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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尖中心医院”APP在患高血压病的干部保健人群中的应用
张英强1，罗倩2，叶海华2
【摘要】目的 探讨“指尖中心医院”APP在患高血压病的干部保健人群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入
选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于南京市中心医院门诊就诊及干部保健对象中患有高血压病的干部保健人群
共1746人，随机分为传统门诊管理组和“指尖中心医院”APP管理组，跟踪随访至少18个月，观察两组
血压控制达标率、因心脑血管病住院率、医疗花费及对慢性病科普知识了解程度等指标并进行统计分
析。结果 “指尖中心医院”APP管理组血压控制达标率优于传统门诊管理组（81.9% vs. 62.5%）；APP
管理组新发心脑血管事件率、因高血压病的住院率分别为5.3%、15.9%，低于传统门诊管理组的11.7%、
19.3%；APP管理组因高血压病住院天数平均为（9.2±1.4）天，少于传统门诊管理组的（12.5±1.8）
天；APP管理组年人均医疗花费为8974元，少于传统门诊管理组的13 628元；APP管理组完全及部分依从
的比例为88.5%，优于传统门诊管理组的67.9%；APP管理组对慢性病科普知识了解程度评分为（82.4±
7.3）分，高于传统门诊管理组的（63.7±9.4）分；所有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 应
用“指尖中心医院”APP管理高血压病的成效优于传统门诊管理，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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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Fingertip Central Hospital APP in health care

for governmental officials with hypertension. Methods The governmental officials with hypertension (n=1746)

were chosen from Central Hospital of Nanjing City from Jan. 2016 to Dec. 2017, and then divided randomly into
traditional outpatient management group (traditional group) and Fingertip Central Hospital APP management
group (APP group), and 2 groups were followed up for at least 18 months. The compliance rate of controlling blood
pressure (BP), hospitalization rate due to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medical cost and knowledge
of chronic diseases were observed and given statistical analysis in 2 groups. Results The compliance rate of BP
controlling was higher in APP group than that in traditional group (81.9% vs. 62.5%). The incidence rate of newattack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events (5.3%) and hospitalization rate due to due to hypertension (15.9%)
were lower in APP group than those in traditional group (11.7%, 19.3%). The average inpatient days were (9.2±
1.4) d in APP group and (12.5±1.8) d in traditional group, annual medical cost per capita was 8974 yuan in APP
group and 13628 in traditional group, proportion of complete and partial compliance was 88.5% in APP group and
67.9% in traditional group, and scores of chronic disease knowledge were (82.4±7.3) in APP group and (63.7±9.4)
in traditional group (all P<0.05). Conclusion The efficacy of Fingertip Central Hospital APP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raditional outpatient management in BP controlling, which is worth clinical promoting.
[Key words] Mobile health care; Fingertip Central Hospital APP; Hypertension; Health care for governmental officials

高血压病是世界范围内重大的公共卫生问
题，尤其在发展中国家，高血压病发病率处于
持续增长事态。根据CHS研究结果 [1]：中国≥18
岁成人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分别为
51.6%、45.8%和16.8%, 治疗控制率仅为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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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病并非是一种独立的疾病，而是一种以血
压升高为主要表现的综合征，可导致或加速心脑
血管疾病、肾脏疾病的发生与发展。如今高血压
病是我国人群脑卒中及冠心病发病及死亡的主要
危险因素 [2]，客观地反映了传统高血压管理模式
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为：高血压患者的就
诊时间无规律性、就诊医生的不同、就诊时的检
查测量状况偶然性会造成治疗方案的不连贯，直
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治疗效果 [3]；高血压患者更换
医疗机构和主管医师，医患缺乏有效的持续反馈
和指导，是导致高血压控制率低的主要原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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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高血压患者真正到三级医院来就诊时往往是
因为己经发生了严重的并发症，导致经济负担增
加，致残、致死率高居不下，因此，我国高血压
的治疗管理现状亟待改善。
随着移动技术的发展，许多医生与患者已经
广泛将手机医疗APP用以医疗用途，目前在国外
也有不少在慢性疾病管理中使用移动医疗技术的
研究 [5]，这将极大地延伸了医疗服务范围，具有
方便、灵活、高效等特点。在当前医疗压力日益
增大，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目前移动医
疗技术的高速发展和运用为慢病管理提供了新的
契机 [6]。由南京迈特望科技有限公司和南京市中
心医院联合设计开发的高血压管理软件—“指尖
中心医院”APP，可以通过软件平台实现血压测
量值的上传、测量值的反馈信息、生成血压曲线
图、生活处方信息推送及在线健康咨询等功能，
可突破时间及空间的限制将患者与医生高效地联
系。本文运用“指尖中心医院”APP管理患高血
压病的干部保健人群，现将结果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入选2016年1月~2017年12月于南
京市中心医院门诊就诊及干部保健对象中患有高
血压病的干部保健人群共1746人，其中男性1083
名，女性663名，年龄46~83（61.7±3.2）岁。入
选标准：所有符合《中国高血压基层管理指南》
（2014年修订版） [7]诊断标准；能自行或在他人
指导下操作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无精神障碍患
者；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急
性心脑血管疾病；未能控制的甲状腺疾病；合并
严重感染、肿瘤或风湿免疫性疾病；拒绝参与该
研究。按照患者入选的先后顺序，采用简单随机
方法进行分组，通过计算机分为传统门诊管理组
和“指尖中心医院”APP管理组。
1.2 方法
1.2.1 传统门诊管理组流程 患者自行门诊就诊，
由门诊医生根据患者就诊主诉进行血压测量，开
具必要时的实验室及辅助检查，宣教基本的健康
知识，制定抗高血压病药物治疗方案及合理的运
动饮食方案。建议患者至少每月门诊随访1次，
必要时给予电话随访，指导患者控制血压达标及
做好脑血管病的一、二级预防工作。
1.2.2 “指尖中心医院”APP管理组流程 应用软
件由南京迈特望科技有限公司和南京市中心医院
联合设计开发。具体操作流程如下：①建档：通
过扫描二维码下载并安装APP，在线实名注册、
登录后录入档案资料，记录初始血压、心率及治
疗方案后保存。②评估：对患者的病情、生活情
况（饮食、心理、运动、吸烟、睡眠）、用药

