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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社区-自我管理模式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患者生活质量、肺功能、急性加重风险的影响
李 蕾
山东省沂水县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山东沂水 276400
[ 摘要 ] 目的 探讨医院 - 社区 - 自我管理模式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慢阻肺）患者生活质量、肺功能、
急性加重风险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3 月沂水县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住院的 106 例慢
阻肺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53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管理模
式，观察组采用医院 - 社区 - 自我管理模式，记录患者管理前及管理后第 12 个月的临床资料，采用慢阻肺
评估测试评分（CAT 评分）、改良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呼吸困难评分（mMRC 评分）评价患者生活质量；检
测用力肺活量（FVC）、第 1 秒用力呼气量占预计值百分比（FEV1 ％预计值）来评价患者肺功能情况；从急
性发作次数、急性加重住院率两方面来评价患者未来急性风险。 结果 两组患者管理后，观察组 CAT 评分、
mMRC 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管理后 CAT 评分、mMRC 评分低于管理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 FVC、FEV1％预计值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
察组管理后 FVC、FEV1％预计值高于管理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急性发作次数、急性加
重住院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医院 - 社区 - 自我管理模式能提高慢阻肺患
者生活质量，改善肺功能水平，减少急性加重。
[ 关键词 ] 医院 - 社区 - 自我管理；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生活质量；肺功能；急性加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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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s of hospital-community-self-management mode on quality
of life, pulmonary function and acute exacerbation risk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LI Lei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Yishui County People's Hospital, Shandong, Yishui 2764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s of hospital-community-self-management mode on quality of
life, pulmonary function and acute exacerbation risk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Methods A total of 106 cases of patients with COPD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in Yishui
County People's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7 to March 2018 were collected and included in this research, an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n=53) and the control group (n=53).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nventional management mod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hospital-community-self-management mode.
The clinical data of patients before the management and the 12th month after management were recorded. Meanwhile,
the COPD assessment test (CAT score) and the modified British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dyspnea score (mMRC
score) were adopted to evaluate th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The forced vital capacity (FVC) and the percentage of
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the first second (FEV 1％ predicted value) were detected to evaluate the pulmonary function
of patients. The future risk of acute exacerbation of COPD of patients was evaluated in terms of the acute attack
frequency and hospitalization rate for acute exacerbation. Results After management, CAT score and mMRC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CAT score and mMRC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management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management,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The predicted values of FVC and FEV1 ％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The predicted
values of FVC and FEV 1 ％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management were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management,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The frequency of acute attacks and the hospitalization rate for
acute exacerba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Conclusion Hospital-community-self-management mode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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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 the level of pulmonary function, and reduce the acute exacerbation of patients with COPD.
[Key words] Hospital-community-self-management;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Quality of life;
Pulmonary function; Acute exacerbation risk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形式，对患者及其家属讲解慢阻肺知识、急性加重

disease，COPD）简称“慢阻肺”，其特征为持续性呼

期识别、稳定期的治疗等；患者或其家属加入科室

吸症状和气流受限，通常由有毒颗粒或气体暴露引

微信群进行互联网管理，及时推送宣教内容、科普

起气道和 / 或肺泡异常所致 。2018 年中国成人肺

知识、在线答疑、预约复诊等。②社区管理。根据

部健康研究（CPHS） 显示，中国 40 岁以上人群慢

患者长期居住地地址，由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阻肺患病率达 13.7％，全国总患病人数接近 1 亿人，

人员对患者提供社区管理，并由专科医师对社区医

慢阻肺患者大多数首次就诊在基层医疗机构，基层

护人员进行培训，以《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基层诊疗

医疗机构完善的随访分级管理体系目前还不完

指南（2018 年）
》[4] 为指导，
社区医师在患者出院 1 周

善 [3]。本研究旨在探讨医院 - 社区 - 自我管理模

内开始上门随访，并督促患者出院 2 周时第 1 次社

式对慢阻肺患者生活质量评分、肺功能检查、急性

区复诊，病情稳定者至少每月上门随访 1 次，包括

加重风险的影响。

规范用药、饮食保健、肺康复训练等指导，每 3 个月

1

资料与方法

到我院呼吸科门诊复诊，给予用药指导及问卷调查，

一般资料

12 个月时完 善 肺 功 能 检 查 ，未 按 时 复 诊 的 ，电 话

[1]

[2]

1.1

纳入标准：①所有患者均符合 2018 年《慢性

督促。③自我管理。住院期间对患者及家属一对一

阻塞性肺疾病全球策略解读》 的诊断标准；②患

当面授课，
并发放健康教育资料，
患者应遵医嘱戒烟、

者本人或家属知情并签署同意书；③患者在理解、

规范药物治疗、疫苗接种、肺康复训练、营养支持、定

沟通方面正常。排除标准：①有认知障碍，不能正

期门诊随访等，患者或家属可通过微信、慢阻肺管家

确的表达交流；②合并其他重要脏器疾病。

APP、
电话进行网络咨询，
以便使治疗连续化。

[1]

