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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全球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是继肿瘤、心

血管疾病之后第3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1]。据统计，

2013年全球约有3.82亿成年糖尿病患者，其中中国糖尿

病患病人数位居全球之首，约1.14亿。糖尿病是目前

临床治疗和研究的难点，饮食、药物、运动、健康教育和

自我监测这“五驾马车”是治疗糖尿病的关键。由于

大多数患者不能长期坚持良好的饮食、运动和生活习

惯，故糖尿病的治疗效果难以得到保证。据调查，仅有

47.7%的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能够得到稳定控制[2]，

不能控制的原因除了与患者的机体异质性有关外，还

与患者没有形成健康的饮食生活习惯、依从性不高等

有关。因此，糖尿病患者整体的自我管理能力还有待

于进一步提升[3]。面对如此庞大的糖尿病患病人数和

不理想的疾病控制情况，传统的医疗和护理模式已难

以满足当前糖尿病患者的治疗和护理需求。科技的进

步使人类步入信息化时代，医护人员利用手机、网络、

高科技电子设备对糖尿病患者的病情、生活方式实施

远程监督和管理已成为糖尿病管理的发展趋势。本文

就糖尿病远程管理模式的国内外研究进展作一述评。

一、远程管理的概念

远程管理是远程医疗的一部分，虽然在医疗中尚

没有被明确定义，但是大致意思是利用电子通讯设备

监测和传输患者的生理信息，使医护人员能够及时干

预和给予指导，帮助患者控制和管理病情，从而实现远

距离医疗服务的管理模式。

二、糖尿病的远程管理模式    

最早的糖尿病远程管理始于1988年，当时仅限

于对血糖数据进行记录和传输，而缺乏医患之间的

互动[4]。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使远程监测技术和管理

方式多样化。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包括手机、信息化

网络平台和智能化监测设备在内的各种远程管理系统

应运而生。

（一）国外的研究现状

国外对远程管理方式进行的研究较为成熟，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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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随机对照试验。Weinstock等[5]对分别接受常规护

理和远程保健护理的共1 666例糖尿病患者进行了长达

5年的随访研究，其中接受远程保健护理的患者定期把

血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血压值通过具有网络功

能的计算机传输给受过专业培训的个案管理师，个案

管理师也通过远程监管和定期网络视频来与患者进行

沟通。5年后的随访数据表明，远程保健组患者的糖化

血红蛋白、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血压水平均明显低

于常规护理组，说明远程管理较常规护理更有利于糖

尿病的康复。Stone等[6]对患有糖尿病且血糖水平控制

不佳的美国老兵进行的DiaTel研究表明，利用远程管理

系统每日对患者的血糖水平和用药情况进行监测和管

理，可使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得到显著改善。但

也有研究认为，远程管理模式与常规的门诊定期随访

相比，没有太大区别，远程管理模式在改善生理数据方

面没有很大的优势[7]。总体来说，两种方式属于同一种

类型，差异只在于是否需要患者进行手动传输，大多数

患者不愿意花费时间上传数据[8]，相比之下，具有自动

传输功能的仪器能减少患者的负担。但是以手机为媒

介的方法相对于门诊随访而言，能减少糖尿病患者的

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7]，提高患者的依从性，优势也同

样不可忽视。

挪威的1个医疗机构对使用“糖尿病日记”的手机

APP患者、使用APP同时接受4个月健康咨询的患者和

仅接受常规护理干预的患者（对照组）进行了长达1年
的随访研究，其中两个干预组使用的手机APP系统包括

血糖数据管理系统、饮食习惯数据管理系统、物理活动

数据管理系统、个人目标设定系统和一般糖尿病信息

查询系统，结果表明研究开始后的1年内，3组患者的糖

化血糖蛋白水平均有所下降，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就次要的关注点而言，使用APP系统的两组患者的

