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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制定和实施,国家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和各种组织机

构对人民健康的关注度明显提高。为了贯彻落实规划纲要,提高国民的健康素养,非常有

必要普及和提高国民的健康管理知识和对健康的管控能力,以提高国民的整体健康水平;
通过强化对疾病的三级预防,管控疾病的发病风险,降低疾病特别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

患病率和死亡率,减轻医疗负担,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和幸福指数。
大学生为青年群体的生力军和高知群体,能够较快接受新的健康理念,掌握健康管理

的基本理论和技能,并通过他们向社会各界传播。因此,提高大学生群体的健康管理能

力,是快速提高整个社会健康管理水平的有效途径。本书面向在校大学生,特别是非医学

类在校大学生,以高中生物学知识为起点,在重点阐述健康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

同时,注重理论与实践的融合,着力提高实际操作和社会传播能力,以提高大学生的健康

素养和综合管理能力。
本书共分为十章,包括健康管理基本理念、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与健康管理密切相

关的膳食营养、身体活动、心理健康及中医养生等相关领域的基础知识,并对常见慢性病

健康管理的实施过程进行了详细论述。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在兼顾理论性和专业知识完整

性的同时,针对非医学类专业大学生医学基础知识比较薄弱的特点,深入浅出地介绍健康

管理学的基本理论,重视教学实践内容和实际操作技能的培养,突出慢性病综合管理能力

的培养,以提高学生的健康风险意识和健康管理能力。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多位同行专家的鼓励和鞭策,我们也时刻牢记各位专家的

指点和建议,一丝不苟地完成教材的编写,同时也得到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使得本书能够按时、高质量地出版。但是,由于编者水平所限,本书难免会有不足之处,因
此希望各位专家不吝指教,也希望广大学生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反馈,我们一定虚

心接受。
本书得到了华体健康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的鼎力资助,在此深表感谢。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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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健康管理概论


[内容提要]

1.
 

健康的概念及健康管理基本理论

2.
 

健康管理的基本内容与步骤

3.
 

健康危险因素的概念、分类及主要内容

4.
 

健康管理的基本策略

本章介绍了健康、疾病的概念,简要介绍健康管理的科学依据和健康管理的理论基

础,阐述健康管理的基本内容和步骤;重点描述健康危险因素的概念、分类、主要内容及风

险表示方法;详细阐述健康管理的基本策略。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健康的概念、健康的维度,掌握健康管理的基本内容和基本

步骤,掌握健康危险因素的概念、分类、主要内容和健康风险的表示方法;熟悉档案的类

型及其主要内容,掌握PROM和SOAP记录模式;熟悉健康管理的基本策略,了解健

康管理的理论基础;学习健康知识与技能,树立健康理念,践行健康行为,促进身心

健康。

第一节 健康管理基本概述

一、
 

基本概念

(一)
 

健康

健康的概念是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世界卫生组织(WHO)在1948年成立之

初就指出“健康不仅是没有病和不虚弱,而且是身体、心理、社会功能三方面的完满状态”。
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及科学的进步,医学模式已从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向了

“生物 心理 社会医学模式”,健康的概念也随之变化,以适应新医学模式。健康具有身

体、心理、社会功能三个基本维度。1990年,WHO对健康的阐述是“健康不仅是没有病和

不虚弱现象,而且是躯体、心理、社会与社会适应能力和道德的健全”。评估个体是否健

康,应该从躯体、心理、社会与社会适应能力和道德四个维度来进行。
生理健康是指身体各个机能、器官正常,各项健康的指标符合标准,没有出现不适的



健康管理理论与实践
 

状况。有一些比较明确的标准,如身高、体重等生长发育指标,体温、脉搏、腰围、血压、心
率、肺活量等体格指标,血常规、血糖、血脂、肝肾功能等化验指标,以及心电图、胸部X摄

片、B超、CT等特殊检查指标。生理健康是其他健康维度的基础。
心理健康以生理健康为基础,是人体健康的重要维度。健康的心理会促进生理的健

康,不良的心理会导致生理机能的下降,甚至患病、死亡。判断心理是否健康有三项原则,
即心理与环境的同一性、心理与行为的整体性及人格的稳定性。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心

理健康标准有三方面:
 

①
 

具有健康心理的人,人格完整,自我感觉良好,情绪稳定,且积极

情绪多于消极情绪;有较好的自我控制能力,能保持心理平衡;自尊、自爱、自信,有自知之

明。②
 

能够独处,有充分安全感,能保持正常人际关系,能受到别人的欢迎和信任。③
 

对

未来有明确的生活目标,有理想,有事业追求,能踏实工作,不断进取。
适应能力是指个体与环境在适应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个性特征,个人为与环境取得

和谐的关系而产生的心理和行为变化。一般认为社会适应能力包括个人生活自理能力、
基本劳动能力、选择并从事某种职业的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等方面。它有三个基本组成部

分:
 

①
 

个体。社会适应过程的主体。②
 

情境。与个体相互作用,不仅对个体提出了自然

的和社会的要求,而且也是个体实现自己需要的来源。③
 

改变。它是社会适应的中心环

节,不仅包括个体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还包括个体改变环境使之适合自己的需要。个体

在遇到新情境时,一般有问题解决、接受情境和心理防御三种基本的适应方式。良好的环

境适应能力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反映,与个人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知识技能、创造能力

等密切相关。
道德可简单解释为做人的道理和应有的品德。道德健康的内容是指不能损坏他人的

利益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能按照社会认可的行为规范来约束自己及支配自己的思维和行

