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施高血压社区分类管理   
        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中国江苏如皋实施 
      社区高血压分类管理的做法 

如皋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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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一）地理位置 
    中国江苏省如皋市是世界 
著名的长寿之乡，位于长 江、 
黄海的“T”型交汇处，紧邻 
国际大都市上海，与张家港市 
隔江相望。总面积1477平方公 
里，现辖3个街道、11个镇 ， 
347个行政村，拥有1个国家级 
经济开发区、1个省级高新区 
和1个国家一类开放口岸如皋 
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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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二）经济竞争力水平 

    2013年地区生产总值：630亿 

    财  政  收  入  ：129.1亿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500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1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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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二）经济竞争力水平 

    如皋是全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沿海县市之一； 

    在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中 

排名第32位，是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和科学发 

展百强县（市）； 

    被求是《小康》杂志社评为“2013中国最佳 

休闲小城”， 与大理、婺源、凯里和凤凰等五城 

市共获此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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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三）长寿文化 

    如皋是著名的“世界 

长寿养生福地”，在如皋， 

80岁以上老人有60000多 

位，100岁以上寿星有272 

人，总数居全国县（市） 

之首，占比达1.87人／万， 

远超联合国确定的0.75/万的长寿之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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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三）长寿文化 

    如皋是世界六大长寿 

乡之一，作为世界上唯一 

的地处平原经济发达地区 

的长寿之乡，无论是百岁 

老人的总数还是高龄人群 

的占比和平均期望寿命， 

都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标志，让世界为之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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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三）长寿文化 

    2013年8月，中国 

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 

一部大型人文纪录片 

《长寿密码》一经推 

出，好评如潮。片中 

世界长寿养生福地如皋 

再度聚焦了五湖四海关注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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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三）长寿文化 

    长寿是一个个生命传奇，      

更是一个个人文坐标；一个寿 

字的伸展，承载了几千年长生 

文化的思考。然而，时至今日， 

谁也不能道尽长寿的万千奥秘。 

但不管长寿的密码如何扑朔迷离，一个不争的事 

实就是只有得到关爱和呵护的生命才能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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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背景 

    由于社会、经济、环境的快速发展和改 

变，造成了慢性病危险因素的增多，加之人 

口的老龄化，导致了疾病谱的改变。心脑血 

管疾病、癌症、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等慢 

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和生命质量的 

主要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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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背景 

     2013年如皋市慢性病监测数据表明，全年 

出生11439人，出生率为8.01‰，死亡12328人， 

粗死亡率8.64‰，人口自然增长率-0.08‰， 

平均期望寿命80.39岁。 2013年居民前五位死 

因顺位依次为：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呼吸系 

病、心脏病、意外死亡，其中男性居民死因顺 

位同全人群一致，女性居民死因顺位稍有差异， 

依次为脑血管病、 恶性肿瘤、呼吸系病、心脏 

病、意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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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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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如皋市居民前五位死因 

高血压 
相关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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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背景 

     高血压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病，同时也是 

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其流行特点 

表现为“一高三低”，即患病率高，知晓率、 

治疗率、控制率低。2010年江苏省慢性病及 

危险因素监测报告表明，18岁以上城乡居民 

高血压患病率为38.6%，知晓率为35.8%， 

治疗率为29.2%，控制率为6.6%，防制形势 

十分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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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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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如皋市居民前五位死因（合并脑血管病和心脏病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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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背景 

     为进一步发现、管理高血压病人，降低患病率， 

提高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我们近年来加大了高 

血压防制工作力度，依托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平 

台，结合如皋实际情况，采取35岁以上病人就诊测血 

压、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一次体检、单位职工定期体 

检、专题调查和健康自助检测点免费检测等多种方式， 

发现各类血压异常人员，并根据具体情况实施分类管 

理，即将全人群分为一般人群、高危人群、疑似病人 

和病人四种类别，分别对不同人群，采取不同策略， 

实施防制管理，取得了一定成效，积累了一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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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做法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健康让人民更幸福 

