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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事业管理

社区女性健康管理科学发展对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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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分析了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女性健康管理宣传教育和评估、确定诊疗要求和
目标、系统管理孕产妇的现状，探讨了社区女性健康管理中面临的社会认知、保障条件、激励和补偿机制等方面
的问题，提出了提高女性健康管理重要性认识、充分利用专业资源推进女性健康管理、强化女性健康管理制度
支撑和保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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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健康直接关系下一代出生人口的健康和

提醒和引导女性重视自身健康，防范和早发现潜

素质，是全民健康的重要基石，影响到家庭及整个

在疾病，2年内实现妇科门诊数量翻倍，从2 000人

社会的卫生健康水平

[1-2]

。保障女性健康，对服务

次上升到4 000人次。通过对门诊适龄女性患者开

支撑三胎政策，应对人口老龄化，实现“健康中国”

展乳腺癌宫颈癌筛查和脑健康筛查，尽早落实了

战略目标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针对女性生理的

一些疾病防控措施。

特殊性，贯彻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全科医学服务

1.1.2

理念，提高特定人群身心健康意义重大。本文结合

腺癌和宫颈癌筛查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有67名宫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女性全生

颈超薄细胞学检查(thinprep cytologic test，
TCT)或

命周期健康管理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讨了

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基因

社区女性健康管理科学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分型检测结果异常，阳性筛查率达11%，经病理诊

1
1.1

通过健康状况评估和重点疾病筛查，强化高危人

实施健康宣教和风险评估，预防控制疾病
加强女性健康知识的宣传普及

本社区602名女性乳

断，确诊为癌前病变和癌症的有6名，比例达1%。

社区女性健康管理现状

1.1.1

强化高危人群管理

研究表

明，通过对社区女性的健康教育，可提高宫颈癌症
[3]

群的管理，实现了早发现、早管理和早干预，有效
防控了疾病进一步发展。
1.1.3

重视女性骨质疏松管理

骨质疏松导

等疾病筛查的覆盖率 。本社区采取讲课、义诊、

致的骨折是老年患者致残和致死的主要原因之

公众号定期推送健康知识等方式开展健康宣教，

一，对就诊患者加强骨质疏松预防的宣教，给出

伴有影响本病治疗效果的合并症和(或)并发

(下载网址：
http://www.nhc.gov.cn/yzygj/s76

症 ，需 要 进 行 相 关 检 查 及 治 疗 ，导 致 住 院 时 间

59/201902/61d06b4916c348e0810ce1fceb844333.

延长。

shtml)

有手术治疗指征需外科治疗者，转入外科治
疗路径。

(下载日期：2022-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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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饮食、运动、增加晒太阳时长等生活建议。经

郁症发生率有明显升高趋势，我国产后抑郁症发

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International Osteoporosis

病率为15% ~30% [5-6]。持续开展社区健康宣教和产

Foundation，IOF)的调查问卷评估，存在骨质疏松

后身心健康管理机制，可显著改善社区产妇产后

高危风险的，给予科学补充钙制剂和维生素D等

抑郁状况发生。

药物指导及进一步检查的建议。

1.3.3

1.2

身体状况，因地制宜指导孕妇产后进行阴道哑铃

明确诊疗要求和目标，解除患者疾病困扰

科学指导孕妇产后康复训练

综合评估

对女性不孕或胚胎

和多媒体生物刺激反馈仪的盆底康复训练，尽快

发育中出现胎停育溯源咨询时，发现很多病例

恢复盆底功能，提高将来生活质量。对不方便到医

与妇科疾病治疗不及时有关。强化“以预防保健

院开展盆底康复训练的产妇，通过微信群指导，鼓

为中心”的管理方式，完善个人健康档案，细化设

励、督促产妇在家持续坚持腹式呼吸阴道哑铃训

立青春期、育龄期、盆底康复治疗及更年期等专

练，保证产妇盆底康复效果[7]。

1.2.1

调整专科诊疗要求

科门诊，对不同生育期女性提供针对性指导，预
防妊娠合并症、盆底肌损伤、下丘脑-垂体-卵巢

2

女性健康管理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hypothalamus pituitary ovary，
HPO)轴紊乱等病症

