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刻用立刻用   
应对应对心绞痛
活动工具包



心绞痛是心血管疾病的潜在症状，据了
解，仅在欧洲每年就有 410 万人死1于心血
管疾病。

虽然心绞痛比较常见，但仍很难识别。心
绞痛可表现为典型或非典型症状，因此经
常被患者和医生误认为是消化不良、疲劳
或紧张所导致。

我们需要采取更多措施，确保医疗专业人
员不会轻视心绞痛或忽视心绞痛的症状。
通过快速识别心绞痛，医生可以阻止心血
管疾病的恶化，从而让患者享受充实美好
的生活。

施维雅施维雅 (SERVIER) 
和世界心脏病联盟和世界心脏病联盟 
(WORLD HEART 
FEDERATION) 发发
起的这一活动旨在起的这一活动旨在
提高人们在面对心提高人们在面对心
绞痛时，应绞痛时，应立即采
取措施的意识的意识。。

为何要开展 为何要开展 
心绞痛
的宣传活动？

1Balla C, Pavasini R, Ferrari R, Cardiology 2018;140:5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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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有关心绞痛
的部分关键的部分关键
统计数据统计数据
我们的活动建立在一些揭示心绞痛我们的活动建立在一些揭示心绞痛
真实状况的统计数据的基础之上，真实状况的统计数据的基础之上，
其中包括：其中包括：

的心绞痛患者的心绞痛患者
未被确诊未被确诊1

43%

女性罹患心脏病发女性罹患心脏病发
作、心绞痛和中风作、心绞痛和中风
的机率高于男性的机率高于男性3.

70%

80%
心绞痛症状是心血管心绞痛症状是心血管
疾病的潜在风险因素疾病的潜在风险因素2

（每月发作数次心绞痛的患者）（每月发作数次心绞痛的患者）

 

南亚人发生不稳定南亚人发生不稳定
型心绞痛的风险高型心绞痛的风险高
于白人于白人4.

82%

1https://servier.com/en/decoded-content/angor-dont-ignore-heart-messages/.2Rosano 教授的问答视频响应（未提供来源）。3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20/07/200702113707.htm 
和 https://www.heartandstroke.ca/heart-disease/conditions/angina。4https://bjcardio.co.uk/2020/04/angina-module-1-epidemiology-2/

1.

https://servier.com/en/decoded-content/angor-dont-ignore-heart-messages/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20/07/200702113707.htm
https://www.heartandstroke.ca/heart-disease/conditions/angina
https://bjcardio.co.uk/2020/04/angina-module-1-epidemiology-2/


此工具包介绍了我们的活动、
目标人群和传递信息所使用的
资料。 

您了解了“立刻用  应对心绞痛”活动的全

部内容后，即可在线下载推广资料，并使用这

些资料来帮助您提高心绞痛意识。

此工具包和所有随附的推广资料提供六种语言

版本。因此，如果您更想使用其他语言版本的

工具包和资料，请点击旁边的链接。

西班牙语

英语（英国）

阿拉伯语

中文

葡萄牙语（巴西）

俄语

如何使用 
此工具包 

2.



活动活动目标

提高人们对心绞痛可提高人们对心绞痛可
能被忽视或未被确诊能被忽视或未被确诊
这一事实的认识这一事实的认识 

强调确诊的紧要性强调确诊的紧要性– 
重视心绞痛重视心绞痛

帮助医疗专业人员了解帮助医疗专业人员了解
警告信号，并迅速采取警告信号，并迅速采取
行动，防止心血管疾病行动，防止心血管疾病
的恶化的恶化 

确保患者和医生一起努力确保患者和医生一起努力
识别心绞痛症状：识别心绞痛症状：

• •   患者注意警告信号患者注意警告信号

• •   医疗专业人员仔细倾听医疗专业人员仔细倾听 
患者并询问其感受患者并询问其感受

2.1



 
 
 

我们制定了一个针对 
两大群体的简单策略。 
对心脏健康的认知度和参与度较低的人群。 
以及将心脏健康放在首位的人群。 

心脏健康低认知度人群 心脏健康低认知度人群 

日后将被加入该工具包的目标人群，从而可以锁定

未确诊心绞痛症状患者和公众的目标人群

心脏健康高认知度人群心脏健康高认知度人群 
是本次活动的重点人群

心脏健康低认知心脏健康低认知
度人群和度人群和 
心脏健康高认知
度人群 

2.2



2020-21 世界心脏世界心脏
病联盟行动呼吁病联盟行动呼吁

推广目标推广目标

•  提高更多人的心脏健康意识
•  帮助减轻心血管疾病的全球负担

活动目标活动目标

提高人们的意识，旨在：
•  使医疗专业人员能够正确诊断心绞痛 
•  使患者能够注意警告信号

2020-21 行动呼吁为：行动呼吁为： 

用用  呵护，远离呵护，远离 

该活动的核心行动呼吁采用该活动的核心行动呼吁采用“世界心脏病联盟用世界心脏病联盟用  呵护呵护”的方式：的方式： 

立刻用立刻用  应对心绞痛应对心绞痛
 行动呼吁的支持口号是： 
用用  控制心绞痛控制心绞痛

提高心绞痛意识提高心绞痛意识 
活动活动

关键信息是：快速识别心绞痛至关重要，
以防止任何潜在的  恶化

用 呵护，远离 应对心绞痛
用 立刻 

心绞痛 
控制
用

借助借助  
2020-21  
世界心脏世界心脏
病联盟病联盟 
行动呼吁行动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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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人群受众人群