•

1465 •

依从性等进行评估。③制定血压管理计划：由管
理团队根据评估结果制定个性化的管理计划(比
如，根据患者是否有冠心病、糖尿病、肾病等合
并症制定不同的血压目标值、监测频率、血压报
警值、营养方案、运动强度以及添加其他监测指
标)。④按计划实施管理：建议患者在初始一月
内每周测量至少3次血压及心率，并通过软件上
传，系统根据反馈数据生成并反馈高血压处方
（包括饮食处方、运动处方、生活处方、心理干
预处方、建议药物处方及行脑血管病二级预防处
方等），并依据患者血压值将其分入一、二、三
级管理组：一级管理的对象是血压达标的患者，
这类人群被建议每周至少测量1次血压、心率；
二级管理的对象是血压未达标的患者，预测短期
内不会出现较为严重的并发症，给予干预后可以
达标，这类人群给予积极找原因（包括服药依从
性、不良生活方式的改善情况以及是否存在测量
误差等）后提醒每天至少测量1次血压、心率，
若观察两周后仍未达标建议及时就诊；三级管理
的对象是血压明显升高，随时或短期内极易出现
严重的并发症，需尽早干预，这类人群同样给予
积极找原因并建议其尽快就诊，对于住院治疗的
管理对象要求自出院之日起进入二级管理组。⑤
阶段性评估：将患者连续监测的血压等指标绘制
成曲线图，以周或月为节点，了解患者的血压波
动情况，从而调整计划。除此之外，还制定有预
警设置（当患者血压或心率超过预警范围时，系
统会立即报告给管理者），便于及时干预。
1.2.3 临床信息的收集 记录入选患者的一般信息
资料、高血压年限、生活习惯、有无高血压病家
族史、有无合并其他的慢性病（糖尿病，冠心
病，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缺血性脑
血管病，出血性脑血管病，肾病，大血管疾病、
哮喘等）、高血压分级分组、目前血压、心率、
药物治疗及联系方式等。
1.2.4 血压的控制 患者入选后行动态血压检
测评估血压控制状况。降压方案的制定及调
整均参照指南 [8] 进行，参照2014年中国高血压
基层管理指南，依据个体情况制定血压达标
值，多数病例的目标血压应＜140/90 mmHg（1
mmHg=0.133kPa），包括慢性肾脏病患者，合并
糖尿病的患者，目标血压为＜130/80 mmHg，年
龄超过80岁的老老年患者起始治疗的收缩压水平
为＞160 mmHg，收缩压目标值为＜150 mmHg。
1.2.5 随访内容及观察指标 对两组样本的人群跟
踪随访至少18个月，传统门诊管理组以门诊随访
及电话随访为主，APP管理组以软件远程随访及
门诊随访为主。随访内容包括：血压达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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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包括冠心病、心肌梗
塞、心力衰竭、脑血管意外等）；因高血压病就
诊的次数；因高血压病住院的次数及住院总费
用；使用抗高血压药物、他汀类药物及抗血小板
药物（如阿斯匹林、氯吡格雷等）的依从性；高
血压病科普知识了解程度（问卷评分形式）等。
观察两组血压控制情况、是否新发心脑血管疾
病、是否因高血压病住院、高血压病相关的医疗
总费用、服药依从性及对高血压病科普知识了解
程度评分等。
1.3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18.0统计学
软件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 ±s）
表示，两组间均数的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
采用例数（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 2检
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统门诊管理组，所有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表3）。
表2 两组病例血压达标率、治疗情况、死亡人数及失访率的比较
项目

门诊管理组
（n=881）
血压控制达标率（n，%）
473（62.6）
新发心脑血管事件率（n，%）
89（11.8）
因高血压病的住院率（n，%）
146（19.3）
因高血压病平均住院天数（天） 12.5±1.8
高血压病相关医疗费用（元/人*年） 13 628
死亡（n，%）
15（2.0）
失访率（n，%）
125（14.2）

