甚至危及生命。接种疫苗可以让儿童产生特异的免疫力，

保护儿童不患传染病。但接种疫苗儿童前提必须是身体健康的儿童，而儿童保健工作人员通过对儿

童做体检，评估儿童能否进行疫苗接种，保障疫苗接种的成功率，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

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综上所述，将计免和儿保一体化整合可使两者工作更加高效，更有效的保障儿童健康，并且二合一

的工作模式方便了儿童和家属。 

二、社区计划免疫接种与儿童保健一体化实践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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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90 年代，社区卫生工作人员发现两者分别执行存在许多类似上述严重的问题，儿童健

康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1999 年高邮市妇幼保健所的陈维忠提出利用计免接种日开展儿保工作构

想，建议坚持以儿保门诊为基础计，免接种日为重点的模式。在 21 世纪初各社区卫生服务对两者

捆绑式工作进行初步探讨和摸索，形成了两者一体化的雏形。之后随着新医改方案关注和对计划免

疫接种及儿童体检不断实践，目前儿保计免一体化模式逐渐成熟，并在社区工作中得到大力推广，

具体操作如下： 

2.1 统一计划  利用计划免疫系统打印免疫接种预约单的功能, 

在计划免疫系统中设置儿童体检程序, 使打出的预约单内容合二为一, 既含免疫接种预约日期, 也含

儿童体检安排预约日期, 两者在同一天进行。预约单中标明免疫接种和儿童体检的日期、费用。定

期以短信通知看护人带儿童来社区完成儿童保健及计划免疫。 

2.2 统一实施、检查及处理：家属带儿童到站首先至免疫接种登记处, 由登记处人员开出免疫接种单,

 标明免疫接种疫苗名称、费用以及儿童体检项目, 家属交费后, 既可以先选免疫接种, 也可以先选儿

童体检, 也可以选择在等候免疫接种时间里进行儿童体检，儿保和计免均完成后，在由社区卫生服

务工作者计划下次计免及儿保时间，如此反复循环，共同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综上所述，社区将儿童体检和预防接种一体化操作，不仅能多方面、高质量保障和促进儿童健康成

长，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还可以提高社康在居民心中的地位，为营造良好的医患关系打下基

础。 

 
 
PU-460 

浅谈孕期营养 

 
朱培秀 

天津市河北区昆纬路医院 300141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对后代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们不仅仅满足

单纯的生儿育女，更重要的是生育出智商高，聪明健康的后代，而孕期营养是优生的基础和关键。

充足的营养是胎儿健康发育的基础，胎儿“寄生”在母体中自己不能主动摄取外界的营养物质，所需

要的一切营养都需要母体供给。在“十月怀胎”的这段时间，母亲既要满足自身代谢增强、血容量增

多等孕期营养的需要，还要保证供给胎儿生长发育所需的全部营养。因此对孕妇及早进行营养指导

可提高生育质量，降低出生缺陷。适宜的孕期营养直接关系到胎儿和婴幼儿体格和智力的全面发

展。孕妇补充营养要遵循选择较广食谱，做到粗细搭配，荤素结合，蔬菜水果兼顾，即营养均衡。 

 
 
PU-461 

新疆牧区人群高血压患病率、知晓率、治疗率 

及控制率的变化趋势 

 
石巧燕 1,2 洪静 1,2 李南方 1,2 张德莲 1,2 姚晓光 1,2 周琳 1,2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高血压中心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血压研究所 

 

目的  了解新疆牧区人群高血压患病率、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的变化趋势。 

方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应用 WHO MONICA 方案制定调查问卷，分别于 2008 年和 2015

年对和丰县 18 岁以上牧民进行高血压流行病学调查。观察这两年间高血压的患病率、知晓率、治

疗率和控制率之间有无变化。 

结果  2008 年收集了 1262 例（女性 792，男性 470），2015 年收集了 976 例（507 例，男性 469

例），2008 年高血压的标化患病率、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分别为 46.56%，58.32%，50.5

4%，11.38%；2015 年高血压的标化患病率、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分别为 33.46%，61.2

1%，59.23%，19.38%(P<0.01)；同时随着年龄的增加，高血压的患病率、知晓率、治疗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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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是升高的，不同民族之间进行比较时，蒙古族牧民中高血压的患病率下降是最明显的（P<0.0

1），哈萨克族牧民的高血压的治疗率由 2008 年的 55.03%上升至 2015 年的 74.47%，上升幅度

是最明显的。 

结论  2015 年与 2008 年相比，高血压的患病率有所降低，其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有所升高，

说明新疆牧民已经开始关注高血压的危害，及早的防治高血压，但是新疆牧区高血压的患病率仍然

很高，应继续制定相应的措施进行干预，以降低高血压的患病率，提高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和

控制率。 

 
 
