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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延续性护理对老年慢性病患者用药安全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9 年 8 月—2020 年 2 月治疗

后出院的 100 例老年慢性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数字随机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对照组出院
时给予常规出院指导，观察组实施延续性护理干预。对两组患者出院后 6 个月的用药安全情况和再住院情况
进行统计分析，运用调查问卷的形式评估两组患者出院后依从性和满意度情况。结果

观察组患者出院后擅

自增减药、漏服药、停药的比例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观察组患者的再住院率为 4. 00%

（2/50），低于对照组的 18. 00%（9/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观察组患者出院后在合理饮食、康复锻

炼、按时复查、卫生清洁方面的依从性评分高于对照组（P＜0. 01）。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
0. 05）。结论

延续性护理可提高老年慢性病患者出院后用药安全性和依从性，降低再住院率，提高护理满

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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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ontinuous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medica⁃
tion safety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Methods Totally 100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with 100
cases in each group. Patient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discharge guidance and followup，and tho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continuous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medica⁃
tion safety and rehospitalization situation were analyzed at 6 month after discharge form hospital.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measure the compliance and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after
discharge form hospital. Results The rates of unauthorized increase，decrease，withdrawal and
missing of medica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
0. 05，respectively）. The re-hospitalization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4. 00% vs. 18. 00%，P＜0. 05）. The scores of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about di⁃
etary，rehabilitation exercise，hospital reexamination and hygien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 01）. The satisfaction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 05）. Conclusion The continuous nursing inter⁃
vention is potentially effective to improve the medication safety and treatment compliance after
discharge from hospital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KEY WORDS：continuous care；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elderly patients；medication
safety；compliance
通信作者：戴晖，E-mail：hlb_@126. com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2 ·

中西医结合护理（预印本）

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提升，慢性病高发也成

对研究结果造成影响，本研究通过病例翻查、现场

为老龄化社会的一大挑战。据统计，我国有超过

测试、持续观察等手段，对两组研究对象的理解能

1. 8 亿老年人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疾病，人均服药
9. 1 种，长期服用多种药物者占 60. 2%

［1-2］

力和遵医嘱的自觉性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监测，结

。慢性

果两组患者研究对象均具有正常的理解能力，在

病患者用药依从性不佳，其中老年慢性病患者由

用药方面均自觉遵医嘱，因此判定无明显差异，可

［3］

于记忆力和认知力下降，其用药依从性更差 。
因此，通过延续性护理的方法，降低老年人用药不
规范的风险，提高用药依从性，全面提升老年人的
生命质量，已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4］

延续性护理在国内最广泛的定义 是指是通
过一系列行动，确保患者在不同的健康照顾场所
或相同的健康照护场所受到不同水平的协作性与
连续性的照护。其目的是为了保证患者在病情发

以进行后续对照实验。
1. 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出院时行常规出院指导，向患者

介绍正确、健康的生活方式，由医师为患者提供后
续的治疗方案，并叮嘱患者定期回院复查。
观察组实施延续性护理干预，具体护理措施

包括：①成立延续性护理小组：出院时建立档案，
汇总患者的各项基本资料和疾病相关情况。成立

生变化时，无论身处任何地点、身边有何人照顾，

延续性护理小组，由护士长和科室护士共同商讨

都能够受到及时医疗救助。延续性护理具有协调

制定延续护理计划。②健康宣教：首先给予患者

性、连续性的特点。通过为患者提供无缝衔接式

对自身的疾病相关知识了解程度进行评估，综合

的延续性护理，进而有效降低患者再次住院率。

患者的了解程度和具体病情、文化程度等，采用图

目前，连续性护理大多由护理人员进行，通过为患
者建立医疗健康档案，以发放健康教育手册、进行

片、视频、宣传手册等方式每次进行 20 min 的宣

教。尽可能利用图片、视频的形式将专业的医学

电话回访、微信回访等方式对患者进行医疗知识

知识转变为通俗易懂的语言，方便患者理解。让

的普及与健康教育。国内外开展连续性护理的经

每一位患者对疾病、用药均有正确的认知，并意识

验表明，延续性护理效果明确，能够有效降低患者

到遵医嘱用药的必要性。③随访：由延续性护理

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自我管

小组的人员按照制定的延续护理计划对患者进行

［5］

理能力、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本文选取治疗
后出院的老年慢性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探讨延续