动,具有辨别真伪、善恶、荣辱的是非观念和能力。道德良好是增进社会安全、有益于人体

健康的重要内容,为人们的健康创造了社会环境。道德健康的最高标准是“无私利他”,基
本标准是“为己利他”;不健康的表现是“损人利己”和“纯粹害人”。

(二)
 

疾病

疾病是机体在一定病因的损害性作用下,因自稳调节(Homeostatic
 

Control)紊乱而

发生的异常生命活动过程。疾病会引起各种症状、体征和行为异常,特别是对环境适应能

力和劳动能力的减弱甚至丧失。疾病有如下基本特征:
 

①
 

疾病是有原因的。疾病的原因

简称病因,它包括致病因子和条件。目前虽然有些疾病的原因还不清楚,但是随着医学科

学的发展,迟早会被阐明的。②
 

疾病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
有不同的变化,这些变化之间往往有一定的因果联系。③

 

疾病发作时,体内发生一系列

的功能、代谢和形态结构的变化,并由此而产生各种症状和体征,这是我们认识疾病的基

础。④
 

疾病是完整机体的反应,但不同的疾病又在一定部位(器官或系统)有它特殊的变

化。⑤
 

疾病发作时,机体内各器官系统之间的平衡关系和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的平衡关

系受到破坏,机体对外界环境适应能力降低,劳动力减弱或丧失。了解疾病的概念与特征

有助于我们理解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健康管理所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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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健康管理概论

(三)
 

亚健康

通常人们所说的疾病是指狭义的疾病,是指具有一定诊断标准的,有具体名称的疾病

(包括综合征)。而广义的疾病是针对健康而言的,也就是说只要不符合健康的定义,就可

以认为个体处于疾病状态。基于健康和疾病(狭义)的认识,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症状既不

属于健康范围,也不能满足疾病的诊断标准,因此提出亚健康的概念。亚健康

(Subhealth)是指“人体处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一种状态”。处于亚健康状态者,不能达到

健康的标准,表现为一定时间内的活力降低、功能和适应能力减退的症状,但不符合现代

医学有关疾病的临床或亚临床诊断标准。亚健康是健康管理的重点人群,经过科学的健

康管理,可以阻止亚健康状态向疾病发展,促使亚健康状态回归健康状态,促进身体健康。

二、
 

健康管理基本理论

(一)
 

健康管理的科学依据

1.
 

健康和疾病的动态变化关系

健康和疾病的动态平衡关系及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和干预策略是健康管理的科学

基础之一。个体从健康状态到疾病状态要经历一定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从健康

状态开始,进入低危险状态到高危险状态,然后再到发生早期改变,最后出现临床症状。
疾病被诊断之前的阶段,若为急性传染病,这一过程可以很短;若为慢性病,则过程通常较

长,往往需要几年至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时间。慢性病期间的健康状况变化多数不被轻

易地察觉,各阶段之间也并无明显界线。在被确诊为疾病之前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有可

能比较容易地阻断、延缓甚至逆转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恢复到健康状态,从而实现维护健

康的目的。

2.
 

大部分危险因素是可以预防和改变的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高血压、高血脂、超重及肥胖、缺乏身体活动、蔬菜和水果摄入量

不足以及吸烟,都是引起慢性病的重要危险因素。这些危险因素导致的慢性病目前难以

治愈,但其危险因素本身却是可以通过改变行为生活方式进行预防和控制的。慢性病的

危险因素中,大部分属于可改变因素,这为健康风险的控制提供了第二个重要的科学基

础。因此,健康管理就是要对这类危险因素进行早期发现、早期评估和早期干预,以实现

维护健康的目的。
(二)

 

管理学基本理论

管理学基本理论是健康管理的重要学科基础。管理就是对一个组织所拥有的各种资

源进行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用最有效的方法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这一定义中,有以

下几点需要说明。第一,“组织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主要包括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物力资

源、时间资源、信息资源、技术资源。管理需要资源作支撑。第二,“计划、组织、领导和控

制”就是管理的职能,传统的管理职能可以细分为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五大职能。
随着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我们把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作为管理的新的五大职

能。第三,“用最有效的方法”是指管理活动中要遵循其客观规律,在此基础上运用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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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技术和手段,不断创新管理体制与机制,达到高效益的目的。第四,“实现组织目标”
就是指管理活动具有目的性。管理者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协调组织成员的个人目

标,使其与组织目标一致,完成组织目标,同时实现组织成员的目标。
健康管理就是应用管理学基本理论与方法对健康进行管理。管理的目的是使有限的

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即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用。健康管理可以理解为健康管

理机构或人员利用各种资源,进行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通过健康信息收集、健康风险

评估和行为干预等有效的方法,改善个人和人群健康状态以收获最大健康效益的过程。

三、
 

健康管理的基本内容与步骤

(一)
 

健康管理的基本内容

健康管理的基本内容包括认识健康状况、树立健康理念和建立健康行为。

1.
 

认识健康状况

在健康管理理念下采用现代医学和管理学方法,对个体或群体的健康进行监测、分
析、评估,并及时反馈给服务对象,让管理的个体或群体系统全面地了解自我健康状况,帮
助服务对象找出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评估发病的概率。

2.
 

树立健康理念

健康管理人员根据服务对象的健康状况,有针对性地改变服务对象对疾病与健康的

认识。通过为服务对象提供健康教育、传授健康知识与技能,使其树立正确的健康理念;
通过健康咨询、交流与指导等手段,帮助和鼓励服务对象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3.
 

建立健康行为

健康管理的服务个体或人群在健康管理师的帮助下,在认识健康状况、树立健康理念

的基础上,进一步在生活上采取行动,做出改变。根据自己的实际健康状况与风险,改变

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习惯。在科学方法的指导下,戒除不良习惯,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减
少危害健康的风险因素。

建立健康行为是健康管理最重要的内容,也是健康管理的重要目标。
(二)

 

健康管理的基本步骤

健康管理包括健康信息收集、健康风险评估、健康干预三个基本步骤。

1.
 

