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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针对膝骨关节炎（KOA）人群生活方式干预及中医健康管理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形成专家

共识意见。方法 运用德尔菲法，在前期文献研究及第 1 轮“膝骨关节炎人群生活方式干预及中医健康管理”
专家问卷的基础上，结合 2018 年 8 月岭南微创关节论坛及 2018 年 11 月中华中医药学会运动医学分会专家
组的专家建议，编制第 2 轮专家问卷；对国内骨伤科尤其关节专科的专家进行意见征询，并对调查结果进行
统计分析。结果（1）受访专家的积极性与专业水平均相对较高，分布地区广泛，具有代表性。
（2）问卷调查各

项条目的专家意见集中程度、协调程度均相对较高；KOA 人群生活方式干预及中医健康管理优选条目依次
为：①减重；②外伤后及早治疗；③自我行为疗法干预；④防外邪；⑤关节功能训练；⑥改变负重力线；⑦其

他：健康宣教、四季调摄、生活起居干预、膳食指导、方药及运动干预等。结论 采用医学循证结合德尔菲法能
够较好的总结本领域专家对 KOA 人群生活方式干预及中医健康管理的意见，为后续诊治方案优化及慢病管
理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生活方式干预

中医健康管理

doi: 10.11842/wst.20190125004

膝骨关节炎（KOA） 专家调查问卷

中图分类号: R274

膝 骨 关 节 炎（Knee osteoarthritis, KOA），以 疼 痛 、

关节僵硬、功能障碍为主要临床体征，是困扰我国老
年人群的重要疾患之一

[1-4]

。鉴于 KOA 发病率逐年攀

升，早期中西医预防及居家康复，效果相对显著；本病

的生活方式干预及中医健康管理相关研究，逐渐成为
该领域研究的重点所在[5-6]。
德尔菲法（Delphi 法）主要通过多次信息交流与反

文献标识码: A

国内骨伤科专家进行专家意见征询，探讨 KOA 人群生

活方式干预及中医健康管理，为后续诊治方案优化及
慢病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1
1.1

资料与方法
专家遴选
参考德尔菲法对专家咨询人数的建议，依据代表

馈校正，依据受访专家的综合意见，从而对测评对象

性、广泛性、权威性的法则，综合考虑地区分布、以及

进行客观评价（定量+定性）的一种预测、评价及优化

相关专业领域，同时兼顾本课题研究目的和主体；本

方法

[7-8]

。本课题组运用德尔菲法，在前期文献研究及

第 1 轮“膝骨关节炎人群生活方式干预及中医健康管
理”专家问卷的基础上，结合 2018 年 8 月岭南微创关

节论坛及 2018 年 11 月中华中医药学会运动医学分会
专家组的专家建议，编制《意见稿》第 2 轮专家问卷；对

研究初步选择了 171 位来自全国范围的中医/中西医

结合骨伤科（尤其关节专科）、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的
专家进行意见征集咨询。受访专家来源于国内各所
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及其他中医药高等院校机构，在

KOA 人群生活方式干预及中医健康管理等领域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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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和行业较好的影响力，并对