一般人群 

实施健康教育

和健康促进为

主的策略。通

过《如皋健康

教育》小册子、

健康教育宣传

栏、播放VCD、

高血压健康教

育处方等宣传

高血压防治知

识。 

疑似病人 

实施追踪管理。

对疑似病人，

在去除可能引

起血压升高的

因素后预约其

复查，两周内

主动为其测量

血压3次，根

据三次测量的

结果分类管理。 

确诊病人 

实施规范化分

级管理。为每

个确诊病人建

立健康档案，

评估心血管总

体危险度，每

月/两月随访一

次， 每年体检

一次，指导用

药、改变不良

生活方式等。 

高危人群 

实施登记管理。
通过各种途径
发现高危人群，
对发现的高危
人群进行登记，
每隔6个月测
一次血压并进
行个体化生活
方式指导、家
庭自测血压技
能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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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做法 

     （一）对于一般人群，实施以健康教育 
和健康促进为主的策略。 
    所谓一般人群，是指根据《中国高血压 
防治指南（2010修订版）》，血压水平定义 
为正常血压（即收缩压＜120mmHg和舒张压 
＜80mmHg）者。对于这类人群，社区卫生服 
务站采取以实施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为主的 
策略，主要宣传什么是高血压、高血压的危 
害、高血压是可以预防的以及什么是健康生 
活方式、定期测量血压的意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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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做法 

     （一）对于一般人群，实施以健康教育和 

健康促进为主的策略。 

    每季一期的《如皋健康教育》小册子每期 

都登有高血压防治知识文章，发至每家每户； 

社区卫生服务站设置的健康教育宣传栏每期都 

有高血压防治知识，每天播放防治高血压影像 

资料；村民就诊时发放高血压健康教育处方； 

定期开展高血压宣传、咨询、义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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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做法 

    （一）对于一般人群，实施以健康教育和健康 

促进为主的策略。 

    多渠道、多形式的宣传方式，让广大群众更多 

地掌握高血压防治知识，养成健康生活方式，为高 

血压一级预防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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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做法 

      （二）对于高危人群，实施登记管理。 
    1、高危人群标准   所谓高危人群，是指符合 
高血压易感人群6条标准之一及以上者： 
   （1）血压为正常高值（收缩压介于120~139 
mmHg之间和/或舒张压介于80~89mmHg之间）； 
   （2）超重或肥胖（BMI≥24kg/m2）； 
   （3）一、二级亲属高血压家族史； 
   （4）长期过量饮酒（每日饮白酒≥100ml，且 
每周饮酒4次以上）； 
   （5）年龄≥55岁； 
   （6）长期膳食高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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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做法 

     （二）对于高危人群，实施登记管理。 

     2、发现途径    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通过上述方式测量血压发现，二是通过 

居民体检建立健康档案过程中获取相关信息发现， 

三是通过其他形式的健康体检发现。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健康让人民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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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做法 

      （二）对于高危人群，实施登记管理。 

    3、高危人群管理   对发现的高危人群由社区 

卫生服务站用专用登记簿进行登记，指定社区医生 

至少每隔6个月主动为其测量一次血压，针对不同的 

个体制定个性化生活方式指导方案，指导其改变不 

良生活方式。健康教育的内容除针对一般人群的内 

容之外，增加哪些人是高血压高危人群、什么是心 

血管危险因素和如何纠正不良生活方式等，同时教 

其学会测量血压的方法，鼓励家庭自测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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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做法 

    （三）对于疑似病人，实施追踪管理。 

    所谓疑似病人，是指既往无高血压病史，仅 

一次测量血压超过正常值（收缩压≥140mmHg 

和/或舒张压≥90mmHg）。  根据《国家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规范（2011版）》规定，对第一次发 

现血压超过正常值者，在去除可能引起血压升高 

的因素后预约其复查，对仍不正常者，社区卫生 

服务站用专用登记簿登记，并进行追踪管理。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健康让人民更幸福 



24 

三、做法 

       （三）对于疑似病人，实施追踪管理。 

    从第一次发现之日起，在二周内主动为其测 

量血压3次，若3次血压都超过正常值，则确诊为 

高血压病人，按病人要求开展管理；若仅1次或2 

次超过正常值，则仍列为疑似病人管理；若3次 

均不超过正常值，则根据血压水平列入一般人群 

或高危人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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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做法 

