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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延续性医疗服务的发展现状与启示
毛润越

方力争

延续性医疗服务是指通过一系列的措施确保
患者在不同地点或不同层次的医疗机构之间转移
时接受具有协调性和延续性的照护，以预防或减少
疾病再发，促进患者康复[1]。它的三个核心要素为信
息、关系和管理的延续，
且各个领域的延续性照护都
不能脱离这三者。信息的延续是指利用以往事件的
信息和个人情况来为当前个人延续性的管理制定合
适的照护方案；管理的延续是指为满足患者不断变
化的病情需求，各医疗机构和管理者之间需相互协
调与合作；关系的延续是指患者在同一个或多个医
生处存在的持续治疗关系[2]。研究表明在医疗卫生
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为老年慢性病患者提供延续性
医疗服务，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本文将通
过借鉴国外延续性医疗服务的实施经验，归纳总结
其模式，结合我国目前的家庭医生签约制度，为更
好地提供延续性医疗服务提供参考借鉴。
1 国外延续性医疗服务的模式与现状
国外延续性医疗服务的研究及实践主要分为两
大类，
分别是初级卫生保健领域的延续性照护（或称
为以社区为基础的延续性照护）和从急性期照护所
在医院出院的延续性照护。提升患者照护质量的方
法主要为：增加患者获得以社区为基础的延续性医
疗服务的机会以及改善医院与社区之间的转诊[3]。
随着社区诊所的普及、医疗保险制度以及医疗
政策的完善，欧美国家建立起了有序的双向转诊制
度，保障了患者在医院与社区之间转诊，有效地提
高了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利用率，改善了患者生活质
量，同时降低医疗支出[4,5]。各地区的延续性医疗服
务模式和内容略有差别，但在一定的区域内逐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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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了统一的可规范执行的照护模式，例如制定出
院和双向转诊时的技术规范与服务标准，以保证患
者的医疗信息、关系与管理得到延续 [6] 。随着网络
的普及，组建一个包括家庭医生、药剂师、康复师、
护士、社会工作者等的多学科团队来为患者提供
线上服务成为延续性医疗服务新的发展方向 [7~9] ，
并取得了不俗的成本效益。例如 Markle-Reid 等[9]
在线上程序的支持下对脑卒中患者进行 6个月的延
续性医疗服务干预后，患者健康结局无明显差异，
但人均费用大大减低（C $35855.59 vs C $8521.06，P
＜0.05），其中主要的减低项为急诊费用（C $35427
vs C$0，
P＜0.05），
主要增加的费用为社区康复（C$ 0
vs C$4815，
P＜0.05）。
延续性医疗服务这一模式在国外的应用，提高
了初级卫生保健服务的利用率，在相对短的时间内
即可产生较好的临床及经济效益，加拿大 Van Spall
HGC 等[10] 在一项 meta 分析中分析了 2000～2015 年
包含了 12 000 余人共 53项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发
现延续性医疗服务在干预 30 d 后即可显著降低心力
衰竭住院患者的全因死亡率、再入院率，
并降低医疗
[11]
成本。随后 Van Spall HGC 等 于 2018 年设计了一
项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在加拿大 10 家医院中招募了
2 494例 60岁以上的心力衰竭住院患者，对干预组患
者进行一段时间的延续性医疗服务干预后，发现并
未改善患者临床结局，
两组患者 30 d 内及 3个月内全
因再入院率、急诊就诊率、死亡率等无显著性差异。
这可能是由于医疗水平的提高，政府的资金投入增
加，
医院医疗质量基线的提高，
社区初级卫生保健服
务的普及，
由此产生了
“天花板”
效应，
降低了延续性
医疗服务的收益。
发达国家已建立完善的延续性医疗服务模式，
该服务通常由跨学科团队组成，护士、药剂师等在
该团队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服务方式上主要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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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出院和转诊规范改善医院和社区之间的转诊以
及通过定期的线上与家庭访视对患者进行多方面
的评估与干预。个别医疗水平较高的地区由于医
疗服务质量的基线较高以及疾病治疗的“天花板”
效应，常见的干预措施可能已经无法产生显著的收
益，继续研究这一模式可能需要从新的干预方法或
其他方向上去探索。
2 我国延续性医疗服务的发展与现状
我国延续性医疗服务的实施起步较晚，但发展
迅速。最早引入延续性医疗服务模式的是香港地
区，由于医院不是监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的最佳
场所，是一个不自然的环境，计划饮食和活动水平
低，且花费十分昂贵，因此，将治疗结合到糖尿病患
者的现实生活环境中发现，临床收益与经济效益都
成果显著，可有效提高患者对健康行为的依从性，
且能降低医疗支出。Wong 等[12]在 2001 年针对糖尿
病患者开展了一项研究，干预组患者提前出院并接
受延续性照护计划，包括每周或每两周一次的电话
随访等，结果显示两组患者在 24周时糖化血红蛋白
水平无明显差异，但干预组患者血糖监测及与运动
依从性得分较高，住院时间缩短 3 d 余，平均每名患
者净节省 11 888 港元。我国大陆地区也开始陆续开
展延续性医疗服务，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率先成
立了延续性护理服务中心，为产妇、新生儿、慢性病
患者等进行家庭随访和电话随访，以提高其出院后
的生活质量[13]。2012 年，卫生部发布《中国护理事业
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 年）》，正式将延续性医疗
服务纳入卫生部的课题研究并归入“十二五”
重点任
[14]
务 。此后，
我国学者对患者延续性照护需求的研究
逐渐深入，
相继开展了由护士主导的针对糖尿病、高
血压、肿瘤、孕产妇等单病种患者提供延续性医疗服
务 的 研 究 ，并 取 得 了 较 好 的 临 床 收 益 及 经 济 效
益[15,16]。但这一阶段的研究多由上级医院的护士为
主导为住院患者提供出院后的延续性医疗服务，同
时患者的健康档案没有实现上下覆盖，医院—社区
之间的联动不足，
未能很好地利用社区医疗资源，
在
效果评价方面主要聚焦于对患者健康照护结局的评
价，
但评价指标不够规范，
即使是对同一病种的患者
也有多种评价指标，
未能形成系统性的评价体系[17]。
近年来我国在大力推行“家庭医生签约”制度
的背景下，多以家庭医生为主体领导多学科团队为
患者提供延续性医疗服务。我国学者调查了上海、
宁波两地社区老年慢性病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一