数、满分率等指标进行分析。算数均数，即受访专家

本课题研究具有一定兴趣，可积极配合课题组专家问

对问卷某项指标赋值分数的平均值。满分率，即把问

卷的填写、以及回收反馈等系列工作。

卷该项指标评价为满分的专家占所有受访专家的比

1.2

例[12]。本课题研究的各项问卷条目分别赋值 1-5 分，

德尔菲法

1.2.1

咨询表内容
在前期文献研究、以及第 1 轮专家问卷的基础上，

结合 2018 年 8 月岭南微创关节论坛及 2018 年 11 月中

所以统计结果的均数、以及满分比越大，表明该项问
卷条目指标的重要程度相对越高。
1.3.4

专家意见协调程度
专家意见协调程度，侧重于反映各位受访专家对

华中医药学会运动医学分会专家组的专家建议，由预

测评估小组初步筛选出 KOA 人群生活方式干预及中

每项问卷条目指标的评价是否存有较大分歧判断，通

调查问卷之中，并作进一步处理论证。

评。变异系数，即标准差和算术均数之间的比值。变

医健康管理问题的不同观点，以条目形式呈现在专家
1.2.2

异系数越小，表明专家对问卷条目重要程度评价的协

评分方法
根据受访专家对问卷条目的重要性一次进行评

价分析处理；按照“非常重要”
“ 比较重要”
“ 一般重要”

“不太重要”以及“不重要”，分别予以赋值 5、4、3、2 以
及 1 分[9]。
1.3

统计学方法

本 研 究 的 专 家 问 卷 咨 询 表 采 用 SPSS 统 计 软 件

（Version 21.0; SPSS Inc., Chicago, IL, USA）、以及 Excel
2003 等进行统计分析处理，涵括专家积极系数、专家

权威系数、专家意见集中程度、专家意见协调程度等
专家积极系数
专家的积极系数，通常指专家问卷调查表的回收
率、以及针对每一个问题的应答率情况，主要用来反
[10]

映专家对本课题研究的了解情况与关注程度 。
1.3.2

调程度相对越高，分歧也相应偏小[13]。
2

结果

2.1

专家基本情况
本课题组在全国范围之内遴选出 171 个有着扎实

的中西医理论知识、以及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专家，
受访专家所在区域覆盖全国 21 个省市。专家所从事
的研究领域涵括中医/中西医结合骨伤科学、中医康复
学等方向，涉及中医/中西医临床、科研等多方面。其
中包括男性专家 91 名，女性专家 80 名；正高 28 名，副

相关指标的评价分析。
1.3.1

常采用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bility，CV）予以测

专家权威系数

高 89 名，中级 54 名；受访专家从事本专业时间均超
过 7 年。
2.2

专家积极系数

本研究的专家问卷调查共发出 171 份调查表，经

核实均已全部收回，问卷填写均合符相关要求。专家

专家权威系数，主要用于反映专家的权威程度；

通常依据 2 个因素进行判定，其一，受访专家对相关问

题进行判断的依据；其二，受访专家对相应指标的熟
悉程度。专家权威系数=（判断依据+熟悉程度）/2。判

问卷的回收率为 100%，专家积极系数 100%，表明：受
访专家的积极程度相对较高，而且反馈性较佳。
2.3

专家权威系数
本研究专家的权威系数，侧重于自我评价为主，

断依据可以细分为以下内容：①“实践经验”；②“理论

即参考受访专家所填写的判断依据、和专家对相应问

的了解及直觉等”；而且依据大、中、小不同的影响程

分析发现专家的权威系数≥0.70，即可以接受[11,14]。171

分析”；③“参考国内外文献”；④“对国内外有关进展
度，分别予以赋值处理。对相关问题的熟悉程度，则
参考“很熟悉”
“ 熟悉”
“ 较熟悉”
“ 一般熟悉”
“ 较不熟

悉”以及“很不熟悉”6 个层级，分别予以赋予 1.0、0.8、
0.6、0.4、0.2 分以及 0 分 。
[11]

1.3.3

专家意见集中程度

专家意见集中程度，侧重于专家对问卷各项指标
相对重要性的意见集中情况进行评价，通常用算术均
2

题的熟悉程度进行综合分析。一般而言，倘若经评价
位专家的平均权威系数为 0.79±0.05，提示本次课题研
究所遴选的专家，权威程度相对较高。
2.4

2.4.1

指标评价
关于 KOA 生活方式干预及健康管理问题的专

家意见分析
（1） 减重问题

在 KOA 生活方式干预及健康管理

中，167 人（97.66%）推荐“控制体重，防止肥胖”，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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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减重”非常重要的专家，所占比例为 62.57%；对

