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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 NOW ACT
我们的需求，我们的诉求 

COVID-19 大流行让健康成为各国政府工作日程上的优先事项。健康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国家层面来看，健康的人口是国家繁荣的先决条件。 

银屑病是一种系统性疾病，会影响多个身体部位，主要是皮肤、关节或二者兼有。除皮肤和关节症
状外，银屑病还会增加患相关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并对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产生重大影响。2014 
年，联合国所有成员国承诺将改善银屑病患者的生活。2016 年，世界卫生组织 (WHO) 发布了《银
屑病全球报告》，就如何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然而，在这些里程碑事件过去 5 年多后，我们发现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值此世界银屑病日之际，银屑病相关的社会各界人士应联合起来，推动采取切实的行动。

我们的诉求

改变人们对银屑病的看法

确保平等治疗机会  

停止污名化

推进全面护理 

壮大卫生医疗队伍



改变看法 

银屑病会从里到外影响人体全身

NOW ACT 
落实世卫组织的建议

在资源充足的情况下，卫生专业人员和卫生系统应组织跨专业的专科医生队伍，包括皮肤病专家、风湿病专
家、心理学家、精神科专家、儿科专家、心脏病专家等等，努力为患者提供全面专业的诊疗。临床医师必须

告知患者疾病可能带来的后果，与患者协作找出妨碍坚持治疗的障碍，并消除这些障碍，达到最佳疗效。

银屑病是一种系统性疾病，其特点之一是患相关非传染
性疾病的风险增加。最常见的合并症有肥胖、高血压、
血脂异常、糖尿病（统称为代谢综合征）、心血管疾病
和炎性肠病。此外，银屑病也会严重影响心理健康和生
活质量。由于病情和炎症对大脑的影响，银屑病患者患
焦虑症和抑郁症的风险更高。

罹患银屑病及一种或多种合并症会给个人带来身体、心
理和经济负担。随着 COVID-19 疫情的发展，人们逐渐
认识到，银屑病的一些常见合并症（特别是糖尿病、肥
胖和高血压）是导致 COVID-19 病情恶化的风险因素，
增加了新的潜在风险和负担。

世卫组织在《银屑病全球报告》中呼吁对银屑病进行全
面护理，包括筛查和预防合并症，以及心理健康支持。 

通过对可减轻的风险因素采取行动（如健康的生活方
式）来防止合并症的发生，将减轻个人的负担，也有助
于减少卫生系统的长期支出。此外，健康人群也更有能
力抵御诸如 COVID-19 等传染病爆发的影响。将常见银
屑病合并症的筛查纳入护理范围，将确保合并症得到及
早发现和治疗，从而避免进一步的并发症和更多的资源
消耗。

34.3%

34.3% 的美国受访者认为银屑病只会影响皮肤1

43%

43% 的银屑病患者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遭遇病
情恶化2

银屑病患者被诊断出或表现出抑郁症状的比例3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欧洲

拉丁美洲

1.Pearl 等人，JAAD (2019)
2.Mahil 等人，JEADV (2021)
3.Bakar 等人，J Taibah Univ Med Sci (2021)；Tee 等人，JEADV，(2016)；Puig 等人，JEADV (2017)；Burge 等人，Value in Health (2017)，摘要



确保平等治疗机会 
负担得起、安全、有效、优质的治疗方案

NOW ACT 
落实世卫组织的建议

成员国需确保银屑病患者得到专业的医疗救助。及早诊断和妥善治疗可帮助患者避免不必要的痛苦、不受控
制的病情发展、不可逆的关节变形和残疾。

银屑病患者应接受全面的、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全民医疗保险需涵盖这些治疗费用。

银屑病无治愈方法，但银屑病的皮肤和关节症状可以通
过药物得到有效控制。 

通过负担得起、安全、有效、优质的药物和技术，可以
实现对银屑病的最佳管理，并防止合并症的出现。所有
银屑病患者，无论身处哪里，都应该享有平等机会以获
得最好的护理和治疗。为实现这一目标，管理机构和卫
生部门应解决诸如药物供应和费用报销方案等问题，以
确保所有患者得到妥善的治疗并从中受益。 