随访，每月 4 次电话随访，每周 2 次微信随访，患者

有任何情况随时与护士沟通。护士在随访中了解

性护理对老年慢性病患者用药安全的影响，现报

并记录患者身体的康复情况和用药情况。④用药

告如下。

指导：指导患者遵医嘱用药，告知患者及家属不可

1

擅自增减药物、漏服药物、停药；指导正确的服药

1. 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 年 8 月—2020 年 2 月在医院住院治

疗后顺利出院的 100 例老年慢性病患者为研究对
象，采用数字随机表法分为两组，各 50 例。观察

方式；用药注意避开某些事物，保证用药安全［6］。
⑤生活指导：告知患者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饮食习
惯和运动习惯，保持良好的心情，按时复查。
1. 3

观察指标

1. 3. 1 用药安全情况：对两组患者出院后 6 个

组男 28 例，女 22 例；年龄 62～84 岁，平均（70. 35±

月内的用药安全情况进行分析，用药安全指标主

疾病类型：内分泌疾病 16 例，心血管疾病 12 例，骨

药、是否擅自停药。

1. 28）岁；病程为 3～14 年，平均（8. 24±0. 96）年；
科疾病 8 例，肺部疾病 8 例，消化道疾病 6 例。对

要包括是否擅自减药、是否擅自增药、是否漏服
1. 3. 2 再入院情况：比较两组出院后 6 个月内

照 组 男 25 例 ，女 25 例 ；年 龄 68～86 岁 ，平 均

的再住院率。

1. 39）年；疾病类型：内分泌疾病 12 例，心血管疾

估两组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情况，重点评估患者在

病 6 例。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的依从性。每项最高分均为 25 分，四项总分为

（71. 26±2. 44）岁 ；病 程 为 4~16 年 ，平 均（8. 65±
病 15 例，骨科疾病 5 例，肺部疾病 12 例，消化道疾
＞0. 05）。

为了排除平均年龄和平均病程相对较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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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3 治疗依从性：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评

合理饮食、康复锻炼、按时复查、卫生清洁四方面
100 分，得分越高，则说明依从性越好［7-10］。

1. 3. 4 满意度：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了解两

Integrative Nursing Preprint

组患者的满意度情况，问卷中共包括 5 个项目 10

个问题，每个问题的评分最高为 10 分，最低为 0
分，85～90 分表示非常满意 ，60～84 分表示一般
满意，≤59 分说明不满意。
1.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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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重，慢性病患者逐渐

增多，
《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 -2025
［11］
年）》
提出，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应为慢性病患者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 0 软件，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

提供跟踪随访、疾病指导等相关的延续性护理服

百 分 率（%）表 示 ，采 用 χ2 检 验 。 检 验 水 准 α =

延续性护理在健康管理中的作用［12］。本研究比较

差（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量资料以

务，使患者在家庭得到持续的健康照护，充分发挥

0. 05，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了常规出院指导与延续性护理在老年慢病患者护

2

势更为突出，体现在出院后用药安全性高、患者依

理中的应用效果，结果显示延续性护理的应用优

结果

2. 1

从性高、患者满意度高、再住院率低等方面。延续

患者出院后用药安全情况
观察组患者出院后擅自增、减药、漏服药、停

药的比例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 05）。见表 1。
表1

擅自增药

观察组（n=50）

0

擅自减药

漏服药

1（2. 00）

擅自停药

1（2. 00）

0

对照组（n=50） 4（8. 00） 7（14. 00） 7（14. 00） 5（10. 00）
χ

4. 166

2

2. 2

4. 891

0. 041

P

4. 891

0. 027

5. 263

0. 027

0. 022

再住院情况

观察组患者的再住院率为 4. 00%（2/50），对

照组为 18. 00%（9/50），观察组再住院率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
2. 3

依从性评价

时复查、卫生清洁方面的依从性评分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1），见表 2。

两组患者出院后的依从性评分比较（x±s）

组别

合理饮食

康复锻炼

按时复查

分

卫生清洁

观察组（n=50）22. 23±1. 16 22. 16±1. 05 21. 96±1. 28 22. 13±1. 78
对照组（n=50）18. 47±1. 12 17. 84±1. 46 17. 96±1. 34 18. 46±1. 86
16. 488

t

＜0. 001

P

2. 4

16. 986

＜0. 001

15. 263

＜0. 001

提供院外指导，可以及时的干预患者不良生活习
不仅可以延缓并发症的发生，而且提高了生活质
量，有效促进患者的自我管理［13］。
综上所述，对老年慢性病出院患者实施延续
性护理，可提高出院后用药安全性和依从性，降低
再住院率，提高满意度，是老年慢性病护理的发展
方向。延续性护理在老年慢性病护理中的推广应
用，还需要在制度化、标准化等方面进行进一步的
研究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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