PU-462 

新疆不同人群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调查研究 

 
袁玉敏 周玲 李南方 孔剑琼 欧阳玮琎 岳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高血压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血压研究所 830001 

 

目的  了解新疆不同人群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及控制率情况，为制订有效的高血压防治策略和措

施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新疆某县年龄≥15 岁的人群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共调查 4 镇 7 乡 6 个农牧场，累计调查人数 35055 人，其中：男性 17674 人，女性 17381

人；汉族 14732 人，哈萨克族 15742 人，维吾尔族 1596 人，回族 1550 人，其他少数民族 1435

人。调查结果显示：（1）35055 调查对象中，有 7561(21.6%)人患有高血压，其中知晓率、治疗

率、控制率分别是 59.7%、50.1%、19.5%。农牧区的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分别是：66.5 %、

43.4%、14.2%。城区的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分别是：70.4%、56.9%、23.4%。（2）该地区

不同民族城区的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高于农牧区(均 P﹤0.01)，其中回族的高血压知晓

率是农牧区高于城区。（3）各年龄段中高血压知晓率是农牧区高于城区，但高血压治疗率和控制

率是农牧区低于城区(均 P﹤0.01)。 其中年龄在 35 岁以下人群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及控制率相

对于其他年龄段低，随着年龄的增加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及控制率随之增加。 

结论  新疆人群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在农村与城市之间、不同民族人群之间、不同年

龄人群之间存在明显差异，高血压防治应该针对不同人群制订相应的重点策略和措施。 

 
 
PU-463 

高血压患者社区健康教育 

 
吕微 

天津市滨海新区杭州道街向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451 

 

目的  高血压与不良生活方式有关的慢性终身性疾病,“健康教育是通过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社

会和教育活动,促进人们自觉地采取有益于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消除或减轻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

预防疾病、促进健康和提高生活质量。”以社区门诊和社区健康教育为基础,对辖区人群普及高血压

基础知识及预防保健知识,开展对高血压患者的健康教育和管理,旨在提高 HBP 知晓率、治疗率及达

标率,降低发病率、患病率及致残、致死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方法 

  一 资料 

临床上高血压可分为两类： 

（1）原发性高血压 

是一种以血压升高为主要临床表现而病因尚未明确的独立疾病，占所有高血压患者的 90%以上。 

（2）继发性高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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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为症状性高血压，在这类疾病中病因明确，高血压仅是该种疾病的临床表现之一，血压可暂时

性或持久性升高。 

本组 150 例原发性高血压病人，男 78 例，女 72 例;年龄 35 岁～72 岁，平均 49.7 岁;收缩压 140 

mmHg～200 mmHg，舒张压 90 mmHg～140 mmHg;其中Ⅰ级高血压 35 例，Ⅱ级高血压 59 例，

Ⅲ级高血压 56 例。 

二健康教育 

（一）向患者说明高血压的危害： 

1 脑血管意外 

脑血管意外亦称中风，病势凶猛，致死率极高，即使不死，也大多数致残，是急性脑血管病中最凶

猛的一种。高血压患者血压越高，中风的发生率越高。高血压病人有动脉硬化的病理存在，如脑动

脉硬化到一定程度时，再加上一时的激动或过度的兴奋，如愤怒、突然事故的发生、剧烈运动等，

使血压急骤升高，脑血管破裂出血，血液便溢入血管周围的脑组织，此时，病人立即昏迷，倾跌于

地，俗称中风。凡高血压病患者在过度用力、愤怒、情绪激动的诱因下，出现头晕、头痛、恶心、

麻木、乏力等症状，要高度怀疑中风的可能，此时，应立即将病人送往医院检查。 

2 肾动脉硬化和尿毒症 

高血压合并肾功能衰竭约占 10%。高血压与肾脏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一方面，高血压引起肾

脏损害;另一方面肾脏损害加重高血压病。高血压与肾脏损害可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 

3 高血压性心脏病 

动脉压持续性升高，增加心脏负担，形成代偿性左心肥厚。高血压患者并发左心室肥厚时，即形成

高血压性心脏病。 

4 血压变化可引起心肌供氧量和需氧量之间的平衡失调。 

高血压患者血压持续升高，左室后负荷增强，心肌强力增加，心肌耗氧随之增加，合并冠状动脉粥

样硬化时，冠状动脉血流储备功能降低，心肌供氧减少，因此出现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力衰竭