COVID-19 疫情让人们注意到药物、疫苗和技术在分配
和获取方面的不平等。就 COVID-19 的治疗方法和疫苗
而言，控制银屑病的最有效药物和技术应该惠及所有地
方的所有人。

当需要在不同类型的治疗方法之间进行选择时，患者和
医生应共同决策，根据患者的目标、态度和偏好量身
制定治疗方案。就患病严重性、生活质量受影响程度以
及治疗目标等方面而言，每个银屑病患者的感受各不相
同。银屑病患者最了解自身的健康状态，因此在进行治
疗决策时，应将他们视为合作伙伴。患者和医生就治疗
取得共识将有利于患者坚持治疗、提高治疗满意度和改
善长期疗效。

拉丁美洲 40% 的皮肤科医生为患者开出的是系
统性药物。拉丁美洲只有 11% 的皮肤科医生使

用生物制剂。1

韩国各省的居民接受系统性治疗的可能性低于首尔市
的居民。2

在非洲的 54 个国家中，只有南非对生物仿制药有明
确的监管框架。3

1.“全球银屑病图集”2018-2019 年度报告
2.Ha 等人，Medicine (2020)
3.J Pategou，Biosimilar Development (2020)，网站



停止污名化 

为每一位银屑病患者勇敢发声

NOW ACT 
落实世卫组织的建议

政府在减少歧视和偏见方面应扮演关键角色。社会，而非银屑病本身，造成了对银屑病患者的排斥和歧视。
通过公益活动提高公众对银屑病的认识并谴责对银屑病患者的歧视行为，能够改变这种现状。成员国需采取

积极的措施包括反歧视立法以及强制实行现行法律。

患者组织和民间团体应监督政府和政策制定者履行他们的全球性承诺，消除对银屑病患者的偏见。 

在皮肤上可见的疾病往往伴随着社会排斥。更糟糕的
是，自我病耻感往往随之而来。银屑病患者会因其病情
而感到羞耻、尴尬和自卑。与银屑病相关的成见和自我
病耻感会产生广泛的影响。而消极反应可能导致负面情
绪，进而影响心理健康和社交。

在传染病爆发期间，与健康状况有关的偏见通常会成为
主流：最近的例子如 COVID-19、SARS 或 HIV 都表明，
除了歧视、仇恨和种族主义之外，这种偏见还会导致患
者在寻求检测或治疗时犹豫不决。

世卫组织在《银屑病全球报告》中非常明确地指出，各
国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减少污名化。必须消除常见的误
区，让人们认识到：银屑病不会传染，不是皮肤病，不
是因为卫生条件差造成，也不是任何人的过错。

五分之四的银屑病患者遭受过污名化和歧视。1

68%

在德国的一项调查中，68% 的受访者认为，患有明
显皮肤病的人受到了区别对待。2

1.2021 年第六届世界银屑病和银屑病关节炎大会上公布的 Psoriasis And Beyond 调查数据
2.Sommer 等人，JEADV (2020)



推进全面护理 

针对患者全身的银屑病护理

NOW ACT 
落实世卫组织的建议

银屑病及其合并症的理想治疗方法需要完成向以人为本的综合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转变。全体银屑病患者应
该受到医疗系统的保障，医疗服务应回应患者的偏好，满足患者需求，并且安全、有效、及时、高效、优

质。 

医疗服务研究应明确卫生保健系统的特殊需求、还未满足的患者需求以及遵从指导方针治疗过程中的障碍。
医疗服务研究需对提高医护质量、评估医疗效果的措施进行监督并提供反馈意见。

要实现对银屑病等复杂疾病的最佳管理，需要改变卫生
系统的运作方式。碎片化护理和以疾病为中心的方法并
不适合于对经常患非传染性疾病的老龄人口的管理。患
有多种慢性病的人需要一种以人为本的综合护理模式，
重点不是健康状况，而是个人及其健康目标。