选取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3 月沂水县人民

1.3

医院（我院）收治的 106 例慢阻肺患者，符合纳入标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记录两组患者管理前及管理后第 12 个月的临

准并能完成问卷及肺通气功能检查。按照随机数

床资料，CAT 评分 [5]、mMRC 评分 [6] 评价生活质量；

字表法分成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53 例，对照组

FVC、FEV1％预计值评价肺功能 [7]；急性发作次数、

给予常规管理模式，观察组采用医院 - 社区 - 自我

急性加重住院率两方面评价未来急性风险评估。

管理模式，记录患者管理前及管理后第 12 个月的临

CAT 量表总分值范围为 0 ～ 40 分，根据分值进行

床资料。观察组男 30 例，女 23 例，年龄 42 ～ 80 岁，

疾病严重程度分级：0 ～ 10 分为轻度，11 ～ 20 分

平均（63.57±6.75）岁；对照组男 31 例，女 22 例，年

为 中 度，21 ～ 30 分 为 重 度，31 ～ 40 分 为 极 重 度；

龄 40 ～ 82 岁，平均（62.65±8.55）岁；两组患者年龄、

mMRC 量 表 总 分 值 范 围 为 0 ～ 4 分，得 分 越 高，

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具

呼吸困难的程度越重；肺通气功能检查使用德国

有可比性。

JAGER
（MasterScreenPFT）
，
重复检测 3 次，
取最佳值。

1.2

1.4

方法

1.2.1

治疗方法

统计学处理

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治疗，包

应用 SPSS 17.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

括氧疗、抗菌药物控制感染；多索茶碱、雾化吸入治

数资料以 [n（％）] 表示，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
（x ± s ）表示，比较分别应用独立样本及配对样本 t 检

疗扩张气道；化痰等治疗方法。
1.2.2

管理方法

对照组给予科室一般管理，包括

验，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建立档案、入科宣教、出院 1 周电话随访。观察组

2

采用医院 - 社区 - 自我的管理模式。①医院管理。

2.1

成立专科管理小组，包括专科医师、护士各 2 名，社

结果
两组患者管理前后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管理前 CAT 评分、mMRC 评分比较，

区卫生服务人员 6 名，住院期间专科医师制订详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管理后观察组 CAT

的管理方案：完成管理前 CAT 评分和 mMRC 评分

评分、mMRC 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问卷，病情稳定后完善第一次肺功能检查，并建立

（P ＜ 0.05）
，
观察组管理后 CAT 评分、mMRC 评分低

个人档案；专科护士采用床边宣教、幻灯片授课等

于管理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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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x ± s，分）

CAT 评分

mMRC 评分

组别

n

管理前

管理后

t值

P值

管理前

管理后

t值

P值

观察组

53

22.27±4.09

14.87±3.78

7.580

0.000

2.43±0.89

1.56±0.63

4.709

0.000

对照组

53

21.31±4.78

20.33±5.16

1.752

0.091

2.41±0.91

2.30±0.59

1.163

0.263

t值

0.826

4.767

0.083

4.647

P值

0.412

0.000

0.934

0.000

表2   两组患者肺通气功能指标比较（x ± s）
组别

n

观察组
对照组

FVC（L）

FEV1％预计值（％）

管理前

管理后

t值

P值

管理前

管理后

t值

P值

53

2.32±0.34

2.76±0.44

4.604

0.001

56.09±10.24

70.24±10.81

31.545

0.000

53

1.356

0.189

1.462

0.158

2.30±0.29

2.22±0.41

55.48±10.63

58.58±7.60

t值

0.253

4.997

0.231

4.837

P值

0.801

0.000

0.819

0.000

2.2

两组患者管理前后肺通气功能的比较

疾病严重程度更重以及急性加重更频繁。本地区

两组患者管理前 FVC、FEV1 ％预计值比较，差

90％慢阻肺患者居住在农村，可能存在对疾病认识

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
管理后观察组 FVC、FEV1％

不足、社区管理不到位、信息不发达、交通不便利等

预计值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

因素，导致治疗依从性差，自我管理不规范，疾病反

察组患者管理后 FVC、FEV1 ％预计值高于管理前，

复急性加重。由于慢阻肺患者无法在医院接受长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期的治疗和护理，因此社区和家庭成为防治的主要

2.3

两组患者管理后急性加重风险比较

场所，制订并实施有效的医院 - 社区 - 自我的长期

两组患者管理后观察组急性发作次数、急性

管理模式，可以提升社区医护人员对疾病的认识及

加 重 住 院 率 低 于 对 照 组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管理，改善慢阻肺患者肺功能、提高生活质量，减少