健康信息收集

健康管理信息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
 

①
 

各种卫生服务过程记录。通过查看卫生服务

过程记录表单获取信息。在卫生服务过程记录中,最常见的是体检记录。另外,还有门

诊、住院等医疗服务记录,疾病控制与管理记录,妇女、儿童等预防保健记录。②
 

专题调

查记录。通过访谈、问卷和观察法获取的各类健康信息,如慢性病的随访调查记录等。

③
 

便携式及可穿戴设备获取的健康数据。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便携式电子设备

及可穿戴设备得到广泛使用,为收集健康信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丰富了健康行为数据的

数量和种类,为健康大数据分析提供了数据来源。
收集的健康信息包括服务对象的人口学信息、基本健康信息(一般情况、健康状况、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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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史、家族史等)、职业特点、生活方式、心理情况、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慢性病随访情况

等。通过收集的健康信息,建立个人或群体健康档案,为后续健康风险评估提供数据。

2.
 

健康风险评估

健康风险评估(Health
 

Risk
 

Assessment,
 

HRA)
 

是对个体的健康状况及未来患病和

(或)死亡危险性的量化评估。健康风险评估是一种分析方法或工具,用于描述或估计某

一个体或群体未来发生某种特定疾病或因某种特定疾病导致健康损害甚至死亡的可能

性。健康风险评估对危险因素进行量化,同时对个体或特定群体的健康状况及未来患病

和(或)死亡危险性做量化评估,构建了健康风险因素与健康结果的数量依存关系,获得发

病的可能性或概率。健康风险评估不是临床疾病的诊断,也不能代替临床疾病的诊断,是
未来患病和(或)死亡的可能性或概率。健康风险评估有信息收集、危险度计算和评估报

告三个基本模块,通过前期收集的健康信息,根据各种风险评估模型,运用一定的方法计

算危险度,最终获得评估报告。健康风险评估的结果作为健康干预的依据。
在健康管理的学科发展过程中,涌现出许多健康风险的评估方法。传统的健康风险

评估一般以死亡为结果,多用来估计死亡概率或死亡率。近年来健康风险评估技术的研

究重点指向发病或患病可能性的预测方面,以疾病为基础的患病危险性评估逐步取代传

统的以死亡为目的的风险评估,患病风险比死亡风险更能帮助个人理解风险因素的作用,
有助于高效地实施控制措施。

3.
 

健康干预

健康干预即健康咨询与指导,有计划地干预、管理健康。在前面两个步骤的基础上,
以多种形式帮助个人采取行动,纠正不良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控制健康危险因素,实现个

人健康管理计划的目标。健康干预与一般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的不同之处在于,健康

管理中的健康干预是个性化的,是根据个体的健康危险因素,由健康管理师进行个体指

导,设定个体目标,并动态追踪效果,通过个体健康管理日记、参与专项健康维护课程及跟

踪随访措施来达到改善健康的效果。健康干预的具体方式包括个人健康咨询、个人健康

管理后续服务、专项健康与疾病管理服务。
(1)

 

个人健康咨询。在了解健康情况及进行风险评估后,可以为个体提供不同层次

的健康咨询服务,如咨询当地健康管理服务中心或个人健康管理师,通过电话或面谈进行

一对一的指导,让服务对象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和疾病的危险因素、了解提高健康水平的

具体措施、确定预防疾病发生的具体方案。其内容主要包括解析个人健康信息、评估健康

检查结果、提供健康指导意见、制订个人健康管理计划和制订随访跟踪计划等。
(2)

 

个人健康管理后续服务。个人健康管理后续服务是健康管理计划实行的监督、
保证与完善步骤,具体根据被服务人群或个体的需求,结合实际的医疗资源实施。其内容

和方式主要包括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建立平台,对个体健康信息进行查询、做出指导、
定期寄送健康管理消息,以及提供个性化的健康改善计划。监督随访则是检查健康管理

计划的实现情况,并检查主要危险因素的变化状况。此外,健康教育课堂也是后续服务的

重要措施,在营养改善、生活方式改变和疾病控制方面有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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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专项健康与疾病管理服务。对于特殊个体或专属人群,可根据特定的健康目标

或疾病的预防指向为其提供专项健康与疾病管理服务。对于已经患有慢性病的个体,可
针对特定疾病或危险因素为其提供专项服务,如糖尿病管理、血脂管理、心血管疾病危险

因素管理、精神压力缓解、戒烟、运动、减重、营养和膳食咨询等。对于没有慢性非传染性

疾病的个体,可为其提供的服务也很多,如个人健康教育、生活方式改善咨询和疾病高危

人群的教育等。
健康管理就是通过健康信息收集、健康风险评估和健康干预等控制健康风险,从而达

到维护健康的目的。对个体而言,健康管理的基本程序是在收集个人健康信息的基础上,
通过对疾病危险性的评价,形成疾病危险性评价报告,实施健康干预,即健康信息收集、健
康风险评估和健康干预。其中,健康信息收集和健康风险评估旨在提供有针对性的个性