COVID-19 突显了卫生系统韧性的重要性，具有韧性
的卫生系统能够承受突发卫生事件的考验。为了应对 
COVID-19，各种资源发生了转移，与此同时，对慢性病
患者的护理也受到了影响。就银屑病而言，预约被取消
以及患者最初对开始免疫调节疗法的顾虑都影响了护理
效果，并可能引发持久的后果。 

银屑病最简单的综合护理形式是通过皮肤科和风湿病科
会诊，由皮肤病和风湿病专科医生协作提供综合诊疗。
扩展银屑病综合护理的概念，包括心理健康服务、预防
合并症、促进健康以及与基础医疗保健的协调，实现
优质、全面、以人为本的护理，从各个方面解决疾病带
来的问题。当前的 COVID-19 疫情可能会成为一种催化
剂，推动向以人为本的护理模式的转变。

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埃及的大多数皮肤
科医生推迟了启动生物制剂/免疫抑制治疗的时

间。1

在德国和波兰，只有 32% 和 27.3% 的银屑病患者表
示，他们与皮肤科医生就治疗目标达成一致。2

在阿根廷，90% 的银屑病患者受访者表示希望能参
与到治疗决策中。3

1.EL-Komy 等人, J Cosmet Dermatol (2021) 
2.2019 年德国医疗服务研究大会上公布的 PsoBarrier 研究数据 
3.2021 年第六届世界银屑病和银屑病关节炎大会上公布的 AEPSO 调查数据

波兰

德国

90%



壮大卫生医疗队伍 

扩充资源，提高技能

NOW ACT 
落实世卫组织的建议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应为公共医疗工作人员提供常见慢性皮肤病的知识授课，包括本科医疗和护理课程, 并对
基层医务人员进行在职培训。提高全科医生对于银屑病的认知很有必要，可促进银屑病的及早诊治，预防残

疾。

所有医疗专业人员，尤其是在基层医疗机构工作的临床医师，应该提高对银屑病及其管理和合并症的认识。
医疗专业人士组织应提供培训课程，例如通过网络对中低收入国家的医师进行授课，教授他们如何快速诊断
以及准确治疗银屑病。银屑病患者应享有基础医疗保健的权利，能够满足他们个性化的需求，必要时为他们

寻求专科医生的帮助。 

高素质且资源齐备的医务人员队伍对于管理银屑病等复
杂疾病至关重要。医疗专业人员短缺和农村地区专科医
生分布不均问题都造成了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在医疗保
健方面的差距。

COVID-19 疫情让人们注意到医疗专业人员短缺造成的
困境。即使在医疗条件完善的国家，护士和医生的短缺
也是 COVID-19 感染者获得救治的主要障碍。

基层医疗机构能够很好地将患者与不同的专科医生联系
起来，监测疾病的变化和筛查合并症，并为坚持治疗和
改变生活方式提供支持。分布广泛的基层医疗机构可以
弥补农村或偏远地区专科医生分布不均的问题。不幸的
是，基层医疗提供机构缺乏足够的培训，导致对银屑病
缺少认识。

鼓励医生接受皮肤病学培训，在医学院和医学继续教育
中加强对银屑病的医学培训，对改善银屑病的治疗必
不可少。此外，为医生以外的其他医疗专业人员提供培
训，将为专科医生和全科医生在解决合并症、消除坚持
治疗的障碍和行为改变方面提供巨大支持。

银屑病患者平均要看三个不同的医疗专家才能
得到有效的治疗。1

28%

在瑞典的一项调查中，28% 的银屑病患者认为基层
医务人员非常缺乏银屑病关节炎的知识。2

在非洲的 54 个国家中，30 个国家没有关于皮肤病学
的大学培训项目。3

1.Armstrong 等人，JEADV (2018)
2.2021 年第六届世界银屑病和银屑病关节炎大会上公布的 Psoriasisförbundet 基础医疗调查数据
3.Mosam 等人，Dermatol Clin (2021)

培训 没有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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