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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延续性护理发展现状的综述
韩

媛，刘

琴，王帅颖

（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云南 昆明，650118）
摘要：目的

本研究通过文献查阅方式，目的是从延续性护理实施现况、涵盖范围、人员现况三个方面了解我

国延续性护理发展现状，为延续性护理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思路和方向。方法

本文在中国知网、万方医学、重

庆维普，Pubmed 等网站上以“延续性护理”或“transitional care”为关键词或主题词，搜索有关国内外延续性护
理的论文，选取近五年来引用次数较高的的文章。结果

实施状况：目前延续性护理开展较为普遍，延续性护

理服务中心的建立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涵盖范围：延续性护理主要运用于慢性疾病护理，但近年来，延续性护
理也推广至外科术后、PICC 置管后、产褥期等方面。人员现况：我国延续性护理对护理人员尚未有明确要求，
大多未经过专业培训，多为临床各科室护士担任。结论

我国延续性护理正在快速普及和发展，但发展过程

中也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医院在大力推行延续性护理时，要着重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以便更好的实施延
续性护理，进而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提供更好的医疗护理服务。
关键词：延续性护理；发展现况；综述

Review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inuity nursing in China
Han Yuan，Liu Qin，Wang shuaiying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Kunming，Yunnan，650118）

ABSTRACT：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transition⁃
al care development in China from three aspects：implementation status，coverage，and staff sta⁃
tus，and provide ideas and direc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ransitional care. Method This arti⁃
cle uses“transitional care”as a keyword on websites such as CNKI，Wanfang Medicine，Chongq⁃
ing Weipu，Pubmed，etc. to search for papers on transitional care at home and abroad，and se⁃
lects the most cited ones in the past five years. Result Status of implementation：At present，
transitional care development is relatively common，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ransitional care ser⁃
vice centers has achieved positive results. Coverage transitional care is mainly used in the care
of chronic diseases，but in recent years，transitional care has also been extended to postoperative
surgery，PICC tube placement，puerperium and other aspects. Staff status：transitional care in Chi⁃
na has no clear requirements for nursing staff，most of them have not received professional train⁃
ing，and are mostly nurses in clinical departments. Conclusion Transitional care in China is rap⁃
idly popularizing and developing，but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the devel⁃
opment process. When the hospital vigorously promotes transitional care，it should focus on solv⁃
ing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order to better implement transitional care，and then provide better
medical care services for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KEY WORDS：Transitional care；Development status；Review
在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各国医疗保
健领域均面临着一个共同趋势，即慢性病高发病

率与老龄化进程加快。截至 2019 年末，中国 60 周

岁及以上人口为 2. 54 亿人，预计到 2025 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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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 3 亿人［1］，全国慢性疾
［2］

病导致的死亡率逐年增加 。老年患者及慢性病
患者对医疗护理的需求，并不仅仅局限于医院，越
来越多的患者需要医院-社区-家庭为一体的协
调性、连续性护理服务。但在我国传统意义上，病
人出院就意味着护患关系的结束，护理工作大部
分的重点仍主要强调住院期间的照顾，患者出院
后缺乏连贯性和协调性的可利用医疗资源［3］。这
种观念使得出院患者因缺乏疾病相关知识而门急
诊、住院部床位的使用率增加［4］。延续性护理的
引入、实施和推广，满足了患者从医院到社区、家
庭之间，医疗护理服务无缝连接的需求。

1

延续性护理的背景及定义
1947 年，在美国联合委员会的一份研究报告

中，最早提出了延续性护理的理念，报告中提出：
当患者从医院或其他医疗机构转移到社区或家庭
时，他们所接受的治疗和护理也应该不间断地同
步转移到社区或家庭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医
［5］

疗制度的革新，患者希望医护工作者能够在他们
出院后继续提供持续的、协调的医疗服务，帮助他
们完成疾病的后期康复［6］。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

疾 病 诊 断 治 疗 分 类 标 准（Dignosis-related
Groups，DRG）实施，患者的住院时间受到制约，
越来越多的患者在疾病尚未完全痊愈时提前出
院，转入社区或家庭继续治疗。出院后，由于患者
自我护理能力低下，家属照护达不到预期目标等
原因，许多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病情恶化。随着
出院患者对延续性护理的需求增加，在美国发展
起来的一种新的护理模式--“transitional care”，
经过多年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国外形成了三个典
型的延续护理模式：APN 延续性护理的质量 - 成
本模式、护理主导的延续护理模式、以患者为中心
居家医疗 + 延续护理模式［7］。