“减重”问题表示比较重要的专家比例为 35.09%；仅有
表1

4 人（2.34%）持中性态度；0 人持反对意见（表 1）。

关于 KOA 生活方式干预及健康管理问题的专家意见分析[人数（%）]
条目

支持

1. 自我管理及中医健康教育信息，例如通过健康讲座、宣传册、支持团队及权威机构网站
等途径获取；

2. 控制体重，防止肥胖；

3. 低强度有氧健身锻炼，例如骑自行车、游泳、慢跑等；

A

中性
B

C

反对
D

E

91（53.22） 62（36.26）

18（10.53）

0（0）

0（0）

107（62.57） 60（35.09）

4（2.34）

0（0）

0（0）

62（36.26） 81（47.37）

25（14.62）

88（51.46） 62（26.26）

20（11.69）

1（0.58） 0（0）

89（52.05） 66（38.59）

16（9.36）

0（0）

0（0）

112（65.50） 52（30.41）

7（4.09）

0（0）

0（0）

避免爬楼梯；

94（54.97） 63（36.84）

13（7.60）

1(0.58)

0（0）

8. 行动支持，例如采用手杖、拐杖、助行器，减少受累关节负重；

59（34.50） 87（50.88）

22（12.87）

3(1.75)

0（0）

矫形鞋等；

80（46.78） 74（43.27）

17（9.94）

0（0）

0（0）

10. 顺应四季气候变化；

43（25.15） 91（53.22）

36（21.05）

1（0.58） 0（0）

12. 注意膝部保暖，避免风、寒及湿长期受袭；

82（47.95） 73（42.69）

16（9.36）

0（0）

4. 股四头肌等力量锻炼，例如跪坐位，扶物下蹲，股四头肌和腘绳肌作等长、等张、等速训
练和抗阻力练习；

5. 关节功能训练，以保持关节活动度及柔韧度，例如髋膝关节屈曲练习、仰卧抬腿、膝关
节在非负重位下屈伸活动；
6. 膝部外伤后及时就诊；

7. 自我行为疗法，例如减少不合理的运动，避免不良姿势，避免长时间跑、跳、蹲，减少或

9. 改变负重力线，例如根据疾患所伴发的内翻或外翻畸形情况，采用相应的矫形支具或

11. 调整起居生活；

48（28.07） 92（53.80）

13. 针对不同体质状况及证候类型，给予相应的膳食、运动处方及方药干预。

注：A=非常重要；B=比较重要；C=一般重要；D=不太重要；E=不重要；KOA=膝骨关节炎。

（2） 外伤后及早治疗问题
部外伤后及时就诊。
（3） 自我行为疗法干预问题

164 人（95.91%）推荐膝
157 人（91.81%）对条

目“自我行为疗法，例如减少不合理的运动，避免不良
姿势，避免长时间跑、跳、蹲，减少或避免爬楼梯”持支
持意见。
（4） 防外邪问题

39（22.81） 80（46.78）

意 膝 部 保 暖 ，避 免 风 、寒 及 湿 长 期 受 袭 ，另 有 16 人

（10.36%）对此持中性态度。
（5） 关节功能训练问题

针对条目“关节功能训练，

以保持关节活动度及柔韧度，例如髋膝关节屈曲练
习、仰卧抬腿、膝关节在非负重位下屈伸活动”，155 位
专家持支持意见，占总人数比例的 90.64%。

（6） 改变负重力线问题

针对条目“改变负重力线，

例如根据疾患所伴发的内翻或外翻畸形情况，采用相

44（25.73）

1（0.58） 0（0）
0（0）

8（4.68） 0（0）

持团队及权威机构网站等途径获取。
（8） 行动支持问题

146 人（85.38%）建议行动支持，

例如采用手杖、拐杖、助行器，减少受累关节负重。
（9） 低强度有氧锻炼问题

143 人（83.63%）建议低

强度有氧健身锻炼，例如骑自行车、游泳、慢跑等。
（10） 股四头肌锻炼问题

155 人（90.64%）建议 KOA 人群注

30（17.54）