2.1

女性健康管理的社会认知需要加强

的发生。

2.1.1

女性常见病预防作用意识不强

研究成

据调查，每位患者

果表明，女性年轻时的生活方式与老年时期的健

在基层医院平均就诊时间为“三甲”综合医院的

康有极大的相关性 [8]。很多妇科疾病往往发病较

3~8倍，＞50%的患者认为在基层医院得到充分的

缓，不对日常生活造成较大影响，又涉及女性私

1.2.2

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

[4]

健康宣教和咨询指导服务 。发挥社区宣教优势，

密，很多女性不接受和认可健康管理，忽视疾病的

尤其加强与更年期女性的沟通交流，提高对更年

预防、早期干预和管理，还是习惯于病情严重时才

期综合征的认识，增强配合使用激素等药物进行

走进妇科的“生病就医”生活状态 [9]。日常问诊实

治疗的依从性，实现良好的管理效果。

践中，很多女性，尤其是老年女性，还基本停留在

1.2.3

妇科常见病不会对自己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

优化个性诊疗管理方案

根据盆底障碍

性疾病患者身体条件及定期评估治疗情况和调

绝经后就不会患妇科疾病等认知中，身体出现问

整，实施个性化管理，经治疗，患者漏尿、腰疼、下

题很少主动就医，在症状严重被动就医时，已延误

腹坠等症状都得到了缓解。对更年期患者，结合治

了最佳预防、治疗时机，影响后期治疗效果。

疗反馈、个人健康档案和检测结果，加强跟踪管

2.1.2

理，调查回访150名围绝经和绝经后期患者情况显

生活蓝皮书：中国女性生活状况报告(2015)》中的

示，有147名有效减轻失眠、潮热、盗汗、情绪不稳

“第10次中国城市女性生活状况调查”统计显示，

女性常见病危害影响认识不够 《女性

定等症状，比例达98%。

育龄女性妇科疾病发病率＞70%，有5%的女性因

1.3

病情严重而影响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当前，女性

加强生育环节管理，保障孕产妇身心健康
全面评估

痛经、卵巢囊肿、尿失禁、子宫肌瘤、宫颈病变、骨

孕产妇身体状况，确定风险因素，加强跟踪指导和

质疏松等健康问题一直很突出[10]。在同这些患者

产后随访，在母乳喂养、盆底康复、产褥期知识宣

沟通时，很多患者缺乏对妇科常见病危害性的认

教、家庭和谐指导、情绪管理方法等方面提供专业

识。当把这些常见病拖成严重的疾病，不仅影响自

化的指导，延伸服务链条，呵护女性健康。实践证

身生活质量，对家庭造成经济压力，还会发生因病

明，对孕产妇实施专业化、精细化管理，可对提高

返贫、家庭破裂等一系列社会问题[11]。

其健康水平发挥重要作用。

2.1.3

1.3.1

1.3.2

提高专业化管理孕产妇能力

及时疏导产妇心理问题

产后抑郁症不

女性健康管理政策引导不全面

我国非

常重视健康管理工作，社区对老年人的高血压、

仅影响患者身心健康和产后恢复，同时也影响新

糖尿病、精神类疾病、乳腺癌和宫颈癌筛查都纳入

生儿的健康生长发育，严重者还会引起虐婴、杀婴

了健康管理范围。实施多年的孕产妇健康指导管

和自杀等极端行为。研究显示，近年国内外产后抑

理，使我国孕产妇死亡率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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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00/10万，
降至2018年的18.3/10万，
优于中高收
入国家平均水平

[12]

。但目前对女性盆底障碍性疾

病、子宫肌瘤、月经病、骨质疏松等常见病，尚缺少

标准，
很难推动女性健康管理工作顺畅开展。

3

女性健康管理科学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全面系统的健康管理政策引导。

3.1

2.2

3.1.1

社区女性健康管理保障机制和条件待完善

2.2.1
高

全科和专科在疾病管理上配合度不

当前社区医院老年人的高血压、糖尿病、骨质
[13]