等。 

5 长期的高血压还可导致眼睛的损坏，甚至失明。 

（二）图文宣传 

通过科室走廊的宣传栏、健康教育专栏、图文相册等相关形式让病人对高血压病有感官上的初步认

识。   

1 健康宣教 

科室制订一套完善的宣教内容，循序渐进地对病人进行讲解，使病人在住院期间掌握科学饮食、药

物治疗、心理调节等相关知识。指导病人学会测血压、数脉搏等基本操作。必要的时候给予个体化

的指导。定期在科室内集体性的讲解有关高血压疾病的知识，以便病人能及时的了解自己病情和发

展状况。同时鼓励病人讲出自己的感受，让病人参与讨论为其制订合理的与个体生活方式、习惯相

一致的指导方案。 

2 随访指导 

制订随访计划，如随访时间、方式、疾病宣传卡、指导卡。 

（三）健康教育的内容 

  1 心理干预 

2.用药指导 

3 饮食指导 

4 适量运动 

结果  本组的 120 例病人经过治疗和健康教育指导，出院后依从宣教，用药指导改善生活行为，有

效控制了血压，降低了并发症的发生，提高了病人的生活质量，取得了满意的效果。健康教育主要

是传授健康知识，培养健康行为的一种社会活动。实践证明,健康教育是促进健康、预防疾病行之

有效的重要措施。随着医疗模式以及健康理念的改变，很多病人并不能满足一般的生活护理，而是

需要真正的健康知识，更想要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健康的行为，以及疾病在治疗和治愈后的相关

问题。  

结论  通过对高血压病人的健康教育指导，经精心诊治及合理的健康教育指导，让病人及时了解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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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压疾病的基本知识，掌握基本的护理、预防常规，解除病人心理方面的压力，以提升病人自我保

护、自我护理、自我教育的能力和水平，从而树立良好的行为规范，有效控制了病人的血压，降低

了并发症的发生，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PU-464 

浅谈社区糖尿病合理用药 

 
房恩山 

天津市滨海新区海滨街港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282 

 

糖尿病是一组常见的以葡萄糖和脂肪代谢紊乱、血浆葡萄糖水平增高为特征的代谢内分泌疾病

〔1〕。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糖尿病的发病率也日益增多，成为非传染性疾病的一大杀

手，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2〕，随着对糖尿病的不断认识，降血糖药被广泛用于临床，本

文仅从药物治疗的合理用药方面做一综述。 

 
 
PU-465 

关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思考 

 
杨钦 

天津市滨海新区海滨街三号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280 

 

国务院医改办、国家卫生计生委等七部门 2016 年 6 月 6 日发布《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

导意见》，意见指出，到 2020 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全覆盖。本文在简要介

绍相关政策的基础上，结合近年各试点地区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具体实施情况，对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的效果、常见问题进行了阐述。以实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主体——全科医生的角度，思考了

应对诸如居民对社区卫生签约服务利用率不高、服务团队的业务水平制约签约服务等问题的措施。 

 
 
PU-466 

基层医疗卫生管理社区健康档案的重要性 

 
谢瑞萍 

三号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280 

 

建立完善完整系统的社区居民健康档案,除了满足卫生服务需求,保障全科医疗实践,实施预防医学措

施,建立全科医疗制度,规范社区卫生服务,合理利用卫生资源,评价医疗卫生质量,提供管理决策依据

和科研教学九大功能之外,社区居民健康档案还要更深层次,更重要的社会学的意义.到目前为止,社区

居民健康档案的管理还没有一整套科学统一的管理制度、标准.重视宣传,增强全员档案管理意识,提

高人员素质,依法管理健康档案,发挥社区居民健康档案的重要作用。医疗卫生档案管理是一项十分

复杂且重要的工作。档案管理是基本医疗卫生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基层医疗卫生单位的发

展意义重大。本文主要分析了基层医疗卫生单位档案管理中常见的一些管理漏洞和存在的问题。阐

述了在当前形势下，加强基层医疗卫生单位档案管理的重要性，针对目前基层医疗卫生单位档案管

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总结和归纳自身多年工作经验，提出一些加强基层医疗卫生单位档

案管理工作的对策。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能帮助相关基层医疗卫生单位提高档案管理工作管理这个

水平和质量。能更好的应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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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67 

针刺治疗中风后呃逆的疗效性与安全性系统评价 

 
刘圆圆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街三槐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450 

 

目的  通过对针刺治疗中风后呃逆的现代文献进行研究，以系统评价针刺疗法治疗中风后呃逆的疗

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Cochrane 图书馆、CBM、万方、VIP、CNKI 资料库，全面搜集针刺

治疗中风后呃逆的的相关临床证据，按照纳入、排除标准，严格筛选文献，在严格评估文献质量的

基础上，获得针刺治疗中风后呃逆的疗效性与安全性的相关证据。 

结果  Meta 分析结果显示，共纳入 15 个试验研究，总有效率：针刺治疗优于西药治疗；针刺结合

西药治疗优于西药治疗；针刺结合中药治疗优于中药治疗。呃逆症状评分：治疗 1 天，针刺治疗与

西药相比，疗效相当；治疗 3 天、5 天以及 7 天后，针刺治疗均优于西药治疗。 

结论  针刺治疗中风后呃逆从总有效率、呃逆症状评分、安全性方面都有一定的疗效和优势。 

 
 