3（1.75） 0（0）

150 人（77.72 %）推荐股

四头肌等力量锻炼，例如跪坐位，扶物下蹲，股四头肌
和腘绳肌作等长、等张、等速训练和抗阻力练习。
（11） 四季调摄问题

134 人（78.37%）建议顺应四季

气 候 变 化 ，另 有 36 人（21.05%）表 示 中 性 态 度 ，1 人

（0.58%）持反对意见。

（12） 生活起居干预问题

针对条目“调整起居生

活”，140 人（81.87%）持支持意见，36 人（21.05%）持中
性态度，另有 1 人（0.58%）表示反对意见。

（13） 膳食指导、方药及运动干预问题

支持“针对

应的矫形支具或矫形鞋等”，发现 154 人（90.25%）持支

不同体质状况及证候类型，给予相应的膳食、运动处

153 人（89.48%）推荐自我管理

而对条目持中立态度的专家达 25.73%，持反对意见的

持意见。

（7） 健康宣教问题

及中医健康教育信息，例如通过健康讲座、宣传册、支

方及方药干预”的专家为 119 人，所占比例为 69.59%，
专家为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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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关于 KOA 生活方式干预及健康管理的专家共

识意见的集中程度及协调程度

在 KOA 生活方式干预及健康管理中，①条目建议

“减重”
“ 外伤后及早治疗”
“ 自我行为疗法干预”
“ 防外

邪”
“ 关节功能训练”
“ 改变负重力线”均数、满分比高，
变异系数低，专家意见集中度及协调度高，说明专家
意见相对统一，故予以推荐。②对于条目“针对不同
表2

体质状况及证候类型，给予相应的膳食、运动处方及
方药干预”的均数、满分比相对较低，变异系数较高，
专家意见分歧较大。③其他一致性较好的条目有：
“健康宣教”
“ 行动支持”
“ 低强度有氧锻炼”。④其他
一致性较低的条目包括“股四头肌锻炼”
“ 四季调摄”

“生活起居干预”。
（表 2）

KOA 生活方式干预及健康管理的专家共识意见的集中程度及协调程度
条目

均数

满分

标准 变异系

比/%

差

数/%

1. 自我管理及中医健康教育信息，例如通过健康讲座、宣传册、支持团队及权威机构网站等途径获取；

4.43

89.48

0.68

15.29

3. 低强度有氧健身锻炼，例如骑自行车、游泳、慢跑等；

4.18

83.63

0.74

17.73

2. 控制体重，防止肥胖；

4. 股四头肌等力量锻炼，例如跪坐位，扶物下蹲，股四头肌和腘绳肌作等长、等张、等速训练和抗阻力练习；

4.61
4.39

5. 关节功能训练，以保持关节活动度及柔韧度，例如髋膝关节屈曲练习、仰卧抬腿、膝关节在非负重位下屈伸活动； 4.43
6. 膝部外伤后及时就诊；

4.61

8. 行动支持，例如采用手杖、拐杖、助行器，减少受累关节负重；

4.18

7. 自我行为疗法，例如减少不合理的运动，避免不良姿势，避免长时间跑、跳、蹲，减少或避免爬楼梯；
9. 改变负重力线，例如根据疾患所伴发的内翻或外翻畸形情况，采用相应的矫形支具或矫形鞋等；
10. 顺应四季气候变化；
11. 调整起居生活；

3.1

本研究分析结果以及对该结果的评价
德尔菲法（Delphi 法），源自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鉴于该方法独具的基本特征（反馈性、匿名性、收敛性
以及统计性），这些年在疗效评价体系构建、中医证候
要素及特征研究等领域的应用相对广泛，并且获得显
著的成效[15-17]。作为一种定性和定量相融合的预测手
段，德尔菲法体现着较好的实用性与科学性；在操作
流程上，其综合意见也体现着较佳的客观性。