20 世纪 90 年代，
“transitional care”这一模式

引入我国后，香港将其翻译为过渡期护理，国内则

翻译为延续性护理。目前，国内学者大多采用美
国老年医学会（American Geriatrics Society）对延
续性护理的定义［8］：设计一系列的护理活动，以确
保患者在不同健康照顾场所或不同层次健康照顾
机构之间转移时，所接受的健康服务具有协调性
和连续性。此定义中，患者受的照顾场所不仅仅
局限于医院，还包括了社区、家庭及其他长期护理
机构。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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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性护理的发展

2. 1

2. 1. 1

延续性护理发展现况
延续性护理实施现况

习近平主席，在

“健康中国 2030”中指出，
“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

全民小康”，将国民健康放置在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指出：
拓展护理服务领域，将加快社区护理发展和开展
延续性护理服务作为主要任务［9］。目前，全球发
达国家及我国台湾、香港等地，对延续性护理极其
重视，各医疗机构均建立了“延续性护理服务中
［10］
心”
，我国各级医院紧跟医疗改革步伐，结合内

地护理的实际情况，开展延续性护理。目前延续
性护理开展较为普遍，延续性护理服务中心的建
立取得了积极的效果。王莉等［11］对全国 28 个省

的 44 所二、三级医院慢病延续性护理开的展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二、三级医院慢病延续性护理开展
较普遍，但在服务内容、形式、规范体系方面没有
达成统一。 罗传惠等［12］的研究指出，部分三级综
合医院建立了延续护理服务中心，并取得积极成
效。

2. 1. 2

延续性护理涵盖范围

目前，我国延续性

护理的重点仍放在死亡率较高，对医疗体系带来
较大负担的疾病，尤其是在通过预防措施可以改
变预后情况的疾病，如在慢性病管理中居前位的
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糖尿病、恶性肿瘤等［7］。
各学者研究结果均证实，延续性护理的推广和实
施，对慢性病的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张冰倩［13］的
研究显示，延续性护理干预小组，为脑卒中患者提
供专业的家庭康复指导，对提高脑卒中患者自我
照护能力有重要意义。 吕婵［14］的研究证实延续
性护理的应用可提高糖尿病足高危患者足部护理
知识掌握率和自我管理能力。郝冬兰［15］的研究证
明了延续护理不仅进一步提高了老年高血压患者
的血压控制水平，同时也有助于改善患者的生活
质 量 ，提 高 患 者 对 护 理 服 务 的 满 意 度 。 刘 振 华
等［6］的研究证实基于微信平台予以乳腺癌患者院
外延续性护理可提高患者依从性，利于上肢功能
恢复、生活质量提高及护患和谐。王双妮等［17］的
研究指出：院外延续性护理可提高癌痛患者的服
药依从性；缓解患者疼痛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
量，减轻患者抑郁状态。
与此同时，我国对外科术后、PICC 置管后、
产褥期、骨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等外科患者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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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也逐渐增多［18-21］。张扬等［22］的研究就侧重于外

者出院后，自我感觉身体状况得到有效改善，进而

科出院患者，包括成立延续护理小组、建立个人信

对疾病的关注度降低。同时由于医院与社区之间

息档案，发放健康指导手册、制定延续护理计划、

延续性护理的交接、方式不同，导致患者出院后遵

电话家庭和基于网络平台的随访。

医行为降低，再入院风险增加。对于需要延续性

2. 1. 3

延续性护理护理人员现况

目前，我国延

护理服务的患者，出院前相关医务人员要详细向

续性护理对护理人员尚未有明确要求，大多未经

其介绍延续性护理相关内容，掌握病人联系方式，

过专业培训，多为临床各科室护士担任，其延续护

并约定延续性护理的最佳时间［33］，以确保患者在

理知信行水平有待加强［23］。简平等［24］采用问卷调

出院后能够享受协调、延续的护理服务。

查方法对护理人员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三级、二
级和社区医院护士延续护理知信行均处于中等水
平；护士延续护理知识、行为得分三级医院最高，
［25］