化健康信息,以调动个体降低自身健康风险的积极性;而健康干预则是根据循证医学的研

究结果指导个体维护自己的健康,降低已经存在的健康风险。对群体而言,健康管理可以

汇总、评价群体的健康信息,梳理群体的疾病、健康危险因素的状况,形成群体健康管理咨

询报告,为分析群体健康需求提供必要的参考依据,为有效实施群体健康管理提供必要的

支持。健康管理的这三个步骤是一个总的原则,应综合不同的危险因素和差异,制订个体

化的健康管理方案,并积极地采用现代信息管理技术等多种管理手段以达到全过程、细致

化的健康干预。需要强调的是,健康管理是一个长期的、连续的过程,即在实施健康干预

措施一定时间后,需要评估效果、调整计划和干预措施。只有周而复始、长期坚持,才能达

到健康管理的预期效果。

第二节 健康危险因素与评估

一、
 

健康危险因素概述

(一)
 

健康危险因素概念

健康危险因素(Health
 

Risk
 

Factor),也称健康相关危险因素,是指能使人们发生疾

病或死亡危险性增加的因素,或者是能使人们健康不良后果发生的概率增加的因素,包括

个人特征、环境因素、生理参数、疾病或临床前疾病状态等。个人特征包括不良的行为(如
吸烟、运动不足、膳食不平衡、酗酒、睡眠不足、心理压力大、吸毒、迷信、破坏生物节律等)、
疾病家族史、职业等。环境因素包括暴露于不良的生活环境和生产环境等。生理参数包

括有关实验室检查结果(如血脂异常)、体型测量(如超重、肥胖)和其他资料(如心电图异

常)等。全面了解和掌握健康危险因素的相关知识是开展健康管理活动必备的知识基础

和核心技能。
(二)

 

健康危险因素因果关系与特点

危险因素是一种危险信号,是那些受其暴露后患病危险性增加的因素。它的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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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某些健康问题(疾病)跟随在后,因此,它可以是其后出现疾病的原因,但可以不是主要

原因,或者是伴随因素。由于种种条件,在某危险因素出现后,相应的健康问题(某种疾

病)不一定出现或不一定马上出现,有时需经过一个较长的潜伏(或潜隐)期,需要该危险

因素的反复多次作用,有时还需要其他危险因素的共同或顺次参与等。尽管如此,并不是

每个个体当具有某种或某些危险因素之后,都一定会出现相应的健康问题(疾病),这里还

存在一个统计学上的概率问题。

1.
 

因果关系的多样性

(1)
 

单因单果。即一种危险因素只引起一种健康问题或疾病,一种健康问题只由一

种危险因素引起,该危险因素既是必要的又是充分的。但是,现代疾病,特别是慢性非传

染性疾病中,单因单果的危险因素几乎不存在。即使存在必要病因的传染病,其病因也不

是单一的,因为除了病原体外,还需要宿主易感性等因素,疾病才会发生。
(2)

 

单因多果。即一个危险因素可引起多种健康问题或多种疾病,单因多果的现象

是常见的。比如,吸烟是肺癌、心脏病、慢性支气管炎等多种疾病的危险因素。单因多果

的关系揭示了危险因素的多效应性,指出了对某个危险因素进行干预可以预防多种不同

疾病的可能性。
(3)

 

多因单果。即多种危险因素可以引起一种健康问题或一种疾病,多因单果的现

象也是常见的。如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吸烟、肥胖等均是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多因单

果的关系揭示了危险因素的多因性,指出了控制某种健康问题或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可多

管齐下的可能性。
(4)

 

多因多果。由于单因多果和多因单果的存在,多因多果的现象必然存在。如高

血压、高血脂、吸烟、肥胖等均是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同时也是脑卒中等其他疾病的危险因

素。不同健康问题或疾病的多个危险因素可以完全相同,但多数情况下只是部分相同。
多因多果的病因现象增加了识别危险因素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同时也揭示了多种途径

预防疾病的可能性。
因果关系的多样性、复杂性还体现在,不管是上述哪一类因果关系,在因和果的通路

上,都存在直接和间接的危险因素,即有些危险因素可直接导致疾病的发生,而另一些危

险因素则需通过作用于一个或多个其他危险因素,并由后者直接引起疾病的发生。直接

的危险因素与间接的危险因素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切断危险因素的任何环节都可以达到

预防疾病的目的。

2.
 

健康危险因素的特点

(1)
 

潜伏期长。在危险因素暴露与疾病发生之间常存在较长的时间间隔,人们一般

要经过多次、反复、长期接触后才会发病,潜伏期因人因地而异,并且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2)

 

特异性弱。许多危险因素的广泛分布及混杂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危险因

素的特异性作用。特异性弱,使得一种危险因素与多种疾病相联系。特异性弱也可以表

现为多种危险因素引起一种慢性病。
(3)

 

联合作用。随着大量危险因素越来越多地进入人类的生产生活环境,导致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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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危险因素的多重叠加。单因多果、多因单果、多因多果、因果关系链和因果关系网络

模型的提出,提示人们多种危险因素联合作用的大量存在。
(4)

 

广泛存在。危险因素广泛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环境之中,各因素紧密伴

随、相互交织。其健康危害作用往往是潜在的、不明显的、渐进的和长期的。
慢性病产生的各种危险因素及与慢性病之间的内在关系已基本明确(图1 1)。慢性病

的发生、发展一般遵从正常健康人→低危人群→高危人群(亚临床状态)→疾病→并发症的

自然规律。从任何一个阶段实施干预,都将产生明显的健康效果,干预越早,效果越好。

图1 1 常见慢性病及其共同危险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

(三)
 

健康危险因素分类

健康危险因素没有统一的分类方法,其范围很广。健康危险因素有外界的包括物理

的、化学的、生物的,有精神的,有社会经济的,也有内在的遗传因素。世界卫生组织列举

了全球主要健康危险因素:
 

儿童期和孕妇低体重、不安全的性行为、高血压、吸烟、过量饮

酒、不安全的饮用水、不安全的卫生设施和卫生习惯、高胆固醇、来自固体燃料的室内烟

雾、铁缺乏、超重与肥胖等。

1.
 