APP管理组
（n=865）
653（81.8）
42（5.3）
127（15.9）
9.2±1.4
8 974
13（1.6）
67（7.7）

P值
0.012
0.007
0.041
0.037
0.016
0.97
0.028

表3 两组病例依从性及对高血压病科普知识了解程度评分的比较
项目
完全依从比率（n，%）
部分依从比率（n，%）
科普知识了解评分（分）

门诊管理组
（n=881）
36.5
31.4
63.7±9.4

APP管理组
（n=865）
63.8
24.7
82.4±7.3

P值
0.016
0.034
0.027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高血压患者一般资料均
衡检验结果显示一般资料无统计学差异（P均＞
0.05），符合进行观察组和对照组数据对比分析
的要求（表1）。
表1 两组一般资料的比较
项目
男（n，%）
年龄（岁）
高血压病1级（n，%）
高血压病2级（n，%）
高血压病3级（n，%）
高血压年限（年）
合并糖尿病（n，%）
有高血压家族史（n，%）

门诊管理组
（n=881）
546（62.0）
61.5±4.7
323（36.7）
385（43.7）
173（19.6）
13.7±3.9
106（12.0）
119（15.5）

APP管理组
（n=865）
537（62.1）
61.9±4.4
316（36.5）
380（43.9）
169（19.5）
13.9±4.2
103（11.9）
122（14.1）

2.2 两组失访率、血压达标率、治疗情况及死亡
人数的比较 经过为期18个月的治疗随访，APP
管理组失访67例，除9例要求退出外，其余均因
无法熟练使用软件而失访，门诊管理组失访125
例；APP管理组患者动态血压平均值从治疗前的
（156.6±9.2）/（87.6±6.7）mmHg下降至（133.3
±8.9）/（81.4±6.8）mmHg，门诊管理组患者动
态血压平均值从治疗前的（155.9±9.1）/（87.9±
6.8）mmHg下降至（138.4±9.2）/（84.5±7.3）
mmHg；APP管理组血压控制达标率、新发心脑血
管事件的发生率、因高血压病的住院率、因高血
压病住院天数、高血压病相关的年人均医疗费用
与传统门诊管理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
＜0.05）；随访期间APP管理组死亡13人，略低于
门诊管理组的15人，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表2）。
2.3 两组依从性及对高血压病科普知识了解程
度评分的比较 APP管理组完全及部分依从的比
率、对慢性病科普知识了解程度评分均优于传

3 讨论
高血压病是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
严重威胁我国居民的健康，它的复杂性、长久
性、多因性和反复性要求患者和家属积极参与。
传统的诊疗模式受到时间及空间的制约，已不能
满足治疗的需求。因此，了解全天多个时段的血
压信息，且能够准确反映患者日常活动昼夜的血
压变化情况，对防治高血压具有重要的意义[9]。
目前，我国一、二、三线城市16岁~59岁
人群使用智能手机用户分别达到94%、88%、
88%[10]，智能设备的普及为移动医疗的管理奠定
了基础，移动医疗技术及其相关模式下的移动医
疗服务研究及应用也已成为卫生行业信息化的发
展趋势[11]。然而只有极少数移动医疗软件是由一
些大学或医疗机构组织联合开发[12]，大多数移动
软件以患者自我管理为主，缺乏来自专业医疗团
队的干预和管理。本研究软件是由对高血压等慢
性病管理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疗团队与专业的
软件开发公司合作开发，平台功能齐全，运行流
畅，数据准确，实用性强。患者可以通过平台随
时反馈自己的病情和服药情况、运动情况等，医
务人员也可以及时向患者了解影响高血压控制的
不良生活习惯改进、治疗方案与血压控制曲线的
疗效关系等信息，通过指导患者生活方式可以强
化高血压患者的自我调控意识。此外，与传统门
诊单次测量血压相比，平台可以记录到真实生活
状态下多个时间点的血压值，不仅可排除“白大
衣高血压”，及时发现“隐蔽性高血压”，还可
通过长期的监测了解血压变化趋势，提高心脑血
管风险评估的准确性[13]，提高了干部保健人群对
高血压病治疗的主动性及血压控制达标率。
本研究为前瞻性，随机及对照性研究，收集

中国循证心血管医学杂志2019年12月第11卷第12期 Chin J Evid Based Cardiovasc Med,December,2019,Vol.11,No.12

到的信息具有广泛性、真实性、代表性，保证了
临床医学研究的严谨性。研究结果提示应用“指
尖中心医院”APP对高血压患者实施个体化管理
能使其血压管理优于传统门诊管理组，为高血压
等慢性疾病的管理提供了新思路及新方法，具有
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然而在使用过程中我们也
发现，多数75岁以上老年患者对智能设备使用不
熟练，存在较多的误输入数据，常常需要子女帮
助，影响了管理的高效性，拟后期与开发公司反
馈，若能将语音录入模块植入势必能进一步提高
管理效率，此外本研究中患者的辅助检查数据采
用的图片格式上传，后期若能与辅助科室的数据
库进行接轨，随时导入患者的数据，将方便流行
病学的调查及更多慢性病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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