其次是二级医院，社区医院最低。张丽等

2. 2. 5

护理人员有限且缺乏规范性培训

护士

［34］

的能力是保证延伸护理有效实施的基础

。目

前，我国延续性护理人员多由临床护士担任，由于

对本

临床护士工作繁忙，缺乏延续性护理的规范系统

科毕业护士进行调查发现：本科毕业生对延续护

性培训，延续性护理水平参差不齐。而且，护理人

理模式的认识程度较低低，获取延续护理知识的

力资源的有限性也是局限医院延续护理服务供给

途径不规范，对延续护理的应用模式也不了解。

的主要问题［35］。各医疗单位，应加强延续性护理

2. 2

2. 2. 1

延续性护理发展存在问题
延续性护理发展不平衡

人员的规范培训，以确保出院患者的护理有效且
我国延续性护

理起步相对于国外而言起步较晚，尚处于起步阶
段［26］。虽然国内大部分医疗机构都开始实施延续

连续，降低患者再次住院率。

3

小结

性护理，但由于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各单位医院

随着健康中国政策的推进以及人口老龄化的

的实施情况不一样。相对于三级医院已成立延续

趋势，我国对延续性护理的需求也越来越急迫，我

性护理中心，延续护理在基层县医院尚处于起步

国学者对延续性护理的研究也日益增多。据知网

［12］

阶段，没有形成规范化体系

。因此，应加快延续

性护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以确保不同地区，不
同级别医院实施同质化的延续性护理，从而实现
无缝转诊。
2. 2. 2

可视化分析，近 10 年我国有关延续护理的发文量
总体呈上涨趋势。我国在 2012 年前发文较少，从

2012 年开始明显增长，2018 年年发文量突破千

篇。研究指出，延续性护理事业面对着新的发展

针对成长阶段和疾病不同阶段过渡期的

延续护理极少

和挑战，政府应出台相应法律法规，以实现护理服

在热点研究方面，国际更注重延

务的持续性，满足出院患者延伸性的服务需求［36］。

续护理的干预模式及效果的研究，涉及某一疾病

总之，我国延续性护理在快速普及和发展的同时，

［27-28］

从婴儿到青少年的过渡

，而我国多侧重于疾

也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医院在大力推行延续性

。对于成长阶段的延续性护理及

护理时，要着重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以便更好的

［29］

病本身的研究

［7］

疾病不同阶段过渡期的护理很少涉及 。各医院

实施延续性护理，进而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社区，应扩大延续性护理的涵盖范围，力求做到不

提供更好的医疗护理服务。

同疾病不同病人不同阶段的全方位延续性护理。
2. 2. 3

针对不同疾病不同过度阶段的延续性护

理内容形式单一

目前，延续性护理内容单一，外

科系统护士最常采用一般问候、定期复查、管道护
理，内科护士多采用一般问候、定期复查、饮食指
导、康复指导。形式固定，多为电话随访、QQ 或
微信交流群［30-31］。各医疗机构及社区康复机构，
应根据病人的实际需要和病情特点，拓展延续性
护理服务的内容，丰富延续性护理方式［32］以确保
患者出院后仍可以得到有效的护理。
2. 2. 4

患者参与感低，影响延续性护理效果

参考文献
［1］ 政武经 . 疫情后进一步调整人口政策的思考与建
议［J］. 经济界，2020（02）：3-6.

［2］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
性病状况报告［R］.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5.

［3］ 杨杰妹，潘成艳，叶爱素，等 . 延续性护理对脑卒
中患者生活质量及心理状况的影响［J］. 中华现代
护理杂志，2016，22（10）：1430-1433.

［4］ 钱春荣，朱京慈，杨燕妮 . 国内外延续护理的研究

患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4 ·

中西医结合护理（预印本）

方案及构建 .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12，18（21）：
2481-2484

路改道术后出院患者中的应用［J］. 军医进修学院

［5］ ColemanEA，

BoultC.

Improvingthequalityoftransitionalcareforpersonswithc

omplexcareneeds ［J］. JAmGeriatrSoc， 2003， 51

（4）：556-557

［6］ NaylorMD. Transitionalcareofolderadults［J］. An⁃
nuRevNursRes，2002，20：127-147.

［7］ 王少玲，黄金月 . 延续护理实践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J］. 中国护理管理，2017，17（4）：433-438

［8］ ColemanEA.