笔者在前期文献研究及第 1 轮专家问卷的基础

上，结合 2018 年 8 月岭南微创关节论坛及 2018 年 11

月中华中医药学会运动医学分会专家组的专家建议，
归纳出 KOA 人群生活方式干预及中医健康管理相关
条目。本课题组综合兼顾职称、工作年限、单位、地域

等因素，在全国范围之内遴选 171 个骨伤科尤其关节

专 科 领 域 的 专 家 ，经 测 定 发 现 平 均 权 威 系 数 0.79±
0.05，提示本研究相关结果的可信度相对较佳。专家

问卷调查的积极系数为 100%，表明各位受访专家均
4

4.03
4.39

13. 针对不同体质状况及证候类型，给予相应的膳食、运动处方及方药干预。

讨论

4.37
4.09

12. 注意膝部保暖，避免风、寒及湿长期受袭；

3

4.46

3.88

97.66
77.72
90.64
95.91
91.81
85.38
90.05
78.37
81.87
90.64
69.59

0.54
0.71
0.66
0.57
0.66
0.72
0.66
0.69
0.69
0.65
0.81

11.66
16.27
14.89
12.27
14.84
17.15
15.08
17.33
16.81
14.89
20.97

积极配合，并能够及时反馈相关征询意见。
本研究经德尔菲法处理，结果发现：多数专家认

为 KOA 人群生活方式干预及中医健康管理的优选的
积极措施包括：
“ 控制体重，防止肥胖”
“ 膝部外伤后及
时就诊”
“ 自我行为疗法，例如减少不合理的运动，避
免不良姿势，避免长时间跑、跳、蹲，减少或避免爬楼
梯”
“ 注意膝部保暖，避免风、寒及湿长期受袭”
“ 关节
功能训练，以保持关节活动度及柔韧度，例如髋膝关
节屈曲练习、仰卧抬腿、膝关节在非负重位下屈伸活
动”
“ 改变负重力线，例如根据疾患所伴发的内翻或外
翻畸形情况，采用相应的矫形支具或矫形鞋等”。其
次，部分专家认为“自我管理及中医健康教育信息，例
如通过健康讲座、宣传册、支持团队及权威机构网站
等途径获取”
“ 顺应四季气候变化”
“ 调整起居生活”
“针对不同体质状况及证候类型，给予相应的膳食、运

动处方及方药干预”也是 KOA 人群生活方式干预及中
医健康管理的有效方法。

在权衡 KOA 人群生活方式干预及中医健康管理

相关条目方面，本课题组采用均数、满分率、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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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系数等指标，对各项条目的专家意见集中程度与

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
（《黄帝内

协调程度进行综合评价。研究结果发现：专家问卷各

经》），这是“治未病”思维最初始的文献报道之一；其

项条目均数、满分率的高低趋势基本一致；均数较高

涵括了“未病先防”
“ 既病防变”
“ 己变防渐”等丰富内

的条目，其变异系数相应的较小；表明受访专家对代

涵，并细化为心理、饮食、运动等多层面的拓展应用；

表性较佳的问卷条目、其认识相对较为统一，提示专

上述概念与现代健康管理的内容如出一辙；第二，
“五

家对此共识已经初步达成。KOA 人群生活方式干预

菜为充，五畜为益，五果为助，五谷为养”，
《黄帝内经》

及中医健康管理优选条目依次为：①减重；②外伤后
及早治疗；③自我行为疗法干预；④防外邪；⑤关节功

能训练；⑥改变负重力线；⑦其他：健康宣教、四季调
摄、生活起居干预、膳食指导、方药及运动干预等。
3.2

本研究结果的临床意义及后续研究的启示
本研究发现：在 KOA 人群生活方式及健康管理

指出合理的膳食方案可以对人体精、气、神发挥补益
的效应，这和现代营养学所倡议的“平衡膳食宝塔”及
健康食疗理念相得益彰；第三，
《黄帝内经》强调“恬淡
虚无”、
“ 精神内守”等，即对精神情志予以有效调摄，
确保人体正气内守与充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强化机
体功能，以及抗御病邪入侵于内；这观点和现代心理