（P ＜ 0.05），见表 3。

急性加重。
慢阻肺病情综合全面的评估包括：①气流受限
严重程度评估，采用慢阻肺全球倡议（GOLD）指

表3   两组患者急性加重风险比较

南 [11] 推荐的应用支气管舒张剂后 FEV1％预计值为

组别

n

急性发作次数（x ± s，次）急性加重住院 [n（％）]

观察组

53

1.60±1.08

10（20.8）

分级标准，评估气流受限严重程度。②症状评估，

对照组

53

2.44±1.22

20（41.7）

常 采 用 CAT 问 卷 和 mMRC 问 卷，CAT ≥ 10 分 或

t/χ 值

3.536

4.848

mMRC 2 级或以上提示患者症状多，生活质量明显

P值

0.001

0.028

下降。③急性加重风险评估，根据过去 1 年内急性

2

加重史预测未来急性加重风险。患者过去一年中
3

讨论

急性加重≥ 2 次或重度急性加重≥ 1 次为急性加重

2018 年中国成人肺部健康研究显示 ，慢阻肺

高风险人群。本研究通过医院 - 社区 - 自我管理

患病率在农村为 9.6％，显著高于城市的 7.4％，大

模式管理患者 12 个月后，表 1 资料显示，两组患者

多数慢阻肺患者首次就诊在基层医疗机构。慢阻

管理后观察组 CAT 评分、mMRC 评分低于对照组，

肺是一个世界性的公共卫生问题，成为全球第三

其中观察组患者管理后 CAT 评分、mMRC 评分低

大致死性疾病

。国

于管理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与国

内研究发现慢阻肺急性加重住院的人均费用约为

内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12-13]。Benzo 等 [14] 对 125 例慢

1.1 万元 [10]。

阻肺急性加重后随访的患者进行了为期 12 个月的

[2]

[8]

。世界经济负担的第 5 位

[9]

虽然慢阻肺已成为与高血压、糖尿病“等量齐

健康教育干预，干预组 55％的患者慢性呼吸系统疾

提出中国基层

病问卷自我管理能力平分增加了 0.5 分以上。说明

医院慢阻肺诊治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医师对疾病认

本研究在慢性呼吸道疾病的综合管理方面，如规范

识不足和治疗不规范，导致我国整体慢阻肺患者

的档案建立及共享，利用健康教育讲座、微信平台，

观”的常见的慢性病，但是孙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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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软件来进行科普知识的宣教，答疑，通过电话、

first validation of the COPD Assessment Test [J].Eur Respir

微信、门诊、登门随访的方式提高了患者治疗的依

J，2009，34（3）：648-654.

从性，从而达到长期管理的模式，提高了生活质量。

[6]Fletcher CM. Standardised questionnaire on respiratory

表 2 的资料显示，管理后观察组 FVC、FEV1 ％预计

symptoms：A statement prepared and approved by the

值高于对照组，观察组管理后 FVC、FEV1 ％预计值

MRC Committee on the Aetiology of Chronic Bronchitis

高于管理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本

（MRC breathlessness score）[J].BMJ，1960，2：1662.

研究给予患者回归社区或家庭后的持续随访和指

[7] 柴晶晶，柳涛，蔡柏蔷 .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评估测试

导，专科医师或社区医务人员为患者或家属提供针

中文版临床应用意义的评价 [J]. 中华结核与呼吸杂志，

对性的健康教育培训，如减少危险因素的暴露、疫

2011，34（4）：256-258.

苗的接种、药物治疗、正确使用吸入装置、呼吸操锻

[8]Lozano R，Naghavi M，Foreman K，et al.Global and

炼、按时复诊、营养支持等自我管理，从而使医院、

regional mortality from 235 causes of death for 20 age

社区及患者家庭间建立良性互动，提高了治疗依从

groups in 1900 and 2010：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性，改善了肺功能及活动耐力，与傅贤芳等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0[J].Lancet，2012，

一致。吴艳梅等

[16-17]

[15]

研究

研究发现，通过对慢阻肺患者

380（9859）：2095-2128.

制订家庭优化随访方案，由全科医师团队定期对患

[9]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者进行家庭随访并给予家庭指导后，使患者的肺功

Website[EB/OL].（2016-08-12）[2018-09-16]. http://

能分级显著下降。另外本研究还显示管理后观察组

www.who.int/topics/global_burden_of_disease.

急性发作次数、急性加重住院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

[10] 何权瀛 . 我国农村基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现状调查

统计学意义（P ＜ 0.05）
，慢阻肺稳定期的管理主要

报告 [J]. 中国监护杂志呼吸与危重症，2014，13（1）：5-9.

是预防及减少急性加重，从而达到减轻症状，减少病

[11]Global Initiative for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死率。何权瀛等

研究发现，慢阻肺的防控重点在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diagnosis，management and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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