PU-468 

全科医生在社区卫生服务中的作用探讨 

 
黄丽红 

东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162 

 

目前公共卫生工作是基层医院工作的重中之重，怎样充分发挥全科医生在公共卫生与医疗工作中的

重要作用对壮大基层医疗队伍，提升基层医疗水平，进而实现以基层医院为中心的有序的三级转诊

制度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全科医学的发展与现状和发展方向，基本医疗与公共卫生结合；中西医

结合模式；健康教育等方面阐述全科医生在社区公共卫生服务中的重要作用。 

 
 
PU-469 

某医院围绝经期女性健康风险评估 

 
齐殿君 于晓松 王爽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评估沈阳市某医院围绝经期女性健康风险。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 2015 年 9 月-2015 年 12 月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参

加健康体检的成年女性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北京中新惠尔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授权的健康风险评估软

件评估健康风险。应用 SPSS11.5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研究对象 2318 人，包括围绝经期前组 944 人（40.72%），围绝经期组 1075

人（46.38%），围绝经期后组 299 人（12.90%）。围绝经期组糖尿病、缺血性心血管病、肺癌和

高血压的现患和高风险组比例显著高于围绝经期前组（P<0.05），而低于围绝经期后组

（P<0.05）。围绝经期组健康生活方式评分在 60 分以下者比例高于围绝经期前组（P<0.05）和围

绝经期后组（P<0.05）。围绝经期组谷物摄入过多人数显著高于围绝经期前组（P<0.05）和围绝

经期后组（P<0.05）。围绝经期组肉类摄入过多人数显著高于围绝经期前组（P<0.05）。围绝经

期组被动吸烟的的比例显著高于围绝经期前组（P<0.05）。围绝经期组过量饮酒的比例高于围绝

经期前组（P<0.05）和围绝经期后组（P<0.05）。 

结论  女性进入围绝经期后多种不良生活方式显著增多，同时慢性病发病风险显著增高。加强围绝

经期女性不良生活方式干预以降低慢性病发病风险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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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70 

“医联体”内居民对分级诊疗制度的认知及影响因素分析 

 
裴文层 

1.西安医学院全科医学研究生院    2.同济大学附属天佑医院 

 

目的  了解医联体范围内居民对分级诊疗制度的认知情况，分析影响因素，提出有利于分级诊疗制

度发展的政策建议。 

方法  采用典型抽样方法从西安市选择 5 个医联体，随后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医联体下的 5 个

三级医院、10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采用自行设计的自填式问卷进行现场调查。统计学方法选用 χ

2 检验、Logistic 回归分析，统计检验水准 α=0.05,就居民基本特征对分级诊疗制度认知的影响进行

分析。 

结果  共发放问卷 3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276 份，有效应答率 92%。37.7%的居民听说过分级诊疗

制度；44.2%认为分级诊疗制度对医疗费用影响一般，42%认为分级诊疗制度较有利于减轻费用；

47.8%对基层医院满意，37.2%认为基层医院一般，6.2%对基层医院很满意，只有 12%对基层医

院不满意。卡方检验结果示：居民的文化和职业对分级诊疗制度的认知有影响。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示文化、职业和医保情况对分级诊疗制度认知有影响。 

结论  居民对分级诊疗制度的了解程度不高，仍需进一步加强对分级诊疗制度的宣传，提高基层医

院服务能力，规范医疗机构定位，充分利用医保政策引导患者就医。 

 
 
PU-471 

社区居民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发生心脑血管疾病 

风险的双向队列研究 

 
陈洁 1 姜岳 1 

1.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目的  动态监测和管理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地区白家楼社区居民的非酒精性脂肪肝发病情况，验证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与心脑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的病因学关联，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的管理及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提供依据。 

方法 本研究以 2006 年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地区白家楼社区内 1800 名居民健康管理数据为基线，

进行双向性队列研究。回顾性地收集了 2007-2011 年五年居民健康体检数据，并于 2012-2013 年

对该辖区居民随访两年，继续前瞻性收集了健康管理数据。以明确连续七年中北京社区居民非酒精

性脂肪性肝病发病率，评估和动态监测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结果  自 2007 年起，白家楼社区居民每年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新发病率分别为：5.59%、6.7

0%、1.76%、1.87%、1.93%、3.77%、1.53%。双向性队列研究中，历史性队列研究 RR 值为 1.2

8，AR 值 0.28；前瞻性队列研究 RR 值为 1.24，AR 值 0.24。 

结论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存在关联，验证了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与心脑血

管疾病发病存在病因联系。本研究通过评估和动态监测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发生心脑血管疾病

的风险，为今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的管理、预防和控制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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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72 

医养合作实践探索 

 
任开荣 王子林 

淮安市淮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23001 

 