中，中医传统特色干预措施的介入（例如健康宣教、四

调护甚为一致；第四，
《吕氏春秋》提及“流水不腐，户

季调摄、生活起居干预、膳食指导、方药及运动干预

枢不蠹，动也”，即适量的机体运动与功法锻炼（例如

等），尚有进一步挖掘的潜力。健康管理的基本步骤

健体操、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等），可以防止或延迟

[18]

在著作《健康管理师》中有较早的论述 ，其可分为信
息采集、健康与疾患风险性评估、以及健康干预 3 个阶

段。依据上述模式有研究者将 KOA 人群的社区健康
管理细化为以下 5 个阶段 ：①信息采集环节：借助基
[19]

层社区医护人员，系统搜集 KOA 病人的基本个人信息
和可能潜在的危险因素，构建 KOA 人群个体健康素材

与档案；②健康评估环节：基于以上信息搜集的资料，
对病人潜在的主要健康问题进行分析，客观评估危险

人体机能的退化，发挥健体强身的效能。述上，
“ 治未
病”思维不仅强调医师治病救人，也亟待采取可行措
施进行疾患的防治工作；在疾患预防的同时，更要全
面评估分析病变的发生、发展态势，设法在病变尚未
产生之前及早拟定防治策略，唯有如此才可以更好的
把控疾患防治措施的主动权，最大化的践行医者“治
病十全”要义中“上工之术”。
针对中医养生之道的论述，远在《黄帝内经》中便

因素与人群健康状况，进而对 KOA 患者进行针对性的

有所记载，
“ 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

考 健 康 测 评 的 结 果 、以 及 危 险 因 素 评 估 的 信 息 ，对

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

疾患防治；③个体健康促进指引与拟定计划环节：参

KOA 人群及高危人群发放相应的健康管理小册，提供

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
一》）；
“ 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

平素行为方式指导与健康促进方案，包括骨关节的保

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

暖与防寒，避免或减少登山或爬楼梯，体重控制与瘦

视”
（《灵枢·本神第八》）等；上述内容涵括了以下要

身方案，指导练功与功能康复，给予心理暗示等积极

点：与四时气候相适应，情志精神调摄，起居饮食调

措施，采用合理的药物，疼痛控制措施，自我管理方法

节，合理的劳逸结合，以及倡议运动与体育锻炼等。

与技巧讲授等；基于上述要素综合考虑，三因制宜，最

传统医学强调人体养生，应以“维稳”即保证机体阴阳

优化的为患者拟定个体化措施与健康管理方案；④健

康干预环节：侧重于 KOA 患者及高危人群的健康宣教
与指引；⑤动态随访追踪和效果评价环节：KOA 健康

的动态平衡为核心要素；一方面突显着人体内外整体
相关性的“天人相应”，另一方面强调自身全神积精、
强壮正气的关键性效应。
《黄帝内经》较早的论述了健

管理评价，应包括细化的健康处方要素、以及结局效

身、食疗、传统中医药干预、以及环境因素对机体健康

应的动态测评分析。

的影响等内容,充分体现了中医“防胜于治”的防治理

其次，本研究进一步彰显了治未病、
“ 治-养”一体
化思维的重要性，应将重点放在疾患的初期干预、居

念和养生技术，并突显了该防治理念在疾患健康管理
过程中所发挥的核心效能。

家干预，让病人少得病、不得大病。传统医学不少医

近些年伴随着我国健康管理产业的广泛发展，传

家典籍对“治未病”理念进行了系列记载。第一，
“不

统医学“治未病”的理念和养生之道再次引起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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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的高度关注；历代医者所累积的丰富经验和