般情况、延续性照护需求等，结果显示“未签约家庭
医生、罹患多种慢性病、月收入较低等”是患者有延
续性医疗服务需求的主要因素，并指出政府和医院
应当创建延续性医疗服务平台，针对不同患者提供
个性化、多样化的服务[18]，而家庭医生在该服务平台
中将扮演不可替代的作用。吴新春等[19]研究采用住
院—居家延续性医疗服务模式干预老年患者，在出
院时为老年患者开展老年综合评估，出院后依靠上
级医院老年科医师和社区的家庭医师对患者各种
慢病指导合理用药，并对慢病并发症进行三级预
防，对半失能、失能老人进行居家环境评估、功能锻
炼指导、家庭护理指导、营养及精神心理指导，这一
对照试验充分利用了社区医疗资源，通过上述干预
措施可明显减少患者再入院次数、平均住院时间、人
均年卫生支出费用。唐永艳等[20]研究采用以奥马哈
系统为框架的家庭医生团队为患者提供延续性医疗
服务，结果显示干预组患者体重指数、空腹血糖、餐
后 2 h 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及生存质量评分都明显
优于对照组。唐永艳等[20]研究充分利用了我国
“家庭
医生签约”
制度的优势，
形成了系统的社区糖尿病延
续医疗服务体系框架，为患者提供生理－心理－社
会支持式照顾及持续性、综合性、个性化的照顾。医
院与社区相结合延续性医疗服务模式管理老年慢性
病患者是一种有效可行的方式。张文全等[21]在上海
进行了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社区医生在中心医院进
行规范化心力衰竭诊疗培训后对干预组患者进行随
访管理，
每月定期上门随访，
指导心力衰竭药物的使
用、生活方式的改善和血压心率的监测，
同时对心力
衰竭患者进行集中的知识讲座和自我管理教育。完
成 18个月的随访后，
干预组患者心力衰竭知晓率、
规
范化服药率、自我日常生活管理率、再次住院率、住
院天数均优于对照组，由此表明医院与社区相结合
的延续性医疗服务模式规范化管理老年慢性病患者
切实可行且效果显著。
3 对我国延续性医疗服务模式的启示
大量的研究及实践经验证明，延续性医疗服务
模式的实施可以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提高医疗资源
利用率及社会经济效益，值得在临床中广泛应用。
由于该服务模式要求进行定期的家庭访视，家庭医
生的重要性尤为凸显，应当在“家庭医生签约”制度
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开展延续性医疗服务。在开展
延续性医疗服务的研究与实践时，应当注意以下几
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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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完善相关医疗政策。虽然我国在大力推
动分级诊疗与双向转诊制度，但目前的分级诊疗与
双向转诊的重点是分流病人而非建立系统性的延
续性医疗服务网络，综合医院与社区医院的信息交
互与管理等不完善。因此，仍需通过医疗政策来加
强医院与社区之间的协作，包括医保制度的引导、
医疗资源主动向社区倾斜等手段，来推动医院—社
区的联动，
奠定延续性医疗服务的基础。
二是需要建立信息化平台并规范评价体系。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建立完整的居民电子健康档案
并在整个区域内实现信息的互通，避免信息的脱
节，是医院—社区之间联动的契机；在信息互通的
基础上规范对患者服务的评价体系，建立系统性的
评价标准，
能有利促进延续性医疗服务的质量。
三是组建多学科团队。国内关于延续性医疗
服务的研究多以护士为主导，但随着患者需求的不
断提高，一个由家庭医生为主导的包括药剂师、康
复师、护士等的多学科团队更能满足目前的需求。
除此之外还应当扩展和明确患者家属在整个过程
中的作用，让患者家属参与到服务规划中来，才能
形成一个完善的服务团队。
四是结合线上平台提供延续性医疗服务。将线
上平台与延续性医疗服务结合，
实施线上干预手段，
可以打破空间与时间限制，
使患者接受的服务更加全
面，
提升对患者的教育效果及患者自我照护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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