一、实施背景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对健康需求越来越高，慢性疾病已成为危害群众健康的第一杀手，严重影

响生存和生活质量。在 2015 年，我国 60 岁以上人口已突破 2 亿，而且仍以平均 3.4%的速度增

长。由于一些“老年病”的常发和突发性，患病、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治疗和护理问题困扰着千家万

户；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互相独立、自成系统，养老院不方便就医，医院里又不能养老；老年人一

旦患病既耽误治疗，也增加家属负担；同时"老人'押床'加剧了医疗资源的紧张，使真正需要住院的

人住不进来。我们从自身条件和社会实际需求出发，经过深入调研，与清河区国华残疾人托养所协

作，制定了为这一特殊群体提供健康服务。 

二、合作内容： 

（一）淮东中心服务团队 

为托养所老人每年体检 2 次、为托养所工作人员每年体检 1 次。制定个性化治疗、康复、膳食、运

动、养生等健康指导。对慢病老人进行规范化管理。老人生病需要治疗：适合居家治疗的普通疾病

或长期慢性疾病，由责任团队在托养所进行针对性治疗，发生费用由责任团队代为向医保部门申

请，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急、危重病例及时转入相应医院治疗，责任团队协助；为所有老人提供每

月不少于 2 次的健康查房服务；提供推拿、针灸、理疗、按摩等适宜的中医康复技术服务。培训和

指导托养所服务人员生活为困难老人减免部分医疗费用照护知识和技能。指导开展适合老人的文化

生活，开展生活救济和节日慰问活动。 

（二）国华残疾人托养所 

协调配合开展医疗服务工作，接受培训和指导，提高照护水平，不断调整膳结构，不断改善老人生 

活环境和条件，配合做好与家属沟通工作，在老人生病需要治疗时，按照约定与责任团队协作及时

提供适宜的治疗途径和方法。 

三、服务对象特征与项目执行团队 

（一）、服务对象特征 

1.60 例失能老人 

2.失能原因为慢性病并发症和严重外伤。 

3.失能情况：智力、肢体活动、言语障碍，缺少家人照顾。 

4.基本上被三级综合性医院住院确诊。 

5.医保占 76%、非医保占 24%，住院治疗效果不理想并留有后遗症。 

6.生病时有托养所人员到药店购药，危重时到医院住院。 

（二）、项目执行团队 

1.专家团队：三级医院心血管、老年科、康复、心理等科为指导专家。 

2.项目执行团队：负责人 1 名、全科-内科 2 名、中医 1 名、康复 1 名、社区护师 2 名、助理社会

工作师 2 名。 

(三)实施方案 

1.2015 年 04 月 1 日-4 月 28 日：走访养老院。 

2.2015 年 04 月 30 日：中心已与托养所签定医养合作协议，并成立由医生、护士、公卫人员、义

工组成援助团队。 

3.2015 年 5 月 31 日前：全面进行上门建立基础健康档案，包括躯体健康检测指标、吸烟状态、饮

食习惯、生活习惯、认知、药物治疗、自我管理等情况。 

4.2015 年 6 月 20 日：全面进行健康体检，体格检查、化验（血糖、血脂、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

酶、总胆红素、总胆固醇、尿素、肌酐、葡萄糖、甘油三酯）、心电图、B 超（肝、胆、脾、胰

肾）胸透等。 

5.2015 年 6 月 22 日-7 月 15 日：建立了《生活护理医疗康复档案》，将每天的生活、护理、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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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康复过程、情况进行规范化详细记录，制定个性化药物治疗、食疗、运动、康复计划。 