按是否可改变分类

按是否可以纠正分为不可改变的危险因素(Non-modifiable
 

Risks)和可改变的危险

因素(Modifiable
 

Risks)。通常,慢性病的危险因素由不可改变和可改变的危险因素组

成。不可改变的危险因素主要包括家族遗传史、年龄、性别、种族等。可改变的危险因素

主要包括心理不健康、不良生活方式(吸烟、身体运动不足、膳食不平衡)等,这些因素与个

人健康状况和(或)个人慢性病风险有密切的联系。在所有健康危险因素中,大部分因素

是可控的。健康危险因素按是否可改变分类,可以指导健康管理干预方向,关注可改变的

危险因素,加大可控因素的控制力度,对于防控疾病,尤其是慢性病至关重要。按是否可

改变分类,既承认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又能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健康干预主要是

针对可改变的危险因素制订干预方案。

2.
 

按性质来源分类

概括起来有环境危险因素、行为危险因素、生物遗传危险因素和医疗卫生服务中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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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因素四类。个人健康状况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普遍认为,行为危险因素是主要的健康危

险因素,占所有因素的50%~55%,环境危险因素占20%~25%,生物遗传危险因素占

15%~20%,医疗卫生服务中的危险因素占10%~15%。以下重点介绍这四类健康危险

因素。

二、
 

健康危险因素的内容

(一)
 

环境危险因素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繁衍的重要条件。环境因素是指以人为主体的外部世界,即
围绕人们的客观事物的总和,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1.
 

自然环境危险因素

自然环境是人类和其他一切生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包括阳光、空气、水、气象、
地理等。良好的自然环境因素对控制人体生物节律、维持机体正常代谢、增强免疫功能、
促进生长发育等具有重要作用,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繁衍的重要条件,环境的质量对人类健

康至关重要。
(1)

 

生物因素。对人类健康尤为重要的生物因素主要包括微生物、寄生虫、支原体、
原虫等。在“生物医学模式”时期,生物因素是人类疾病的主要病因;在如今的“生物 心

理 社会医学”模式时期,生物因素仍是人类致病的三大要素之一。病原微生物引起的霍

乱、伤寒、鼠疫等烈性传染病,曾在一段时期内严重威胁人类健康。近年来,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艾滋病(ADIS)、疯牛病(BSE)、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

SARS)、禽流感(AI)、埃博拉出血热(EHF)与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等传染病的不断

出现,以及全球一体化在传染病传播中作用的不断加大,再次提醒人们生物因素在致病过

程中的重要程度和危害性。
(2)

 

化学因素。由于人为的或自然的一些原因,造成空气、水、土壤及食物的化学组

成在一定范围内发生变化,如各种燃料燃烧后排放的废气中含有大量二氧化硫、一氧化碳

等,造成空气中这类气体含量增高;含汞、砷等重金属的工业废水可污染水源;用含镉废水

灌溉农田,经过生物的富集作用,水稻吸收水中的镉,造成大米中镉含量显著增高。除人

为的活动外,一些自然灾害,如火山爆发、地震、洪水、泥石流等,以及不同母岩形成的土壤

都可使局部地区的空气、水、土壤的化学组成发生很大变化。例如,饮水型地方性氟中毒的

发生,明显与浅层地下水含氟量高有关,而地方性砷中毒则与较深层地下水含砷量高有关。
(3)

 

物理因素。环境中的物理因素可分为自然环境中的物理因素和人为的物理因

素。自然环境中的声、光、热、电磁辐射等在环境中永久存在,它们本身一般对人体无害,
有些还是人体生理活动所必需的外部条件,只有其强度过高或过低时,才会造成污染或异

常。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人为物理因素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日趋严重,例如

噪声污染、光污染、电磁波污染、电子污染、放射性污染等。

2.
 

社会环境危险因素

人类生活在社会中,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家庭、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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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习惯、卫生服务、人口等因素不仅与人类生活和健康有直接关系,而且各因素之间互

相影响。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水平、宗教信仰及文化传统不仅直接影响人们的文化教育

水平、生活方式和卫生服务质量,也影响对上述自然环境的保护、利用、改造的政策和措

施。社会因素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不是孤立的,往往通过影响人们的生活生产环境而影响

人类的健康,更重要的是通过影响人们的心理状态而影响人类的健康。社会因素与心理

因素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十分密切。随着人们健康观念和医学模式的

改变,社会心理因素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正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与

健康水平呈现密切的正相关关系。
世界各国健康水平差别巨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疾病类型和死因谱不同。在经

济落后的国家,贫困、营养不良、卫生设施落后和环境污染等,使传染病和营养不良引起的

死亡占5岁以下儿童的70%~90%。
(二)

 

行为危险因素

行为危险因素是指由于自身行为生活方式而产生的健康危险因素,亦称自创性危险

因素,也称行为生活方式因素。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由于不良行为生活方式导致的疾

病,危害健康的程度日益严重。据统计,前四位主要死亡原因———心脏病、肿瘤、脑血管病

和意外伤害占总死亡数的70%以上。上述四种死亡原因都与行为生活方式中的危险因

素密切相关。
不良的行为生活方式可以避免,如不安全的性行为、吸烟、过量饮酒、不健康的饮食、

不良的卫生习惯等。行为生活方式与慢性病的关系尤为密切,绝大多数慢性病都与以下

四种行为危险因素密切相关:
 

吸烟、过量饮酒、缺乏身体活动和不健康饮食。

1.
 