  （四）对于病人，实施规范化分级管理。 

    1、高血压病人定义   所谓病人，是指在未 

使用降压药物的情况下，非同日 3 次测量血压， 

收缩压≥140mmHg和/或舒张压≥90mmHg；收缩压 

≥140mmHg 和舒张压＜90mmHg 为单纯性收缩 

期高血压；患者既往有高血压史，目前正在使用 

降压药物，血压虽然低于 140/90mmHg，也诊断 

为高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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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做法 

   （四）对于病人，实施规范化分级管理。 
    2、确诊病人规范化管理   对于确诊的高血压病人， 
社区卫生服务站为每个病人建立健康档案，对每例病人根 
据《心血管总体危险量化估计预后危险度分层表》确定危 
险度，再根据危险度确定管理级别。对确定为一、二级管 
理的高血压病人每2个月随访1次，确定为三级管理的高血 
压病人每1个月随访1次，随访内容根据《国家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规范（2011版）》规定要求开展，随访形式为面对 
面随访，对随访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通过指导改变不良 
生活方式、增加服药依从信、调整药物治疗方案等方法解 
决，努力将患者血压降到正常值范围，同时每年为高血压 
病人进行1次免费体检，根据体检结果进行健康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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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做法 

   （四）对于病人，实施规范化分级管理。 
    3、病人健康教育与促进   健康教育的内容除针 
对一般人群的内容之外，重点增加高血压是如何分级 
的、为什么要分低危、中危、高危层进行管理、药物 
治疗的原则、非药物治疗的内容、为什么高血压病人 
要终身服药和如何配合社区医务人员做好分级管理、 
随访等。除开展体检、随访管理外，我们还同时加强 
患者自我管理教育，各社区都成立了“高血压患者自 
我管理小组”，每2月开展1次小组活动，活动内容以 
小组成员间相互交流、技术指导员讲解及答疑等为主， 
起到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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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效果 

       高血压是一种常见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其 

发病原因和不健康生活方式有很密切的关系，要 

改变这种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 

事，特别是农村居民，其多年形成的生活习惯， 

要让其改变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做到，因此防治效 

果短时间内较难显现。我市自2008年起开始实施 

高血压分类管理，通过多年的工作，我市针对全 

人群的高血压防治措施正在逐步完善，防治效果 

初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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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效果 

        截止2013年底，按35岁以上人口占常住人口 

（1267066）55%、高血压患病率40%估算，我 

市高血压登记管理率52.56%（146526/278754）， 

系统管理率52.56%。2013年我市的社区诊断报告 

表明，高血压患者患病知晓率达59.51%，治疗率 

达56.08%，全年3/4以上时间控制率达48.34%，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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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体会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综合防控是一项系统化的社会 

工程， 国内外实践表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是可以有 

效预防和有效控制的疾病。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和社 

区行动是防控慢性病的有效策略。近年来，我市通过 

加强政府主导，实现多部门、多环节、多层次、多措 

施控制慢性病的社会和个体危险因素，减少慢性病发 

生，降低慢性病危害，形成了“依托社区平台，面向 

普通大众，实现综合防控”的全新健康管理模式，全 

面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要做好这项工作， 

我们的体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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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体会 

       （一）强化领导，健全网络，是做好工作的前提。 
    市政府成立了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综合防控领导小组，市长任 
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赋予统一监管的职能，督促、协调 
有关部门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各镇（街道）、各部门也成立了由 
一把手任组长，分管领导及其他工作人员为成员的防治工作领导 
小组，同时安排一名有责任心的工作人员作为联络人。市、镇二 
级均成立了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综合防控技术指导小组，市、镇、 
村三级都有专（兼）职人员负责慢性病防治工作，构建了全市慢 
病综合防组织网络。市政府出台了《如皋市慢性病防治工作规 
划》、《如皋市慢性病人自我管理实施方案》等文件，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也相继出台了《关于35岁以上病人首诊测量血压工作的 
通知》、《关于开展心脑血管事件报告工作的通知》等多种文件， 
为开展防治工作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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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领导，健全网络，是做好工作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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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慢病综合防控领导小组会议，组长缪爱诚副市长到会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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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领导，健全网络，是做好工作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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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办公室主持召开慢病综合防控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联络员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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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领导，健全网络，是做好工作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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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体会 