［21］ 丁华，尹文文，陈丽，等 . 延续护理在膀胱全切尿

Fallingthroughthecracks：

challengeandopportunitiesforimprovingtransitionalcar
eforpeoplewithcontinuouscomplexcareneeds.
JournalofAmericanGeriatricsSociety，2003，51（4）：
549-555

［9］ 卫生部，中国护理发展纲要（2016-2010 年）. 201611-18

［10］ 陈璐，陈湘玉 . 国内外居家护理概况及对我国居家

护理发展方向的思考［J］. 中国护理管理，2012，12

（7）：94－96．

［11］ 王莉，孙晓，吴茜，等．二、三级医院慢病延续性护
理开展现况调查［J］. 护理学杂志，2017，32（2）：
85-89．

［12］ 罗传惠，文焕，石彩芳等 . 延续护理在基层县医院
的 实 施 现 状 及 对 策［J］. 护 理 与 康 复 ，2018，2：
167-168

［13］ 张冰倩 . 脑卒中患者延续护理的研究进展［J］. 国
际护理学杂志，2017，36（11）：1441－1445．

［14］ 吕婵 . 糖尿病足高危患者采用延续性护理对足部
护理知识与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的影响［J］. 临床护
理，2019（9）：162-163

［15］ 郝冬兰 . 老年高血压患者延续护理的效果［J］. 中
国药物与临床，2019，16（8）：2886-2887

学报，2011，32（2）：172-173

［22］ 张扬，李国宏刘敏 . 我国外科出院患者延续护理实
施现状及建议［J］. 中华护理杂志，2016，51（4）：
409-412

［23］ 简平，刘义兰，胡德英 . 临床护士延续护理知信行
现 状 的 调 查 研 究［J］. 中 华 护 理 杂 志 ，2016，51

（4）：404-408

［24］ 简平，沈军 . 不同级别医院护士延续护理知信行状
况 及 障 碍 因 素 调 查［J］. 护 理 学 杂 志 ，2017，32

（13）：58-60

［25］ 张丽，张岚，戴世英，等 . 本科实习护生对连续护
理模式认知状况的质性研究［J］. 护理管理杂志，
2012，12（7）：523-524

［26］ 陈伟菊，林清然，崔萃球。延续性护理实践模式探
索与对未来发展趋势的思考［J］，中国护理管理，
2017，17（4）：444-447

［27］ TallutoC.

Establishingasuccessfultransitioncareplanfortheadoles
centwithcongenitalheartdisease.
Jan2018；33（1）：73-77.

CurrOpinCardiol.

［28］ CottsTB. TransitionofCareinCongenitalDisease： Al⁃
layingFearsforPatientsandSpecialists.

ProgCardio⁃

vascDis. Sep-Oct2018；61（3-4）：282-286.

［29］ 曹楠，刘启贵 . 国内外延续护理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J］. 中 国 康 复 理 论 与 实 践 ，2017，23（2）：
226-231.

［30］ 覃 桂 荣 . 出 院 患 者 延 续 护 理 的 现 状 及 发 展 趋 势
［J］. 护理学杂志，2012，27（3）：89-91.

［31］ 龚艳，金春莲，章小庆，等 . 延续护理小组管理的

实 践 与 成 效［J］. 中 华 护 理 杂 志 2013，48（1）：
50-51.

［16］ 刘振华，徐菊，黄丽娟 . 基于微信的延续性护理在

［32］ 李惠玲，罗凝香，许红璐．胃癌术后出院病人延续

提高乳腺癌术后功能锻炼依从性及生活质量中的

性护理需求及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J］．现代临床

［17］ 王双妮，乔昭君，应莎莎 . 基于微信平台提供的延

［33］ 王世英，席淑华，吕一刚，等 . 出院病人延续护理

作用［J］. 护理实论，2019，18（9）：172-173

续性护理对癌痛患者疼痛及生活质量的影响［J］.
ModernOncology，2019，27（22）：4065-4068

［18］ 雷铖，陈晨，石镁虹，等 . 基于微信平台的延续护
理在院外患者中的应用现状［J］. 护士进修杂志，
2017，32（2）：117-120

护理，2001，10（5）：64-66．

中出现的问题及干预对策［J］．解放军护理杂志，
2009，26（2A）：24-26．

［34］ 杨纯子，汪晖，徐蓉，等．我国二级、三级医院临床
护士延伸护理服务认知情况的调查研究［J］．护理
研究，2016，30（7）：867－871．

［19］ 胡三莲，丁佳凤，许鑫，等 . 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患

［35］ 张友惠，闫振山 . 医院社区一体化延续护理工作体

者居家康复锻炼效果的影响因素分析［J］. 护士进

系构建及效果评价［J］. 护理进修杂志，2016，31

修杂志，2012，27（10）：919-921.

［20］ 梅赣红，黄燕，余娇，等 . 延续护理对提高心脏瓣
膜置换术后患者生存质量的研究［J］. 护士进修杂
志，2011，26（18）：1684-1686.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11）：1958-1960

［36］ 王丹，国内外延续性护理研究现状［J］. 护理研究，
2016，30（7）：2436-24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