吸烟

吸烟是许多可预防疾病的首要原因,如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肿瘤和呼吸系统疾病等。
全世界每年因吸烟死亡的人数高达600万,其中吸烟者死亡约540万。吸烟者心肌梗死

的相对危险性和冠心病猝死的发生率都明显高于不吸烟者。吸烟是男性和女性心血管疾

病共同的危险因素。过早吸烟、每日吸烟量和吸烟吸入深度是冠心病死亡风险上升的危

险因素,而且吸烟和其他危险因素在冠心病方面存在协同效应。吸烟是慢性支气管炎、肺
气肿和慢性气道阻塞的主要诱因之一。吸烟可引起中央性及外周性气道、肺泡及毛细血

管结构及功能改变,同时对肺的免疫系统产生影响,从而导致肺部疾病的发生。烟草烟雾

是一类致癌物,吸烟不仅是肺癌的重要致病因素之一,而且吸烟与口腔癌、食道癌、胃癌、
结肠癌的发生有一定关联。香烟中的有害物质会影响胎儿的发育,孕妇吸烟者流产的发

生率较不吸烟者要高,吸烟还与多种出生缺陷有关,如神经管畸形、足内翻、唇腭裂、隐
睾等。

2.
 

过量饮酒

酒精是造成200多种疾病和损伤的危险因素。饮酒还与精神和行为障碍等健康问题

的发生相关,包括酒精依赖、肝硬化等主要非传染性疾病,癌症和心血管病,以及由暴力和

交通事故及碰撞引起的损伤。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称,2012年全球因有害使用酒精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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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万人死亡,超过艾滋病、肺结核、暴力事件死亡人数的总和,占全球死亡总数的5.9%。
据估算,平均每10秒就有一人因饮酒死亡。而其中一半以上的死亡是由慢性病引起的,
如癌症、心血管病等。全球疾病负担若以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s,
 

DALYs)计算,4.5%是由酗酒引起的,其中癌症、心血管疾病和肝硬化约占1/4。
女性比男性更易罹患与酒精相关的健康疾患,但男性因酒精造成的死亡率高于女性。

3.
 

缺乏身体活动

身体活动是指由骨骼肌肉产生的需要消耗能量的任何身体动作,包括体育运动、锻炼

和其他活动,如游戏、步行、家务、园艺和舞蹈。缺乏身体活动是慢性病的独立高危因素,
而全球三分之一的成年人缺乏身体活动。全球每年约有320万人因缺乏身体活动而死

亡,占所有死亡人数的6%,是全球四大死亡风险因素之一,仅次于高血压(13%)、烟草使

用(9%),与高血糖(6%)并列。缺乏身体活动是心血管疾病、癌症和糖尿病等慢性病的主

要风险因素。在许多国家,缺乏身体活动呈上升趋势,这加重了非传染性疾病负担,并影

响全球总体健康。与一周4天以上每天从事至少30min中等强度身体活动的人相比,缺
乏身体活动的人的死亡风险增加20%~30%。21%~25%的乳腺癌和结肠癌、约27%的

糖尿病、约30%的缺血性心脏病的主要病因,都是缺乏身体活动。

4.
 

不健康饮食

健康饮食有助于预防营养不良以及包括糖尿病、心脏病、脑卒中和癌症在内的多种非

传染性疾病。全世界大约1600万(1.0%)的DALYs和170万(2.8%)的死亡与水果蔬

菜摄入不足有关,摄入充足的水果和蔬菜可降低心血管病的发病风险。与摄入水果蔬菜

等低能量食物相比,摄入高脂高糖类高能量食物更易导致肥胖。饮食中食盐的摄入是血

压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也是心血管病发病的重要危险因素。WHO建议,每人每天低于

6g食盐摄入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高血压患者每人每天低于5g食盐摄入。但大部分

国家的人群摄入食盐量要高于此推荐水平。中国目前人均每日食盐摄入量为10g左右,
每年由心血管病导致的170万例死亡可归因于食盐/钠摄入过量。我国食盐摄入标准为

每人每天低于6g。此外,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也可增加心血管病的发病风险。
(三)

 

生物遗传危险因素

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还有由于人类生物遗传因素造成的危险因素,包括直接与遗传

有关的疾病和遗传与其他危险因素共同作用的疾病。
随着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基因研究的发展,遗传特征、家族发病倾向、成熟老化和复合

内因学说等都已经在分子生物学的最新成就中找到客观依据。人们对于疾病的认识越来

越深入,发现许多疾病与遗传因素有关。有的单基因遗传病直接与遗传因素有关,如红绿

色盲、血友病、白化病等。但是,绝大多数疾病是基因与其他危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危
险因素有年龄、性别、种族、疾病遗传史、身高、体重等。常见的疾病有心脑血管病、糖尿

病、肿瘤等慢性病和精神疾病、阿尔茨海默病等。遗传因素也是造成机体对某些环境污染

物易感的重要因素,如完全缺乏血清抗胰蛋白酶因子的人,吸入刺激性气体易造成肺损

伤。红细胞中6 磷酸葡萄糖脱氢酶(G 6 PD)缺乏的人,接触硝基氨基化合物易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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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损害。肝、肾功能不良的患者,由于其解毒、排泄功能受影响,暴露于环境污染物下易

发生中毒。
(四)

 

医疗卫生服务中的危险因素

卫生服务指卫生机构和卫生专业人员以防治疾病、增进健康为目的,运用卫生资源和

各种手段,有计划、有目的地向个人、群体和社会提供必要服务的活动过程,包括社会的医

疗卫生设施和制度及其利用。以人为本,以健康为中心的健全的医疗卫生机构和完备的

服务网络、足够的卫生经济投入及公平合理的卫生资源配置均对人群健康和疾病的预防

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我国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主要内容包括11大类43个项