6.2015 年 7 月 30 日开始：每周医生、护士、公卫人员查房一次，每季度专家参与查房一次。； 

7.2015 年 8 月-2016 年 04 月：建立个体病案记录表，按照管理计划每 2 月进行一次病案集中分析 

8.每月制定食谱：说理开导法心理治疗，义工居住环境整理。 

9.每月举办小讲座，介绍养老、保健、老年病知识等。 

10.每 3 月简单体检一次，监测血糖、血脂、肝肾功能、并发症等指标，并对康复效果做出评价。 

11.2016 年 05 月：全面体检并与基础病情档案对比，对管理、康复效果做出评价。 

四、风险预计与防控方案 

失能老人有复杂慢病，并发症可涉及各个器官，致死率高；突发意外时联系亲人难，难以妥善处

置；托老所缺乏护理的专业人才，配合程度差；项目人员业务水平、沟通能力等因素将影响最终效

果和满意度。为此我们 

建立防控方案，包括签订协议，专家指导，通信保障，服务能力培训，与大医院建立应急处置绿色

通道等，可大大降低存在的服务风险。 

五、实施效果： 

一年服务即将结束，预计服务老人能够规范药物治疗，坚持按计划康复锻炼，提高疾病治疗的及时

性、规范性和有效性，全面提升残疾老人健康照顾和生活质量。 

六、讨论 

（一）服务有特色 

1、创新性 

2、示范性 

3、可推广性 

（二）需要解决的问题 

1.医患沟通困难。 

2. 服务费用难以及时到位。 

3.医疗风险太大。 

4.期望值与实际服务效果差距大。 

（三）建议 

目前“医养结合”还停留在局部地区探索实践阶段，各地都面临要素资源、政策体制的明显制约，服

务能力和社会期望之间还有较大距离。要解决“养老的不治病、治病的不养老”现状，就要切实破除

医养各守其界的传统观念。必须鼓励吸引多方参与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医养结合，这样有助于解决

养老机构缺乏医疗支持的“硬伤”。 

 
 
PU-473 

南京地区医疗机构医生对分级诊疗体系的认知情况调查及分析 

 
谢波 1 陶钊 2 程晓庆 2 金辉 2 张开金 2 

1.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2.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目的  了解南京地区医疗机构医生对分级诊疗体系的认知程度，以及南京地区分级诊疗的实施现

状，分析影响该地区分级诊疗开展的影响因素，为完善南京地区的分级诊疗制度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2016 年 6 月-8 月，采用多层随机抽样，抽取了 7 个区 22 家社区（基层）卫生服务机构、11

家综合医院的医生作为被调查对象。采用自行设计调查问卷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医生的基本

信息、分级诊疗实施状况：对分级诊疗模式的知晓度、支持率、转诊经历及流畅程度、影响因素、

改善措施等。采用 Epidata 建立数据库，录入收回问卷，运用 SPSS16.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由统计学意义。 

结果  发放问卷 390 份，回收有效问卷 357 份。调查对象中综合性医院工作的医生 239 人（6

7%），社区医疗机构的医生 118 人（33%）；其中男性 178 人，女性 179 人；平均年龄 37 岁；

工作十年以上的医生占 33.4%；高级职称、中级职称、初级职称的人数分别为 24.6%、31.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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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6%的医生对分级诊疗比较了解。社区医院医生对分级诊疗的认知和支持率显著优于综合

性医院的医生（P<0.05）,学历或职称越高，分级诊疗的了解程度越高。 

88.1%的社区医生中曾成功向上级医院转诊过病人，76.3%的综合医院医生接受过从下级医疗机构

转诊来的病人，56.5%的综合医院医生将病人转回社区医疗机构。仅 10.2%的社区医生认为在将病

人转诊到上级医院过程中途径不通畅，而 54.8%的医生认为下转路径不通畅，患者不信任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94.6%）是下转不通畅的主要影响因素。 

78.2%的综合医院医生认为自己应该治疗危重症或病情复杂或未名的疾病，92.9%的综合医院医生

认为综合医院不应收治需康复治疗或长期管理的疾病病人。超过 50.4%的综合医院医生自己应该治

疗人群年发病率在 0.5%-5%的疾病，94.1%的社区医生认为人群中年发病率低于 5%的疾病不应由

社区医生诊治。 

加强信息交流及医疗协作（83.4%）、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80.5%）、改革医保支付方

式并提高基层医院报销比例（74.6%），被认为是现阶段改善分级诊疗工作的主要措施。 

结论和讨论  南京地区综合医院医生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医生对分级诊疗的知晓率均较高，说明分

级诊疗制度的实施取得了初步成果。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医生对分级诊疗的认知水平和支持率高于

综合医院医生。下转不通畅比上转不通畅的情况更常见，患者及其家属不信任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不愿意转回是主要原因。进一步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人员素质、合理的医保政策、综合

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优质信息平台是推动分级诊疗建设的抓手。 

 
 
PU-474 

日本老年介护对中国社区养老的启示 

 
方静 苗懿徳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00044 

 

目的  探索中国养老在社区的模式 

方法 通过在日本高龄者福祉设施的研修经历，观察日本老年介护制度、保险、教育、理念和团队

的特点，总结其经验教训，对比中日养老异同。 

结果  中国应发展围绕社区的分层次养老。发展社区养老，全科医生必将是团队核心。 

结论  日本是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在老年人介护方面有着成功经验。中国社区养老势在必

行，全科医生将成为养老团队核心，全科医学与社区养老连同发展，探索更先进的可持续性养老模

式，使老年人老有所医、老有所养。 

 
 
PU-475 

广东省社区中医药服务能力调查分析 

 
林钟宇 1 潘华峰 1 李峰 2 陈楚杰 1 任金玲 1 叶晓宪 1 

1.广州中医药大学    2.广东省中医药局 

 

目的   了解广东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药服务能力整体提升情况，为下一步再次提升中医药服务

能力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查询广东省中医医疗资源与服务调查系统，获取 2012、2015 年广东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