导性的健康宣教，对发病危险因素予以有效规避，从

临床实践验证，与现代医学预防、基础、临床等多学科

而减少疾患的发病率；另一方面可以针对已发病的

交叉潜在密切的内在关联性。将“治未病”理念与养
生之道应用于健康管理的行为实践之中，不断对健康

KOA 病人展开相匹配的疾患管理，设法提高疾患的治
愈率，减少死亡率与致残率，促进病人的生存质量；同

管理服务模式进行创新优化，并最大化的促进健康管

时这过程的妥善实施，有利于进一步缩减经费开支，

理质量及技术水平，这过程可以有效的协助构建独具

降低医疗耗费，促使有限医疗资源的精准投入与使

传统医学特色的健康管理体系。然而，相比于糖尿

用，降低病人、家庭和社会的财政压力及医疗负担。

病、高血压、肾病等其他慢病管理，当前我国涉及 KOA
健康管理的相关应用研究滞后甚远，尚有进一步发展
的潜力

[20-21]

。为更好的在 KOA 健康管理实践中体现

“治未病”的思维，有必要采取确切的措施予以不断改
进，例如基于病人症状、中西医体征、影像学与实验室
检查结果等，对临床病人的健康情况予以问卷调查和
评估分析，评价病人相应的体质类型、以及可能潜在
的健康问题等，据此向病人提供针对性的健康指引与
精益服务；同时设法促进医患的和谐关系，以及携手
参与健康管理实践的依从性。
传 统 医 学“ 治 未 病 ”理 念 和 养 生 之 道 指 引 下 的

KOA 健康管理，一方面可以给健康及高危人群提供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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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xpert questionnaire for subjects with knee osteoarthritis concerning lifestyle intervention and TCM health
management

LIU Jun1,2,3 ，ZENG Ling-feng1,2,3 ，YANG Wei-yi1 ，LIANG Gui-hong1,3 ，LUO Ming-hui1 ，CHEN Hong-yun1 ，
GUO Da1 ，PAN Jian-ke1 ，HAN Yan-hong2 ，HUANG He-tao2 ，HOU Sen-rong2 ，ZHAO Di2 ，LIANG Weixiong1
(1. Guang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of Chinese Medicine (The 2nd Affiliated Hospital,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510120, China；2. The Second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510405, China；3.Bone and Joint Research Team of Degeneration
and Injury, Guangdong Provincial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Guangzhou 51012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form expert consensus by analyzing questionnaire for subjects with knee osteoarthritis (KOA)

concerning lifestyle intervention and TCM health management.Method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1st round

of expert questionnaire, we prepared 2nd round of expert questionnaire and performed expert consultation from domestic
orthopedics experts, along with the panel of expert suggestion from ling-Nan Minimally Invasive Joint Forum and Sports

Medicine Branch of China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This process was conducted using Delphi method, and
taken the survey results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1) The positivity and professional level of the experts were

identified high, along with the sample group distributed widely and representatively. (2) The degree of concentr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expert opinions on each item of the questionnaire is relatively high. The optimal items of lifestyle

intervention and TCM health management for KOA subjects were: ①Weight loss; ②Early treatment after knee injury; ③
Self-behavior therapy intervention; ④To prevent external evil; ⑤Joint function training; ⑥Change the negative gravity

line; ⑦ Others, such as health education, adjustment according to four seasons, living intervention, dietary guidance,
herbal prescriptions and sports intervention. Conclusion

The approach that integrated evidence-based medicine with

Delphi method can fully summarize the opinions of experts involving lifestyle intervention and TCM health management

of KOA subjects. All these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optimization of the follow-up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of chronic disease.

Keywords: Lifestyle intervention, TCM health management, Knee osteoarthritis, Expert questi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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