目:
 

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儿童保健、孕产妇保健、老年人保健、慢性病

患者健康管理、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卫生监

督协管和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全球基本卫生服务包括计划生育、产前保健、接生服务、
儿童免疫、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结核病治疗,以及获取清洁水和卫生设施等。

医疗卫生服务因素是指医疗卫生服务系统中存在的各种不利于保护和增进健康的因

素,包括医疗卫生服务匮乏、医疗质量低、误诊漏诊、过度医疗、医疗差错、院内交叉感染、
医疗制度不完善等。广义而言,医疗资源是否合理布局、初级卫生保健网络的健全程度、
城乡卫生人力资源配置悬殊、重治疗轻预防的倾向、医疗保健制度不完善等都是可能危害

人群健康的因素。

三、
 

健康风险评估

(一)
 

健康风险评估概述

1.
 

健康风险评估的定义

健康风险评估(Health
 

Risk
 

Assessment,
 

HRA)是指用于描述或估计某一个体或群

体未来发生某种特定疾病,或因某种特定疾病导致健康损害甚至死亡的可能性的量化方

法或工具。
健康风险评估的目的是估计特定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或概率,不是疾病的诊断。健康

风险评估是在健康信息收集、健康风险识别、健康风险聚类和健康风险量化的基础上进行

的。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可以达到改变人们不良的行为生活方式、降低危险因素的目的,对
于延长寿命、提高生命质量和改善人群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2.
 

健康风险评估的种类

健康风险评估按照应用领域可分为:
 

①
 

临床评估,主要对个人疾病状态、疾病进展和

预后进行评估,包括体检、门诊、入院、治疗等;②
 

健康与疾病风险评估,主要对健康状况、
健康改变和可能患某种疾病的风险进行评估;③

 

健康过程及结果评估,评估某种疾病的

并发症及其预后等;④
 

生活方式及行为健康评估;⑤
 

公共卫生监测与人群健康评估,指从

群体角度进行的健康危害和风险评估。
健康风险评估按照对象可分为:

 

①
 

个体评估,指对个体进行的健康状况、健康危害和

疾病风险的评估。②
 

群体评估,指在个体评估基础上对特定人群所做的健康风险和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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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一般可从两个方面进行评估,一是对不同人群的危险程度评估,确定不同人

群的危险程度,将危险程度最高的人群列为重点防治对象;二是对危险因素属性进行分

析,区分人群健康危险因素哪些属于不可控因素,哪些属于可控因素,对可控因素加强

干预。
健康风险评估按照功能可分为一般健康风险评估、疾病风险评估和健康功能评估。

3.
 

健康风险的表示方法

(1)
 

死亡率和发病率。健康风险都是以发病率或死亡率作为标的进行表达的。特定

原因死亡率的临床定义已取得广泛共识,居民死亡率表提供了一个全面、可靠的标准参

考。因而,基于死亡率的危险度计算一般比较容易获得定义清晰的基础信息。相对于死

亡率,发病率的定义就不那么清晰了,而且也不像死亡率那样具有统一的案例报告要求。
现在的健康风险更多地用发病率来表示,发病率较死亡率更容易被服务对象接受,同时更

容易促使服务对象采取措施改变健康状况。
(2)

 

危险度。危险度有相对危险度和绝对危险度两种表述方式。危险度适用于一个

具有共同先兆的若干个体组成的人群,而不能看作某一个人死亡的危险。
相对危险度(Relative

 

Risk)是指暴露于某种健康危险因素人群患病率(或死亡率)与
非暴露于该危险因素人群的患病率(或死亡率)之比,反映的是健康危险因素与疾病的关

联强度及个体相对特定人群患病危险度的增减程度。相对危险度是与人群平均水平相比

的,人群平均危险度可以来自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按年龄和性别统计的死亡率表。如

果把人群平均危险度定为1,则其他相对危险度就是比1大或比1小的数字。绝对危险度

(Absolute
 

Risk)是指暴露于某种健康危险因素人群患病率与非暴露于该危险因素人群的

患病率之差,反映的是健康危险因素对个体未来患病可能性或概率的增减量,是反映发病

归因于危险因素的程度。
针对某个个体按照一定方法和流程计算出来的危险度称为评估危险度。评估危险度

是指具有共同危险因素分值的若干个个体组成的人群,而不能看作某个个体的死亡或发

病危险。如果认为可以将每个风险因素修正到了一个理想水平,可对危险度再进行一次

计算。如此将所有先兆因素修正到目标水平计算出来的危险度叫作理想危险度

(Achievable
 

Risk),理想危险度表示的是健康风险降低的空间。需要注意的是,所有的风

险因素或先兆因素是指可改变的危险因素。
(3)

 

评估分值。危险度有时也称为评估分值,两者的意义相同,都是用于表示个人

风险的高低。将可改变的危险因素改变和降低后达到的新的危险度也称为目标分值。
如果受评估者的信息显示与HRA建议的所有目标已经达到吻合了,其目标分值也就

和评估分值一样了。假设将所有可改变的危险因素修正到理想水平,此时称为理想

分值。
(4)

 

健康年龄。健康年龄是指具有相同评估总分值的男性或女性人群的平均年龄。
为得到健康年龄,受评估者的评估危险度要和同年龄同性别人群的平均危险度相比较。
如果某个人的评估危险度与人群平均危险度相等,则他的健康年龄就是其自然年龄;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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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的评估危险度高于人群平均危险度,则他的健康年龄大于其自然年龄;如果评估危险

度低于人群平均危险度,则其健康年龄小于其自然年龄。理想危险度对应理想分值和理

想健康年龄,健康年龄与理想健康年龄之差称为增长年龄。
(二)

 

健康风险评估流程

健康风险评估包括健康信息采集、风险计算、评估报告三个基本模块。

1.
 

