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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调研·

社区-综合医院“治未病”互动管理模式
对农村老年人骨质疏松自我康复的影响
张永良 沈影超 王强 周波凯

顾云峰

【摘要】 目的 评价运用社区-综合医院“治未病”互动管理模式（interactive management model，
IMM）对农村社区居民骨质疏松症自我效能的影响，为健康教育的顺利实施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该 IMM
对常熟市虞山镇兴隆社区老年骨质疏松居民进行管理，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进行调查。结果 常
熟市虞山镇兴隆社区老年居民骨质疏松的自我效能分值增加（34.2 分），与干预前（23.5 分）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运用社区-综合医院“治未病”IMM 对老年居民进行骨质疏松健康教育，
可有效提高农村社区居民的一般自我效能水平。
【关键词】 骨质疏松症；社区；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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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interactive management mode (IMM) of preventive treatment
on osteoporosis self-rehabilitation of rural elderly residents. Methods IMM was used to manage osteoporosis
patients in the community of Changshu, and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was adopted for evaluation. Results
Self-efficacy score（34.2） increased comparing with before（23.5） the medical management,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IMM of preventive treatmen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rural
community general self-efficacy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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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骨质疏松症（osteoporos，OP）的骨折

管理，并对自我效能水平进行评价。

发病率、致残率均高，不仅影响老年人的生存质
量，而且带来较大的经济和社会负担。OP 与人们

1

的生活习惯、饮食及营养结构等密切相关，而这

1.1

些因素正是健康管理的重要环节。健康管理是预

兴隆社区服务中心辖区内 60 周岁以上的居民进行

防 OP、减少并发症的有效手段，
《内经》
“不治已

流行性病学调查，采用超声骨密度仪（HOLOGIC

病治未病”的防病养生方法对于 OP 有特殊意义。

公司）测定骨密度，T 值＜－2.5 SD、智力正常、

我们以“治未病”思想为指导，开展具有农村特

能描述病情、社会心理因素稳定者纳入观察对象。

色的社区-综合医院“治未病”管理模式（interactive

排除神志不清、痴呆、精神病患者、人格障碍者

management model，IMM）对农村社区居民进行

排除。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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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常熟市

调查方法：与社区被调查者面谈，使用统一

的指导语，由调查员填写问卷并当场回收。
1.3

业务流程及规则的建立：常熟市中医院与兴

隆卫生医院合作，构建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社区-综
合医院“治未病”IMM，内容包括业务规则、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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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点和合适的干预模块。①常熟市中医院医院骨

前列腺病、胃炎、慢性肠炎、妊娠高血压病、肿

质疏松专科门诊与虞山镇兴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瘤等。

互动合作，实行居民“教育在社区、医疗到医院、

1.7

康复回社区”的业务流程；②制定以生存质量和

表中文版(GSES)》 1 对被调查对象进行评估。

骨质疏松自我效能为内容的监测评价方案；③免

GSES 具 有 良 好 的 信 度 ， 其 内 部 一 致 性 系 数

费 为 社 区 内 居 民 建 立 OP 档 案 ， 检 测 骨 密 度

CronbachA＝0.87，重测信度 r＝0.83（P＜0.001），

（BMD）；④制定一系列工作流程和操作标准，如

折半信度为 r＝0.82（n＝401，P＜0.001）。GSES

《家庭病床管理规范》、
《双向转诊技术规范》、
《上

只有一个维度。在干预前、互动管理模式一年后

门访视规范》等。

各进行一次评估。GSES 量表由 10 个条目组成，

1.4

模式的控制点：①确立 OP 教育目标：首先

答案分为 4 个等级，评分分别为 1～4 分，得分越

通过提问、问卷评估本辖区居民对 OP 的了解程

高表示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设定自我效能分值≥

度，结合患者的文化背景等一般资料确定其教育

20 分为高分组，＜20 分为低分组。

需求，制定教育目标；②采用的教育形式分为集

1.8

体教育、小组教育和个别教育，根据教育对象灵

行处理。组间率的比较采用 χ2 检验，两组之间分

活应用；③预防 OP 健康教育内容。④为每位观察

值比较采用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自我效能感评估：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
［ ］