世界心脏病联盟推荐世界心脏病联盟推荐

根据职业分类人群

心脏健康低认知度人群心脏健康低认知度人群 心脏健康高认知度人群心脏健康高认知度人群

立刻用立刻用  应对心绞痛活动应对心绞痛活动

根据认知度分类人群

 WHF 员工

 成员

 心脏病专业人士 
 心脏病学者 
 患者

 参与的决策者

 参与的意见领袖

 参与的合作伙伴

 医生

 医疗专业人士

 一线工作人员

 WHF 成员组织

 公众

 全体医疗专业人士

 全体医学学者

 全体政策制定者

 心脏健康意见领袖

 社会影响组织

 潜在合作伙伴

第一优先人群：第一优先人群：

 未确诊症状的患者

公众：公众：

 不了解心绞痛症状的人群

 心绞痛患者的家人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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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用于：

社交渠道 

网站内容

在医疗机构中展示

立刻用用  应对心绞痛应对心绞痛提高心脏健康意
识活动包括一系列资料。所有这些资
料都是世界心脏病联盟发起的活动
（2021 年 4 月至 6 月）的一部分。 

您可以使用这些资料来制定和发布您当地的活动。

活动资料 
3.



社交媒体
动画

心绞痛是严重的症状，任何警示信号都需要立刻注意 心绞痛是严重的症状，任何警示信号都需要立刻注意 

立刻用立刻用  应对心绞痛应对心绞痛

快速识别心绞痛，防止心血管疾病恶化快速识别心绞痛，防止心血管疾病恶化

用用  控制心绞痛控制心绞痛

1

2

在此处下载在此处下载

在此处下载在此处下载

https://world-heart-federation.org/resource/?topic=angina
https://world-heart-federation.org/resource/?topic=angina


海报

心绞痛是严重的症状，任何警示信号都需要立刻注意 心绞痛是严重的症状，任何警示信号都需要立刻注意 

立刻用立刻用  应对心绞痛应对心绞痛
快速识别心绞痛，防止心血管疾病恶化快速识别心绞痛，防止心血管疾病恶化

用用  控制心绞痛控制心绞痛1 在此处下载在此处下载 在此处下载在此处下载

https://world-heart-federation.org/resource/?topic=angina
https://world-heart-federation.org/resource/?topic=angina


信息图

使用令人警醒的统计数据强调心绞痛症状使用令人警醒的统计数据强调心绞痛症状
和快速诊断的必要性和快速诊断的必要性

在此处下载在此处下载

https://world-heart-federation.org/resource/?topic=angina


立刻用
应对
心绞痛
视频

在此处下载在此处下载从患者和医生的角度看待心绞痛的危险从患者和医生的角度看待心绞痛的危险

https://world-heart-federation.org/resource/?topic=angina


ELSA 的故事
视频

在此处下载在此处下载真实心绞痛患者的故事和快速诊断的重要性真实心绞痛患者的故事和快速诊断的重要性

https://world-heart-federation.org/resource/?topic=angina


在此处下载在此处下载

心脏病学
家的感言
动画

心脏病学家说心脏病学家说 ...

https://world-heart-federation.org/resource/?topic=angina


医疗专业人员致同行
文字稿

帮助医疗专业人员并鼓励其同行加入此次活动。 帮助医疗专业人员并鼓励其同行加入此次活动。 
该文字稿用于自拍并在社交渠道上分享，以提高人们对心绞痛的意识。该文字稿用于自拍并在社交渠道上分享，以提高人们对心绞痛的意识。

大家好，我是大家好，我是[John Smith 医生医生]，，我是[英国的全科医师]。我支持世界心脏病联盟针对 我是[英国的全科医师]。我支持世界心脏病联盟针对 
像我们这样的医疗专业人员开展的宣传活动。 像我们这样的医疗专业人员开展的宣传活动。 

该活动旨在了解心绞痛的症状并确保能够早期诊断。该活动旨在了解心绞痛的症状并确保能够早期诊断。

因为因为 48% 的心绞痛患者未能得到识别。的心绞痛患者未能得到识别。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患者会出现典型和非典型症状。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患者会出现典型和非典型症状。 
紧张、疲劳或呼吸困难都可能掩盖心绞痛。紧张、疲劳或呼吸困难都可能掩盖心绞痛。