饮食习惯均得到了明显好转，活动频率和强度均得到

了明显提升，自我管理技能也优于对照组[9-10]。目前针

对糖尿病患者接受远程管理的研究仍较少，虽然老年

糖尿病患者对于高科技产品的接受度普遍不高，但中

青年患者更倾向于使用方便快捷的新事物，因此进行

糖尿病管理的APP系统未来有可能被更多地应用于特

定人群的延续性护理。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目前

对于这种类型的APP仍未建立明确的认证和监管制度，

在普及使用前涉及到的复杂的法律和隐私问题，有待

于进一步被解决[11]。

糖尿病足是糖尿病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早期为

糖尿病患者进行足部危险因素筛查和使用多普勒超声

监测下肢血流灌注和血管通畅度是筛选糖尿病足高危

患者的主要方法。目前，国外某些医疗机构已开始使

用带有光纤和传感器的智能鞋垫和袜子来监测居家患

者的足部压力，以帮助医护人员远程掌握患者的疾病

动向，这说明远程医疗管理已经涉及到糖尿病足的治疗

领域[12]。该监测系统不仅能监测血压和血糖，还能远程

采集伤口图片并上传到数据库，医护人员调出资料就

可以评估足部伤口的愈合情况并进行远程指导。这样

的方式对于糖尿病足患者而言可减少不必要的住院次

数，对于医院而言可加快医院病床的周转速度。

（二）国内的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医院主要通过网络信息平台和健康手

机相结合的方式来对糖尿病患者进行远程管理。已有

文献对此进行了报道，研究时间一般为2~12个月，对照

组患者通常接受常规的门诊随访，干预组患者通常接

受相对个性化的管理和指导，包括血糖定期的自我监

测和传输、用药方案的调整、饮食运动指导等，各项研

究得出的结论也大同小异：有研究得出干预组患者低

血糖事件发生的概率低于对照组[4]；有研究得出干预组

患者在使用远程管理方案后，空腹血糖、餐后2 h血糖、

糖化血红蛋白、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水平均较使用前

得到更明显的改善，且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13-15]；有研

究得出干预组患者的负性情绪可得到明显改善[16]；另有

研究用2型糖尿病自我管理行为量表对患者进行了评

估，得出干预组患者的自我管理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的

结论[17]。所有研究均反映了远程管理方式对于糖尿病

患者康复的重要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国外的

研究，国内研究纳入的样本量和随访时间均不够充足，

未来需要开展涉及更大样本量和更长时间的随机对照

研究，以明确远程管理方式对于减少糖尿病患者远期

并发症的作用。

糖尿病患者常合并有超重或肥胖症，因此有研究

提出了用远程管理模式监测患者的活动量以进一步控

制体重和血糖的想法。周海龙[18]利用UX-02型能量监

测仪监测患者每日的血糖、血脂、血压、运动量、运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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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时间和有效次数等指标，并定期上传给医务人员，医

护人员便可据此提供指导建议。该研究涉及270例糖

尿病患者，干预6个月后，患者的各项相关指标控制率

均提高了30%以上，体质量、体质指数、腰围、总胆固醇、

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也均得到明显下

降，说明该远程管理模式对于糖尿病，尤其是肥胖型糖

尿病患者的康复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运用手机APP对糖尿病患者进行远程

管理的研究尚未见报道，但已有相关文献提到了对该

系统的理论设计构想[19]。利用手机微信群对患者实施

干预已在临床上得到实践。杨夫艳等[20]对加入和未加

入微信群（干预组和对照组）的妊娠期糖尿病孕妇进

行了随机对照研究，他们用手机微信群对干预组患者

进行远程管理，每天向微信群推送一条关于妊娠期糖

尿病的知识链接，每位孕妇通过微信群汇报每天的饮

食、运动情况和每周的血糖、体质量变化情况，并由受

过专业训练的护理人员每天定时定点进行个体指导，

结果表明干预组孕妇出现早产、巨大儿、新生儿窒息的

机率明显下降。微信群虽可增加医患的沟通和交流，

但群中人数众多，且每人对微信聊天的热衷程度不一，

故无法对每一位患者进行有效地监管，因此开发既方

便又实用的手机远程管理软件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三）影响远程管理方式发展的因素

事实上，目前国内外远程管理模式并未得到广泛

应用，这与循证医学证据不足、医护和网络管理团队的

建设不健全[21]、技术资源不充足、无明确的经济政策支

持等息息相关。

1. 医疗相关因素：目前国内进行的关于糖尿病患

者远程管理方式的研究涉及的样本量和时间均不充

足，国外涉及大样本和长时间的研究也不太多，因此，

远程管理方式给糖尿病患者带来的益处并未得到循证

医学证据的充分支持，循证医学证据的不足会使其应

用和推广受到影响。进行远程监护的医疗团队应该是

整合性的团队，包括内分泌科医师、糖尿病专科护士、

专业的计算机管理人才等。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尤其

在国内的医疗机构，并未出现专门的计算机管理人才

的角色，同时相对于美国专科护士，中国专科护士的角

色定位也不清晰，没有规范的糖尿病专科护士的认证

制度。另一方面，远程管理的发展需要医院高层领导

的支持和重视，医院的政策是推动整个医院远程管理

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医院政策的不支持会在医院层

面上影响远程管理整体的发展。

2. 人文相关因素：总体而言，远程管理方式更受年

轻人青睐。Terschuren等[22]的调查表明，患者的年龄和

受教育水平会影响其对远程管理方式的看法。老年人

更喜欢传统的就医模式，青年人更青睐方便快捷的就

医方式。还有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接受以电

话或网络沟通方式与医护人员互动的方法[23]。因此，可

结合糖尿病不同远程管理方式的特点和人群的需求来

推广远程管理模式。

3. 经济相关因素：据调查，2013年美国卫生投入资

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9%；而中国只占5.2%，总投入不

多，各专科项目分配下的资金和资源就更少。从长远

来看，远程管理方式的应用能否在经济成本效益方面

优于传统模式仍不得而知[23]。就目前国内的情况看，糖

尿病患者需支付的药物费用、治疗费用、血糖仪试纸费

用等，已超出平均收入家庭的支付能力，远程监测技术

的普及无疑会进一步增加花销。因此，远程管理的发

展离不开国家财政的投入和支持。

4. 技术相关因素：糖尿病远程管理方式的正常运

作和实施得益于技术力量的支撑。目前从医院信息化

建设的角度来看，实施糖尿病远程管理存在的问题有：

（1）投入大、效益低、见效慢、运作难；（2）医院信息系统

的可伸缩性不强，稳定性不高，支持远程管理系统有困

难[24]。因此，信息技术平台的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远程管理模式的发展。

四、展望

随着科技的进步，远程管理会引发人们更多的关

注。除了网络和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外，与糖尿病

相关的监测技术也在不断的研发中：如植入人体皮肤

可连续24 h监测血糖的植入性传感器“智能纹身”[25]，可

监控患者血糖、身体活动和营养状况并能风险报警的

小按钮[26]，掌握患者运动强度和睡眠质量的睡眠追踪

器，以及利用无线芯片和微型葡萄糖传感器测量血糖

的隐形眼镜等。除此之外，国家需从宏观层面上给予

医疗更多的经济投入和政策支持，社会人文观念需随

着时代的进步而发生更大的改变，医院需从学科发展

的角度给予远程管理项目更多的资金、人才和科研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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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只有这样，远程管理模式才能真正地发展和普及

起来，才能更好地为广大患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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