健康信息采集

健康信息采集是进行健康风险评估的基础,健康信息有卫生服务记录、体检信息、行
为生活方式信息三个来源。问卷是健康管理最常用的信息收集方法。问卷内容主要包

括:
 

①
 

生理、生化数据,如身高、体重、血压、血脂等;②
 

生活方式数据,如吸烟、膳食与运

动习惯等;③
 

个人或家族健康史;④
 

其他危险因素,如精神压力;⑤
 

态度和知识方面的

信息。

2.
 

风险计算

风险计算一般有单因素加权计算法和多因素模型分析法两种方法。
(1)

 

单因素加权计算法。早期的健康风险评估主要采用单因素加权计算法,即以特

定人群和特定疾病的患病率或死亡率作为评价指标,将单一因素与患病率或死亡率的关

系以相对危险性来表示其强度,各相关因素相对危险性的加权分数即为患病或死亡的危

险性。疾病风险可用相对危险度和绝对危险度表示。比较典型的有美国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
 

的吸烟与肺癌风险评估和美国糖尿病协会(ADA)的评价方法。单一健康

危险因素比较简单,偏倚相对容易控制,不需要很多指标和大量的数据分析。但是,疾病

尤其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往往是多种健康危害因素共同作用及环境与遗传交互作用的结

果。因此,单一健康危险因素的危险性评价和疾病预测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2)

 

多因素模型分析法。多因素数理模型分析计算法是采用数理统计、流行病学和

病因学研究方法,对多种健康危险因素的疾病危险性评价和预测,建立患病或死亡危险性

与各个健康危险因素之间关系的模型,得出某种疾病发病或死亡的危险性,更接近疾病发

生和发展过程,涵盖了更多的疾病相关参数,对疾病的风险评估也更加准确。这类方法比

较经典和成功的例子是Framingham
 

的冠心病预测模型,该方法将主要的冠心病危险因

素作为参数列入模型指标体系,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危险因素与疾病的关联,建立危险

评分标准、冠心病预测模型和评价工具,并在冠心病风险评估过程中应用,取得了令人满

意的效果。
随着生物医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人们对生命和疾病发展过程的认识逐步深刻,计算

机技术、网络技术的进步使与健康、疾病相关的海量数据的存储、分析、处理和共享成为可

能。越来越多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如Meta分析方法和循证医学的研究方法被用于健康和

疾病风险评估。多元数据处理技术和数据挖掘技术的不断成熟为健康风险和疾病风险评

价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3.
 

评估报告

健康评估报告一般应包括个体或群体的人口学特征、健康信息汇总、疾病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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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危险因素重点提示、健康生活方式评估报告、健康促进与指导信息报告、个性化膳食

处方、个性化运动处方等。
(三)

 

健康风险评估的作用

1.
 

识别健康危险因素和评估健康风险

健康风险评估的首要目的是帮助个体综合认识健康风险,对个体或群体的健康危险

因素进行识别,对健康风险进行量化评估。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健康危险因素往往

呈现多元化,并且相互影响,甚至产生联合作用。很多危险因素并不表现出病症,往往是

一病多因,同时又一因多果,正确判断哪些因素是引起疾病的主要因素,对危险因素的有

效干预和疾病预防控制至关重要。

2.
 

修正不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

健康风险评估通过个性化和量化的评估结果,使个体认识到自身某些行为和生活方

式对健康的损害程度,有助于其正确认识不良行为生活方式,在科学的指导下,主动修正

不良生活方式,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以达到预防和改善慢性病的目的。

3.
 

制订健康指导方案和个性化干预措施

通过健康风险评估个体的主要健康问题及其危险因素,并确定危险因素的属性,进而

为个体制订健康指导方案和个性化干预措施。对危险因素进行干预是防止慢性病、生活

方式相关疾病和代谢疾病的最有效的方法。因此,科学的健康指导方案和个性化干预措

施能够有效降低个体的发病风险,减少或延缓疾病的发生。

4.
 

干预措施及健康管理效果评价

健康风险评估可以用于干预措施、健康指导方案和整个健康管理的效果评价。健康

管理是个连续不断的监测—评估—干预的周期性过程,即在健康干预措施实施一段时间

后,需要评价其效果,调整计划和干预措施。实施健康管理和个性化干预措施后,个体的

健康状态和疾病风险可以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得到再确认,有效的健康干预和健康管理可

以改善健康状态、降低疾病风险,健康管理中出现的问题,也可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去寻找

原因,从而进一步完善和修正健康指导计划和干预方案。

5.
 

健康管理人群分类及管理

在对群体进行健康管理时,为了使健康管理更加有效,针对性更强,通常要筛选高危

人群进行分层管理。而健康管理可依据管理人群的不同特点做分类和分层管理,将管理

人群根据健康危险因素的多少、疾病风险的高低和医疗卫生服务利用水平及医疗卫生费

用等标准进行划分,对不同管理人群采取有针对性的健康管理、健康改善和健康干预措

施。一般来说,健康危险因素多、健康风险和疾病风险高的群体或个体的健康管理成本和

医疗卫生费用相对较高,基本医疗保障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费用的增加可以有效降低疾

病风险和医疗费用。人群分类管理针对性强,能有效提高管理质量和效率。

6.
 

其他

应用健康风险评估还可满足其他的目的需求,如评估数据被广泛地应用在保险的核

保及服务管理中,根据评估数据进行健康保险费率的计算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另外,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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