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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 ＋ 结核病防治工作” 发展模式顶层设计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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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医疗卫生信息化是国家信息化发展的重点内容之一ꎬ已纳入“ 十三五” 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的

重点ꎮ 由于结核病防治经费不足ꎬ各级各地结核病防治机构专业队伍及技术力量分布不均衡ꎬ基层结核病防治专
业队伍力量薄弱、人力资源的缺乏ꎬ直接影响了结核病防治工作的正常开展ꎮ 针对目前结核病防治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ꎬ结合中国结核病防治工作的现实状况ꎬ该文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构想了“ 互联网＋结核病防治工作” 的发展模
式ꎬ利用互联网进行资源整合ꎬ从顶层设计的角度ꎬ根据区域规划确立“ 以结核病防治定点医院为主导、以基层结核
病防治机构为辅助” 的结核病防治模式ꎬ通过以点带面、以强带弱ꎬ加快“ 互联网＋结核病防治工作” 的发展ꎮ
关键词: 结核病ꎻ预防和控制ꎻ互联网ꎻ信息化
中图分类号:Ｒ１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２４０４(２０１８)８５－００７６－０３

结核病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疾

之一ꎬ已纳入“ 十三五” 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

病ꎮ 中国是全球 ２２ 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ꎬ也是

的重点ꎮ 作为信息化的重要内容ꎬ近年来互联网和

人数始终位居法定报告甲、乙类传染病前列ꎮ 世界

息相关ꎬ与其他领域相比ꎬ结核病防治的信息化则明

耐药结核病疫情严重的国家之一ꎬ结核病报告发病
卫生组织公布的 ２０１５ 年结核病年度报告显示ꎬ２０１４

年全球结核病死亡患者高达 １５０ 万例ꎬ２０１４ 年中国
新发结核病患者约 ９３ 万例ꎬ位居全球第三ꎮ 根据全
国第五次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报告ꎬ全国 １５ 岁

“ 互联网 ＋” 等技术及观念已经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
显滞后ꎮ

１

存在问题
目前ꎬ在中国政府和结核病专业工作人员的共

及以上人口中活动性肺结核患病率有所下降ꎬ但由

同努力下ꎬ中国结核病防控工作虽然取得了初步成

于人口数量增加ꎬ活动性肺结核患者较 ２０００ 年反而

功并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ꎬ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

况非常严重ꎬ全国 １５ 岁及以上人口中耐多药肺结核

力仍然非常巨大ꎬ目前的防治工作中仍然存在诸多

核患者中一线抗结核药物的耐药率(３６.９％) 竟然超

１.１

有所增加ꎬ高达 ４９９ 万ꎮ 中国肺结核患者的耐药情

到结核病传染源还未得到有效控制ꎬ防治工作的压

患者有 ３３.９ 万、广泛耐药患者有 １０.５ 万ꎬ初治肺结

问题ꎮ

过复治肺结核患者( ３５.９％) ꎮ 近几年来ꎬ全球耐多
药结核病发病人数一直居高不下ꎬ尤其是耐多药结
核病的死亡人数不减反升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国务院印

基层结核病防治专业队伍力量薄弱ꎬ各级各地

结核病防治机构技术力量分布不均衡ꎬ防治经费投
入不足
近年来ꎬ国家对结核病防治经费的投入逐年增

发的« 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０

加ꎬ但由于地方政府重视程度不足ꎬ基层财政投入与

年) » 指出ꎬ 积 极 应 用 移 动 互 联 网、 远 程 医 疗、 大 数

实际需要还有一定差距ꎮ 同时ꎬ由于结核病防治工

据、云计算等信息化技术ꎬ提高服务效率ꎻ同时计划

作任务重、关注度低、待遇不高等多种因素ꎬ很多人

到 ２０２０ 年ꎬ实现电子病历、电子健康档案、全员人口

不愿意从事这项工作ꎬ导致基层专业人才队伍力量

信息三大数据库基本覆盖全国人口并动态更新ꎮ

医疗卫生信息化是国家信息化发展的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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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弱ꎬ甚至出现断层现象ꎮ 人力资源的缺乏直接影
响了结防工作的正常开展ꎬ导致工作质量的下降ꎮ

１.２

县、乡、村三级网络督导机制流于形式ꎬ患者配

合程度低
结核病防治的基层三级网络督导机制虽然已运
转多年ꎬ但实际工作中ꎬ督导员多为兼职ꎬ繁重的诊
治工作外ꎬ还承担督导管理工作ꎮ 此外ꎬ缺乏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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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机制也是影响督导工作的重要因素ꎮ
有些地区村级医生每治疗管理一例初治涂阳患
者补助 ６０ 元ꎬ相当于每督导患者服药一次发给劳务
费 １ 元钱ꎻ当服务半径超过 １ 公里时ꎬ无论是医生送

２.１

７７

根据 区 域 规 划 确 立 “ 互 联 网 ＋ 结 核 病 防 治 工

作” 的框架结构的核心部分———结核病防治的定点
医院
结核病是一种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的慢性传染