     （二）加强培训，掌握要领，是做好工作的重点。    
    加强对镇、村二级慢性病防治专业人员业务工作培训，使 

他们熟练掌握各项工作要求，是做好慢性病防治工作的基础条 

件。近年来我们加大培训工作力度，凡要求基层开展的工作， 

首先进行业务培训，讲明工作的目的、意义、标准要求等，并 

进行笔试以检验培训效果，考试不合格者将个别再进行辅导， 

直到工作要求完全弄懂为止。针对村级医务人员对高血压合理 

用药知识较为缺乏的问题，我们自去年开始每年组织二次高血 

压临床治疗知识培训，争取用三年的时间对全市所有村卫生室 

工作人员进行一次培训，使他们在平时在随访管理工作中，能 

针对不同的个体采取合理的治疗措施。有针对性的工作培训， 

在慢性病防治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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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培训，掌握要领，是做好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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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民医院心血管科专家对社区医生进行高血压诊疗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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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体会 
        （三）经费落实，考核发放，是做好工作的保障。 
    近年来，江苏省实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加大了对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投入的力度，2014年人均经费标准达35元。 
在上级部门的关心支持下，慢性病防控经费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经费中所占的比例逐年提高，在部门疾病预防控制经费中所占的 
比例近年来也在10%以上，为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契机。根据市卫 
生局下达的对各镇（街道）业务工作考核标准，对其中的主要工 
作经费标准进行量化，即完成某项工作1次给予多少经费，每年 
在年中和年终二次进行工作考核，根据完成工作的质和量发放相 
应经费。如2014年部分经费标准为：高血压病人随访4元/次，高 
血压自我管理小组活动100元/次，高血压病人体格检查50元/人， 
体格检查信息录入居民健康档案管理系统2元/人，新发现高血压 
病人并完成体检建立健康档案100元/人等。可靠的经费保障，为 
慢性病防治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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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体会 

         (四)营造氛围，全民参与，是做好工作的基础。 
    随着高压血防治知识的不断普及，人们对它的认知度 

也在不断的提高，高血压高危因素正逐渐被人们了解和接 

受，并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减少高危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方 

式。2008年，我市开始启动全民健康促进行动，依托 “卫 

生城市”、“文明城市”、“生态城市”建设，以“全民 

健走”、“全民健身”和“全民减盐”等活动平台，在全 

市范围打造了一批全民健康促进行动示范社区、健康步道、 

健康广场等示范阵地，并在全市所有社区设立健康教育活 

动室和健身场所，建群众性健身团体，带动广大群众积极 

参与锻炼，极大的调动了广大群众的参与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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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体会 

    (四)营造氛围，全民参与，是做好工作的基础。 

    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在电视台、电台、报 

纸、官方网站开辟慢性病防治宣传栏，定期刊播高血 

压等慢性病防治知识；疾控中心每季度编制一期高血 

压防治宣传资料，发放至每家每户；各级医疗卫生机 

构均设有健康教育宣传栏，定期刊登高血压防治知 

识，病人就诊时提供健康教育处方，在全社会营造高 

血压等慢性病防控氛围，切实提高了群众高血压防治 

知识的知晓率和健康行为行成率，有效的提高了广大 

群众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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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营造氛围，全民参与，是做好工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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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区开展减盐防控高血压干预活动 



41 

(四)营造氛围，全民参与，是做好工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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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农民健身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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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营造氛围，全民参与，是做好工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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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防控社区支持性环境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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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语 

      高血压是一种对人民生命健康危害严重的疾 

病，我市近年来多措并举，对全人群实施分类管 

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下一步，我们将在进一步 

发现病人和规范化管理病人上下功夫，保障人民 

群身体健康。  

 

健康血压    健康市民    健康如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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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86 0513 87513659  
中国江苏省如皋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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