医药服务数据，并对不同区域间的差异进行分析。 

结果  在中医药基础设施方面，全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药基础设施覆盖面提升 10%以上，其

中西翼覆盖面最大，达到 100%，山区覆盖面最低，达到 88.1%。在医师配置方面，全省中医类别

医师在医师总数占比增长缓慢，为 1.3%，达到中医类别医师在医师总数占比为 20%以上为珠三角

和东翼。在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方面，珠三角覆盖面最广，占 99.4%；山区占 71.4%，覆盖面差。

在开展治未病服务方面，西翼覆盖面最广，占 100%，山区覆盖面最小，占 78.6%。在诊疗服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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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接受中医诊疗人次数占比最高在珠三角，占 35.1%，最少在东翼，占 13.9%。 

结论  广东省各区域社区中医药服务能力初显成效，但不同区域的社区卫生服务开展水平间存在差

异，中医类医师队伍薄弱，首诊服务能力有得提高，继续完善网络平台建设，打造互联网+社区卫

生服务发展新模式。 

 
 
PU-476 

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如何为老年慢性病保驾护航 

 
崔英华 

天津市河北区望海楼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140 

 

目前，我国已全面步入老龄化社会，并呈现高龄化、空巢化加速发展的新特征。老年患者具有身体

免疫功能逐步减退，慢性病多发，病因复杂，病程长并难以治愈等特点。社区卫生服务是医疗卫生

保健服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为老年患者提供便捷、全方位的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不仅为老

年患者看病节省时间，提高保健意识，预防慢性病的发生，同时也节省了一部分医疗费用，从而成

为防治老年患者慢性病的有效途径。 

 
 
PU-477 

滨海新区小王庄镇地区 8~12 岁儿童氟斑牙调查情况分析 

 
郑以军 1 丁冬梅 1 

1.天津市滨海新区小王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妇女儿童保健中心 

 

目的  了解小王庄镇地区 8～12 岁儿童氟斑牙患病情况，为本地区氟斑牙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用整群多阶段抽样的方法，以本地区所有 8～12 岁学生作为调查对象，1367 名学生。按照

《第 3 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方案》中临床氟牙症的检查方法和标准，检查全口恒牙牙冠氟

牙症情况。 

结果  2015 年儿童氟斑牙患病率为 63.25%，不同性别儿童氟斑牙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2015 年小王庄镇地区饮水型氟中毒现状严峻，地氟病仍然存在，虽然氟斑牙病情有所减轻但

未得到完全控制。 

 
 
PU-478 

围绝经期妇女保健工作 

 
焦颖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0730 

 

目的  通过总结经验及借鉴教训探究围绝经期妇女保健工作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方法  文章从围绝经期妇女保健的工作背景、围绝经期妇女保健工作的主要方法、围绝经期妇女保

健工作的发展趋势与展望 3 个方面进行阐述。 

结果结论  解析围绝经期妇女保健工作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得出现今围绝经期妇女保健的工作倾向

于推广 HRT 和加强完善社区保健及妇女本身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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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79 

FRAX 在精神病患者骨折风险筛查应用中的不足 

 
方圆 袁航 

上海市虹口区江湾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434 

 

目的  了解 FRAX 工具在精神病患者骨质疏松性骨折风险评估中的适用性，评估其不足并提出优化

建议。 

方法 选取在册管理的精神病患者 119 例，使用 FRAX 工具进行骨折风险评估， 使用 Berg 平衡量

表（BBS）和计时起立-步行测试（TUGT）进行跌倒风险评估，比较两者的一致性。 

结果  采用 FRAX 评估骨质疏松性骨折风险预测结果与采用 BBS、TUGT 预测跌倒结果的一致性分

析，未发现两者存在一致性（u=0.035、0.116、0.146、0.061，P＞0.05） 

结论  FRAX 工具与 BBS、TUGT 在预测精神病患者骨质疏松性骨折风险中一致性不理想，评估结

果不能兼容，联合应用有益于提高评估信度和效度。 

 
 
PU-480 

增强 CT 对甲状腺恶性结节诊断价值的 Meta 分析 

 
胡如英 

浙江省新华医院 310005 

 

目的  评价增强 CT 对恶性甲状腺结节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 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库，检索 2016

年 6 月前发表的有关评价增强 CT 对恶性甲状腺结节诊断价值的前瞻性研究。设立纳入和排除标

准，对纳入的文献进行质量评价后提取相关数据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共有 8 篇前瞻性研究纳入本次研究。总计 868 例患者，1162 个结节，其中良性结节 707

个，恶性结节 455 个。增强 CT 诊断甲状腺结节为恶性的汇总灵敏度、特异度、阳性似然比、阴性

似然比和诊断比值比分别为：0.75（0.67-0.82）、0.86（0.80-0.90）、6.25(2.44-16.04)、0.31

（0.16-0.61）32.77（14.45-74.31），综合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SROC）分析显示诊断准确性为

