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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 我行动

������本报讯 （刘志勇） 近日 ，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标准委）
发布 《个人健康信息码》 系列
国家标准。 该系列国标统筹兼
顾个人信息保护和信息共享利
用， 实施后可实现个人健康信
息码的码制统一、 展现方式统
一、 数据内容统一。

个人健康信息码是在疫情
形势下， 以真实数据为基础，
由市民或返工返岗人员通过自

行网上申报， 经后台审核后生
成的个人二维码， 作为个人在
当地出入通行的电子凭证。 由
于各地在数据采集来源、 展现
形式等方面的不同， 目前尚不
能实现跨区域通用。

此次颁布的 《个人健康信
息码》 系列国标， 包括参考模
型、 数据格式、 应用接口 3项内
容， 其中， 参考模型规定了健康
码的组成和展现形式， 提出了健

康码应用系统的参考模型和跨地
区互认的技术机制； 数据格式规
定了疫情防控所需个人健康信息
的数据结构、 数据元属性和数据
管理要求； 应用接口则规定了个
人健康信息服务的接口， 各类应
用可通过统一接口对接不同的个
人健康信息服务， 为打通个人健
康证明属地管理限制提供了技术
支持， 也为各地出行人员跨地区
流动提供了便利。

��������5月 5日是世界哮喘日。 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儿童哮喘及家庭管理的重要性， 郴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北院儿童呼吸内科举行了“世界哮喘日” 公益活动， 由儿童呼吸内科专家团队进
行系列科普宣教， 为喘息患儿答疑解惑， 进行科普义诊及其他趣味性活动。 图为义诊现场， 医
生护士们教哮喘患儿正确选择、 使用吸入装置等。 通讯员 吴州丽 唐迎元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尹蕾 张立
斌） 近日，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内分泌内科李启富教授团队
在 《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 在线发
表了题为 《中国初诊高血压患者中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 的论文， 首
次报道了在新诊断的高血压患者
中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 （简称原
醛症） 患病率为 4%～7%， 以及新
诊断高血压患者中原醛症的患病
特征和治疗预后情况 ， 为原醛症
的诊治增加了新的证据。

据李启富介绍， 原醛症是继发
性高血压的常见病因， 以肾上腺皮
质自主高分泌醛固酮引起循环中醛

固酮水平升高、 肾素降低为主要特
征。 部分原醛症 （醛固酮腺瘤） 患
者可通过单侧肾上腺切除术获得治
愈， 被认为是可治愈性高血压。 原
醛症造成的长期高醛固酮血症， 会
导致独立于血压的心脑血管事件风
险增加和肾脏等靶器官损伤。 早期
诊断并纠正高醛固酮血症带来的不
良影响 ， 被认为可以改善患者预
后。 我国成人高血压患者接近 3 亿
人， 按既往报道的高血压总人群中
原醛症 5%～10%的患病率估算， 至
少有 1200 万名原醛症患者。

然而， 在新诊断高血压患者中
原醛症的患病率尚不清楚。 对此，

李启富带领的原醛症研究团队开
展了一项大样本前瞻性队列研究，
历时 1 年半， 纳入受试者 1020 人。
研究明确， 中国新诊断高血压中原
醛症的患病率至少为 4%， 另外尚
有 3%为疑似原醛症患者。 各级新
诊断的高血压患者之间 ， 原醛症
的患病率无显著差异。

研究团队对 3 组高血压人群
（原醛、 非原醛、 疑似原醛） 的心
血管事件和靶器官损伤的横断面
分析发现， 原醛和可疑原醛患者微
量白蛋白尿 （尿微量白蛋白与尿肌
酐浓度的比值≥30mg/gCr） 的检出
率显著高于非原醛患者， 而 3 组人

群的心血管事件无显著差异。 对原
醛患者接受治疗一年后的疗效评估
分析发现， 接受手术治疗组高血压
患者治愈率高达 85.7%； 药物治疗
组 79.3%的患者仅需服用单一降压
药 （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 螺内
酯） 即可获得良好的血压控制。

该研究提示， 新诊断高血压患
者应该进行积极的原醛症筛查， 以
期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本报讯 （通讯员 鲁超群） 为进一步指导
医疗队员因地制宜地参与受援国疫情防控工
作， 减轻医疗队员心理压力， 4 月 30 日， 湖南
省卫生健康委组织召开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等 9
个在长派员单位负责人会议， 并邀请中南大学
湘雅二医院心理专家与医疗队员远程交流。

在援外医疗队派员单位负责人座谈会上，
各派员单位负责人就相关情况踊跃发言、 沟通
交流， 均表示所在单位坚决支持援外医疗队员
工作， 尽力解决其家庭具体困难， 让援外医疗
队员们心无旁骛地在受援国工作学习和生活。

当前， 中国 (湖南) 对口援助的津巴布韦
和塞拉利昂两国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日趋严峻。
中国 (湖南) 第 21 批援塞拉利昂、 第 17 批援
津巴布韦医疗队 (以下简称 “援外医疗队”) 所
在医院均为当地政府指定的新冠肺炎患者救治
定点医院。 随着收治病例增加， 院内感染风险
增高， 面临的疫情防控形势日渐复杂， 医疗队
员们心理压力普遍增大。 随后召开的心理专家
与医疗队员远程交流会上， 来自中南大学湘雅
二医院的蒲唯丹和罗兴伟两位心理专家与援外
医疗队员们视频连线， 认真了解他们目前面临
的工作困难和心理压力。 针对部分队员存在的
过度焦虑和睡眠障碍等问题， 均有针对性地提
出了指导意见。 心理专家分析指出， 这次新冠
肺炎疫情是一次重大的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 其传播力和影响力史无前例， 援外医疗队
员存在适当的焦虑和紧张情绪是正常的应激反
应， 有助于应对、 解决困难和问题。 两位心理
专家还主动提出与援外医疗队员建立长效沟通
机制， 持续为医疗队员们提供专业指导。

初诊高血压宜早做原醛症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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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年期高血压多为暂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