因此，与患者谈论他们的感受并确保 因此，与患者谈论他们的感受并确保 
他们不会低估其症状，这点非常重要。他们不会低估其症状，这点非常重要。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使用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使用（使用与本地医疗能力相关的检测手段：（使用与本地医疗能力相关的检测手段：  
CT 血管造影或运动负荷试验）血管造影或运动负荷试验）进行诊断，这可能会帮助挽救生命。进行诊断，这可能会帮助挽救生命。

我希望您能与我一起支持这项活动。 我希望您能与我一起支持这项活动。 

我们都可以我们都可以立刻用立刻用  应对心绞痛。应对心绞痛。

超人们：超人们：立刻用立刻用  应对心绞痛应对心绞痛 

请访问请访问 www.worldheart.org

对于掌握基本编辑功能的医生，请在发布之前将“立刻用  应对心绞痛”
片尾视频添加到感言影片中

点击此处下载片尾视频点击此处下载片尾视频



如何如何 
使用使用 
我们我们 
的的 
资料资料 

•  规划并发布您的心绞痛意识推广 
活动

•  将动画发布到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

•  信息图可以用作网页文章撰写材料

•  视频可以发布到您的个人主页或者
社交媒体上

•  在医疗机构提供/使用海报 
（我们建议采用专业印刷）



下载您的资料

访问 worldheart.org /resource/?topic=angina，
在这里您可以找到您所在国家/地区的所有可下
载内容（6 种语言可选）

组织您的活动 
请选择您将这些资料投放到目标人群的方式

请求支持 
如果您对如何更好地使用我们的活动资料有
任何疑问，请随时与 Melody Stewart 联系： 
melody@charlescannon.com

后续
行动

http://worldheart.org/resource/?topic=angina
mailto:melody%40charlescannon.com


常见问题常见问题 (1/2)4.

为何此活动对医疗专业人员很重要？为何此活动对医疗专业人员很重要？
心绞痛很容易被忽视，而且经常被漏诊。患者对其症状的描述不
同，并且通常会对症状轻描淡写，使医生无法意识到其潜在的严
重程度。一线医疗人员需要非常了解心绞痛及其典型和非典型症
状是如何表现的，以便让患者得到早期关键的诊断。

4.

我可以将这些资料翻译成我的当地语言，我可以将这些资料翻译成我的当地语言，
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进行本地化吗？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进行本地化吗？
该工具包和完整的资料将提供六种语言版本：英语（英国），西
班牙语，阿拉伯语，中文，葡萄牙语（巴西）和俄语。我们希望
这其中包含与您当地市场相关的语言。但是，如果您认为上述语
言不适用，请通过 melody@charlescannon.com 与我们联系。我
们可以为您提供源文件，以便您为本地受众翻译文档。我们在开
发资料时考虑到了全球人群，而且您可以从一些海报的一系列图
片中进行选择，所有这些图片都以动画形式展示在社交媒体中。

3.

我可以使用这些资料多长时间？我可以使用这些资料多长时间？

该工具包和相关资料将持续在世界心脏病联盟网站上提供，
直到开展另一项心绞痛意识的替代活动。若您认为这些资料
适用于您的当地活动，您可在日后随时使用这些资料。

我应该在何时我应该在何时开展开展“心绞痛意识心绞痛意识”活动？活动？
您可以在任何合适的时候开展您的心绞痛活动。世界心脏病联
盟的活动将于 2021 年 4 月至 6 月期间针对心脏健康高认知度
人群开展，并于 8 月至 9 月针对心脏健康低认知度人群开展。 

1.

2.

mailto:melody%40charlescannon.com


常见问题常见问题 (2/2)4.
是否有与此活动信息相关的网络研是否有与此活动信息相关的网络研
讨会或小组讨论？讨会或小组讨论？
是的，有。世界心脏病联盟的提高心脏健康意识活动已通过网络
研讨会启动，该网络研讨会可直接在其网站上查看。

WHF、施维雅和全球心脏病中心为什、施维雅和全球心脏病中心为什
么共同合作开展这项心绞痛意识活动？么共同合作开展这项心绞痛意识活动？
这三个组织都致力于提高人们心绞痛意识，促进心脏健康。需要
患者和医疗专业人员立刻关注。只有加倍关注，才能降低心血管
疾病的风险。

9.

8.我是否需要将所有活动资料用于本地活动？我是否需要将所有活动资料用于本地活动？

我可以创建自己的资料吗？我可以创建自己的资料吗？

不是，您可以选择最适合您当地活动和受众的资料。

如果您想通过开展自己的活动来提高人们对心绞痛的认识，这当
然没问题。但是，目前此活动并不提供可重新开发为您自己版本
的资料。

5.

您推荐的最少资料组合是什么？您推荐的最少资料组合是什么？
如果您只想发布一个合适的社交媒体帖子，则没有最少组合。但
是，理想的状况是如果在有限的活动时间范围内您发布的内容越
多，您的受众就越有可能提高对心绞痛的意识，因为他们会一直
看到相同的信息。

6.

7.

https://cattendee.abstractsonline.com/meeting/9332/session/31


合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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