药并监督患者服药ꎬ还是要求患者到村医生住地来

病ꎬ传染性肺结核传染性最强的时间是在发现及治

服药ꎬ距离较远造成医生和患者很难坚持和做到ꎮ

疗之前ꎬ而控制传染性疾病的有效措施是控制传染

同时ꎬ在督导工作中患者配合程度低ꎬ多数患者因担

源、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人群ꎬ其中及时发现患

心周围人知道自己患有肺结核ꎬ不欢迎村医和乡医

者并进行有效治疗是控制传染源、降低结核病疫情

的访视督导ꎬ只愿意接受县级结防医生的督导ꎬ甚至

的最重要的手段ꎮ

个别患者拒绝任何人督导ꎬ使得肺结核患者的督导

第一ꎬ充分利用现存的有条件的结核病防治机

化疗名存实亡ꎮ 目前ꎬ农村一半以上患者为自服药

构ꎬ确立结核病防治的定点医院ꎮ 以目前结核病防

或者家庭督导员督导服药ꎬ由于农民忙于农活ꎬ根本

治方面技术力量较强的省级及部分地市级结核病防

顾不上督导患者服药ꎬ全程督导治疗实际上也是流

治机构为主ꎮ 这样既避免了重复建设又避免了资源

于形式ꎬ起不到督导患者规律服药的作用和目的ꎮ

浪费ꎮ 明确结核病定点医院定位ꎬ探索补偿机制ꎬ服

２０１０ 年某省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ꎬ患者的

务于结核病防治规划ꎮ 将结核病定点医院纳入国家

治疗管理情况并不尽如人意ꎬ结核患者的规则服药

结核病防治规划ꎬ为其补充结核病防治必须的人、

率也仅为 ４０％ꎬ５０％的患者曾中断治疗ꎬ患者不规则

财、物等卫生资源ꎬ或探索并完善结核定点医院基础

服药或断药现象时有发生ꎬ造成患者久治不愈从而
导致耐多药肺结核的产生ꎮ
１.３

结核病患者归口管理尤其是诊治医院出院后

患者的管理措施落实不到位

设施改造及药敏试验等运营成本的补偿办法ꎮ
第二ꎬ完善医保政策ꎮ 一是提高结核病患者疾
病诊治的医保报销比例ꎮ 二是打破地方财政保护政
策ꎬ由基层非结核病防治医疗单位审批转诊结核病

导致现状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经济效益问

患者模式改为结核病患者到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诊

题ꎬ部分医疗卫生机构不愿意把结核患者转诊到结

治不需要转诊模式ꎮ 在结核病转诊问题上要打破地

核病防治机构ꎻ二是基层结核病防治机构提供的药

方财政保护政策ꎮ 诊断为结核病需要治疗的患者ꎬ

物剂型、剂量、用药频次与病人住院治疗期间应用的

或疑似结核病需要住院诊治的患者ꎬ均应到结核病

药物不同ꎬ让病人对药效产生顾虑而不愿意换用ꎻ三

定点医疗机构诊治ꎮ 由于流动人口及外出务工人员

是基层结防人员因技术水平原因用药指征把握欠

的增多ꎬ应该本着就近、首诊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优

妥ꎬ导致一部分不适合应用该类药物的病人用药后

先收治结核病患者的原则ꎮ 目前ꎬ许多基层非结核

疗效不好而产生不良影响ꎮ

病防治医疗单位ꎬ将结核病患者等同于一般患者ꎬ强

２

制规定需要转上一级医院诊治的结核病人ꎬ要先在

政策建议

当地基层非结核病防治医疗机构住院诊治后才给予

针对目前结核病防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ꎬ结合

办理转诊手续ꎬ这样不仅延误了结核病患者的诊治

中国结核病防治工作的现实状况ꎬ笔者从顶层设计

时间ꎬ增加了病人的经济负担ꎬ还增加了传染传播的

的角度提出了“ 互联网 ＋ 结核病防治工作” 发展模式

机会ꎮ 因此ꎬ对结核病患者或者疑似结核病患者需

的构想ꎮ 一方面ꎬ患者发病初始阶段通过结核病防

要住院诊治的患者ꎬ应该采取有别于非结核病的普

治定点医院高水平医务人员的诊治ꎬ及时发现并有

通患者的转诊模式ꎬ由基层非结核病防治医疗单位

效控制传染源ꎻ另一方面ꎬ患者巩固治疗阶段在结核

审批转诊结核病患者模式改为结核病患者到结核病

病防治定点医院的辅助机构就近复诊ꎬ复诊结果上

定点医疗机构诊治不需要转诊模式ꎮ 三是医保的药

传定点医院相关专家并得到相关专家的后续指导ꎮ

物目录中增加结核病住院与门诊治疗中必需的二线

这样不仅保证了结核病患者的治疗质量、节约了差

抗结核药物ꎮ 门诊及出院带药时纳入治疗方案的二

旅成本ꎬ而且大大降低了结核病患者对社会人群的

线或复制方案中的喹诺酮类、氨基甙类及大环内酯

传播风险ꎮ

类等药物应按照结核药政策对待ꎬ而不应该按普通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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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类药物对待ꎮ

治疗效果不满意者ꎬ分析查找原因ꎬ制定进一步诊疗

２.２

计划ꎮ

利用现有的基层结核病防治机构确立“ 互联网

＋结核病防治工作” 的框架结构的辅助部分———结

核病防治定点医院的辅助机构

２.６

探索“ 互联网 ＋ 结核病防治工作” 的管理机制

及补偿机制

对现有技术人员进行相应培训ꎬ至少达到结核

制定相应的制度法规规范结核病防治定点医院

病定点医院专家助手的能力ꎬ完成定点医院专家的

和结核病防治定点医院辅助机构的医务人员的相关

医嘱并上传相关信息ꎮ 同时ꎬ督导患者遵从医嘱、定

工作、约束患者自觉遵从医嘱ꎻ探索相应的经济激励

期复查、按时服药ꎮ

及补偿机制以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和患者使用移

２.３

动互联网客户端及遵从医嘱的积极性ꎮ

完成互联网对接
在已有的互联网设施基础上、选用或开发相关

程序实现结核病防治的定点医院和结核病防治定点
医院的辅助机构之间的互联网对接ꎬ实现结核病防
治机构与患者的移动互联网客户端的对接ꎮ
２.４

建立患者电子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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