统计学方法：运用 SPSS 13.0 软件对数据进

对象建立电子健康档案。
1.5

干预模块：⑴一级预防：即未病先防。①调

结果

2

摄精神：调节情志，恬淡虚无，保持心情舒畅；

2.1

调畅气机；②调节饮食；③合理的运动锻炼：增

查对象 200 例，包括男性 94 例、女性 106 例；年

加户外活动时间，合理接受阳光照射，科学健身

龄 60～69 岁 82 例，70～79 岁 76 例，80 岁以上

（如五禽戏、太极拳、气功、散步、八段锦、慢

42 例。文盲 130 例（65.0%），中学文化者 57 例

跑、游泳等）
，进行适应不同年龄者的承重运动；

（28.5%），大学及以上学历者 13 例（6.5%），文

④起居有常：顺应四时气候变化，生活起居有规

化程度普遍较低。职业为农民者 115 例（57.5%）
、

律，不妄劳作；⑤合理用药，积极预防继发性骨

工人 65 例（32.5%）
、自由职业者 15 例（7.5%）、

质疏松症；⑥中医药防治：补肾健骨中药可有效

干部 5 例（2.5%）。生活状态为独居者 76 例

防治 OP、骨折，合理运用补肝肾的中药进行调补。

（38.0%），与配偶同居者 66 例（33.0%），子女同

⑵二级预防：有病早治、既病防变。通过调查和

居者 58 例（29.0%）
。

骨密度筛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加强对

2.2

易患人群的监护和健康指导，通过药物、非药物

前效能感评分平均为 23.5 分、干预后为 34.2 分。

手段缓解骨痛，提高生活质量。在治疗中，积极

干预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748，P＜

应用行之有效的、中药进行治疗和康复。⑶三级

0.05）。干预前高分组为 35 例（17.5%）
，干预后高

预防：综合防治，重点是防治骨折。

分组为 56 例（28.0%），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1.6

义（χ2＝147.5，P＜0.05）
，见表 1。

问卷内容：自制“骨质疏松危险因素、并存

社区老年居民一般情况调查结果：共纳入调

自我效能感评分比较：200 例老年居民干预

疾病问卷”，调查内容包括：①一般项目：姓名、

表1

性别、OSTA 指数、联系方法等；②危险因素调查；

社区老年居民自我效能感评分情况表

干预

平均

时间

得分

男

女

合计

男

女

合计

糖尿病（病程）、牙周病、冠心病、过敏性疾病、

干预前

23.5

20

15

35

74

91

165

甲状腺疾病、哮喘、尿路结石、反复呼吸道感染、

干预后

34.2

29

27

56

65

99

144

③并存疾病调查，包括高血压病（病程）、高血脂、

高分组(例)

低分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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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服务的发展、弥补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知识结构的不

OP 为 50 岁以上中、老年人的常见病，WHO

足。使医疗服务从医院走向社区，由被动服务变成

将其列为中老年三大疾病之一，其预防、改善与管

主动服务，医院的资源得到合理使用。建立社区与医

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调查显示，多数居民

院的合作模式，取长补短，可更好地为农村服务 5 。
［ ］

对自身骨健康的认知率、诊断方法知晓率较低，健
［2］

在常熟市兴隆社区实施社区-综合医院“治未

。有效改善 OP 人群的自我效能

病”IMM 以后，我们观察到干预后的被调查者的

水平可能为提高 OP 健康管理效果的关键。自我效

一般自我效能平分有所提高。OP 问题的严重性与

能是指个体对自己执行某一特定行为能力的主观

目前我国农村 OP 及其骨折的防治现状形成较大

判断，即个体对自己执行某一特定行为并达到预期

反差，通过本模式的建立、运行，可有效干预农

目的的自信心，自我效能是较好的行为预测因子。

村老年居民对 OP 的自我效能，以期逐步减少 OP

对某一行为具有较高自我效能者在行为中表现出

带来的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同时，可使医疗服

康管理水平低下

［3］

的动机、努力程度及坚持性更好，健康结果更佳 。
常熟市中医院为三级乙等综合性医院，具备较

务从医院走向社区，由被动服务变成主动服务，
医院资源得到合理使用。

强大的医学人才团队；常熟市虞山镇兴隆社区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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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讯·
从 Gnetum cuspidatum（买麻藤属）分离得 2 个新

26
化合物 1 为 Cuspidan A，淡黄色无定型粉末，[α]D －

作者对

146(c＝0.3，甲醇)，IR(KBr)νmaxcm 1：3397，1614，

Gnetum cuspidatum 研究中分离鉴定出 2 种新化合物，

1149，691，分子式 C35H29O10，分子量 609。化合物 2

Cuspidans A and B。

为 Cuspidan B，淡黄色无定型粉末，IR(KBr)νmaxcm 1：

Stilbenoids 类化学成分：Cuspidans A and B

Gnetum cuspidatum 干燥茎皮（15 g）经甲醇提取，

－

－

3436，1605，1039，806，分子式 C14H11O4，分子量 243。

得甲醇提取物。甲醇提取物（1.34 g）悬浮于水中，经

经 MTT 比色法测定 Cuspidans A and B 对 HL-60、人早

正己烷萃取，取下层水液。下层水液经乙酸乙酯萃取，

幼粒白血病细胞株的细胞毒活性。Cuspidan A 无细胞毒

得乙酸乙酯萃取物。乙酸乙酯萃取物（210.5 mg）经

活性，Cuspidan B 对 HL-60 有中度细胞毒活性，IC50

LH-20 柱分离，氯仿/甲醇系统洗脱，得 Fr 1-18。Fr 12

值 2.4 μM。

[chem pharm bull，2012]

（3.4 mg）经 HPLC（ODS 柱）分离，甲醇/水系统洗
脱，得化合物 2（0.3 mg）。Fr 13（5.9 mg）经 HPLC（ODS
柱）分离，甲醇/水系统洗脱，得化合物 1（0.6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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