0.9196±0.0254。另外，增强 CT 呈现的甲状腺结节微钙化、前后径大于左右径，等对判断结节的

恶性与否也具有一定的帮助。 

结论  增强 CT 对恶性甲状腺结节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有助于甲状腺结节良恶性的鉴别诊断。 

 
 
PU-481 

简短戒烟干预法对男性吸烟患者戒烟效果的评价 

 
陈亮 夏秀萍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黄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804 

 

目的  评价简短戒烟干预法在社区门诊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 500 名男性吸烟患者以随机数字法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对照组采用自然戒烟法；干预组

采用简短戒烟干预法，每季度开展一次包括询问、建议、评估、帮助、随访在内干预活动。 

结果 通过简短戒烟干预法，能有效提高干预组患者的戒烟意愿和戒烟知识（P 均<0.05），减少吸

烟数量（P<0.05），降低一氧化碳呼出浓度（P<0.05）；但在尝试戒烟方面，两组患者无明显差

别（P>0.05）。 

结论  简短戒烟干预法是一种有效的戒烟方法，可在社区推广应用。 

 



2016 全科医学大会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第十四届学术年会                                                                            论文汇编 

299 

 

PU-482 

2009-2015 年广州市黄埔区红山街法定传染病流行特征分析 

 
沈欢瑜 

广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510182 

 

目的  分析 2009-2015 年红山街道的法定传染病流行趋势，为制定和调整防控对策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对黄埔区红山街 2009-2015 年法定传染病年报资料及人口数据进行趋势分析和描述性分析。 

结果  红山街道 7 年法定传染病报告病例数 25 种 4987 例，年均报告发病率为 16.88/10 万，总体

呈下降趋势，2009-2015 年传染病男女之比为 2：1,青少年仍然是接触性传染病和消化道传染病的

高发人群，20～50 岁的中青年人群是病毒性肝炎、肺结核及 STDs 的高发人群。散居儿童、工

人、家务及待业和幼托儿童等为主要发病人群。 

结论 加强健康宣传教育，增强居民对传染病的防范意识，做好高危人群的干预工作。 

 
 
PU-483 

从我国 HCV 感染暴发事件探讨 HCV 经血传播感染的风险 

 
李新芳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医院 215001 

 

目的  探讨我国一般人群通过血液传播感染 HCV 的风险。 

方法  通过文献检索，对 1996-2016 年国内发生的 HCV 感染暴发事件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共检索到因血液透析发生 HCV 感染暴发事件 10 起，涉及血透病人 689 人，其中 259 人感染

HCV，感染风险为 37.59%；不安全注射导致 HCV 感染暴发事件 3 起，涉及人群基数不祥，其中 4

57 人感染 HCV；输血或单采血浆导致 HCV 感染暴发事件 4 起，共涉及 191 人，其中 156 人感染

HCV，感染风险为 81.68%。 

结论  我国一般人群通过血液传播感染 HCV 的风险极高。 

 
 
PU-484 

上海市花木社区中学生艾滋病防治健康教育效果评价 

 
朱佩芳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204 

 

目的  了解花木社区中学生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和相关态度，评价学生艾滋病防治健康教育效

果，探索学生艾滋病防治健康教育模式。 

方法  在花木辖区内 5 所中学的初二、高二学生及 1 所职业学校中相当于高二的学生中随机抽取 50

5 名学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专业人员在学校开展艾滋病防治健康教育；健康教育前后对学生艾滋

病相关知识和相关态度的认知进行评估。 

结果  健康教育前后，学生艾滋病相关知识和相关态度有相应的改变， Mann-Whitney 秩和检验 p<

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中学生艾滋病防治知识不全面, 需要系统科学的艾滋病防治健康教育；建议学校与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发挥医教联动，系统开展学生艾滋病防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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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485 

广州市造船厂在岗工人健康状况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沈欢瑜 

广州医科大学 510182 

 

目的  了解广州造船厂 4990 名在职工人的健康状况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方法  对 2014 年广州市两家造船厂的 4990 名在岗工人进行年度职业体检，并按照《职业健康监护

技术规范》进行健康评价。 

结果  被体检的 4990 名工人中，有 50.60%的职工体检发现疾病或检查呈阳性，其中女性显著高于

男性的疾病为肺部 X 光异常，男性显著高于女性的疾病为听力损伤、鼻炎,有统计学差异（P＜0.0

5）。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性别(OR=0.33)、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种数(OR=29.294)、接害工龄

(OR=2.42)是影响工人健康的主要因素,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广州市两船厂工人职业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性别、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种数和接害工龄是其主

要影响因素，应加强对造船工人的健康教育，改良生产工艺，改善生产环境，做好职业健康防护工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