疏松等常见病重点由全科医生实施诊疗和管理

。

用

提高对女性健康管理重要性的认识
大力宣教女性健康管理干预防控疾病作

女性健康管理是一门涉及临床医学、中医养

生、中医经络学、中医食疗、现代营养学、运动医学
据研究，
加强女性备孕、
怀孕、
孕
等的新型医学[14]。

但是按照全科医学理念常规管理的女性患者，如

期、出生、成长、育龄期、更年期的全生育周期管

果不针对女性特殊生理，结合个人健康档案和激

理，提前干预和预防，可以将霉菌性阴道炎发病率

素水平变化情况进行健康管理，很难达到较好的

从78%下降为20%，细菌性阴道炎发病率从60%下

管理成效。

降为20%，哺乳期乳腺炎从20%下降为2%，更年期
一方面，社区医院

综合征率从30%下降为10% [15] 。女性健康管理能

大多不设病理科、C T室等辅助检查设施，同时存

有效减少或延缓女性疾病困扰，大幅减少未来治

在妇科患者数量不稳定、检测人员有限和检测试

疗费用，有效提升生活幸福感。

剂成本等客观因素，社区妇科性激素六项、血人绒

3.1.2

毛膜促性腺激素(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

政策引导和激励措施，提高医务人员对女性健康

H C G )等专项检测也不能实现随到随检；另一方

管理的认识，在思想观念上实现从“以治病为中

面，社区医院开展的T C T和H P V基因分型检测，

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逐步转变。基层医院的妇

由于需要外送检测，尚不能列入医院常规医保项

科医生也要调整单一治疗思路，就女性最关心的

目内。

备孕、孕期管理、分娩及产后修复、妇科疾病和癌

2.2.2

2.2.3

实施系统检查受制约

妇科专用药品保障欠缺

一方面，受到社

调整转变女性疾病预防管理方式

通过

症等加强个性化预防与筛查管理，成为女性的“全

区就诊患者人群数量的限制，社区医院药房只储

科医生”，持续提高女性生活质量。

备一些常规剂型的妇科用药。另一方面，由于药物

3.1.3

剂型单一，不能满足患者对药物多样化的需求，又

性在家庭中拥有着女儿、妻子、母亲等众多角色，

影响了很多女性患者到社区医院进行健康管理或

承担着养育子女的重要任务，在社会生产中也发

治疗的意愿和积极性。

挥着“半边天”的作用[16]。女性健康水平关乎现代

2.3

女性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产两种角色作用发挥，

女性健康管理激励和补偿机制不健全

2.3.1

女性健康管理工作缺乏激励措施

随着

增强保障女性健康的社会责任意识

女

关乎家庭稳定和社会和谐，是全民健康的基石，衡

人类寿命延长和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实施女性

量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

健康管理，从个人层面可以预防疾病发生，维护身

3.2

体健康，提高生活质量；从发展层面看，可预防和

3.2.1

延缓老年疾病的发生，有效利用和节约医保基金。

合发挥妇科专业作用，参与女性老年病患者管理

但对女性健康管理短期和长远成效，既没有纳入

中。对女性糖尿病、骨质疏松等常见病以及焦虑、

政府的公共管理项目，也不作为医院责任目标，缺

精神紧张、失眠等病患，结合妇科个人健康档案和

少系统性激励和补偿政策支持，社区医院和医务

自身周期变化，给出针对性的情绪调节、治疗指导

人员积极性都不高。

和跟踪服务，互补全科医学的管理。

2.3.2

3.2.2

障

女性健康管理没有相应配套制度保

医务人员持续开展健康咨询、指导、管理工

充分利用专业资源推进女性健康管理
促进妇科与全科在管理上有机结合

共享专项检查资源

综

采取规划布局区域

性公共检测站点，支撑服务周边社区医院需要的

作，对保证女性健康、
提高生活质量起到重要作用，

检测检查项目，或者利用社区医联体上级医院的

但在健康咨询、
指导、
管理、
康复治疗等主要健康服

资源力量，建立认可社区医院检查申请单的绿色

务项目上，
还没有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和收费

通道等方式，破除社区医院检测检查条件设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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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制约。
3.2.3

发挥网络云药房功能作用

通过建立良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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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远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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