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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太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监督实施。

本文件由太原市医养结合标准化专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西省老年医学学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杜毓锋、潘伟革、张建子、关淑倩、郭洪波、吴亚文、柴云花、孟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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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安宁疗护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居家安宁疗护服务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服务内容、服务流程、评价与改进等内

容。

本文件适用于提供居家安宁疗护服务的机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5796-2017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35796-201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安宁疗护

为控制疾病终末期患者或临终前老年患者及其家属的痛苦和不适症状，提高患者生命质量，帮助患

者舒适、安详、有尊严地离世，而提供的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照料和人文关怀等服务。

3.2

居家安宁疗护服务

为居家的疾病终末期患者、临终前老年患者及其家属提供的上门安宁疗护服务。

3.3

居家安宁疗护的服务对象

疾病终末期患者、临终前老年患者及其家属，包括肿瘤与非肿瘤的疾病终末期患者；经现代医学诊

断，结合患者及家属意愿，适合并同意居家进行安宁疗护的患者。介入时间为患者疾病终末期，一般不

超过六个月。

3.4

疾病终末期患者

罹患严重伤病，经现代医学诊断尚无法治愈，六个月内有可能死亡的患者。具体包括：恶性肿瘤晚

期及其他各种严重疾病导致器官功能衰竭病情危重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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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居家安宁疗护服务机构

具有安宁疗护居家服务能力的医疗机构。包括但不限于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卫生院、

卫生室、安宁疗护中心等。

3.6

舒适照护

使患者在生理、心理、灵性上达到愉快的状态，或缩短、降低其不愉快程度的护理。

3.7

相关第三方

为老年人提供资金担保、监护或委托代理责任的人或组织。

[来源:GB/T 35796-2017,3.4]

4 基本要求

4.1 机构

符合国家对医疗卫生机构的基本标准，具备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资质。

4.2 人员

医师、护士（师）、健康照护师、药剂师、心理咨询师、营养师、康复师、中医师、评估员、社工、

志愿者应当持有相关部门颁发的证书、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及行业规范的要求，并经过安宁疗护服务相关

的专业培训。

4.3 环境及设施设备

患者的居住场所应当保持安静、光线明亮、通风良好，房间、桌面、病床、床单被褥和患者衣服应

当保持清洁。需要进行注射、换药等治疗的患者，其居住场所应当在责任医师和护士的指导下做好隔离

与防护，避免感染。

4.4 管理

4.4.1 建立管理组织架构，制定与居家安宁疗护服务相配套的各项规章制度，人员岗位职责、服务规

范、服务流程、管理要求等文件，形成居家安宁疗护服务体系。

4.4.2 居家安宁疗护服务机构应公开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

4.4.3 设立服务质量控制的责任部门，有专(兼)职工作人员，制定服务质量控制规范、质量控制指标，

质量评价及改进办法。

4.4.4 制定安全管理与风险防范制度，建立健全应急体系和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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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服务内容

5.1 医疗服务

5.1.1 症状控制

评估患者症状的部位、性质、程度、发生及持续的时间，诱发因素、伴随症状，既往史及患者的心

理反应；寻找引起症状的诱因，采取适合居家的治疗措施，努力控制症状；如病情发生变化，及时调整

治疗方案。

5.1.2 营养支持

根据营养风险筛查、营养评价结果、吞咽障碍评定结果和胃肠功能的不同，制定个体化的居家营

养方案。

5.1.3 中医服务

充分利用中医药技术方法及中医理论，为患者提供中医诊疗服务（包括针灸、按摩、药茶、药浴、

助眠、祛痛、芳香治疗等），缓解患者症状，减轻患者痛苦，改善生活质量。

5.1.4 会诊服务

建立会诊制度，根据实际情况与上级医院及专科医生实施现场或远程会诊，便于更好地控制症状。

5.1.5 转诊服务

签约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必要时可联系转诊入院治疗。

5.2 舒适照护

5.2.1 生活护理

生活护理包括穿衣、修饰、饮食照料、排泄护理等，协助沐浴和床上擦浴、床上洗头、体位转换、

轮椅与平车使用等照护措施。根据症状的部位协助患者采取合理的、舒适的体位。

5.2.2 基础护理

基础护理包括口腔护理、皮肤护理、会阴护理、压疮预防等，应当严格按照护理操作规范执行。

5.2.3 技术护理

5.2.3.1 遵医嘱给予对症护理，应当注意观察疗效和不良反应，并及时反馈。

5.2.3.2 管路护理。应根据国家制定和认可的护理技术操作规范提供适合居家的护理服务。

5.3 康复服务

根据评估结果给予患者相应的康复服务。

5.4 人文关怀

5.4.1 心理、社会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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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患者及家属进行心理、社会评估，包括患者的病情、意识情况、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还包

括患者和家属对疾病的认知、预期及生死观等。根据心理、社会评估结果制定相应的心理关怀方案。

5.4.2 医患沟通

医护人员就诊疗、服务、健康、心理及社会等相关因素，以适当的方式和技巧与患者及家属进行反

复沟通，达成共识，形成生前预嘱；对于患者及家属拒绝的医疗行为，医护人员应在遵守现行法律法规

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并在病历中体现。

5.4.3 应对情绪反应

应用恰当的评估工具筛查和评估患者的心理状况，正确面对疾病，帮助其有效应对。以适当的方

式进行死亡教育，对家属进行哀伤辅导等。

5.4.4 社会支持

评估和观察患者的适应情况；评估患者的人际关系状况，家属的支持情况；根据患者疾病的不同阶

段选择不同的社会支持方式（包括志愿者、社工、慈善机构等）；指导患者积极寻求社会支持，充分发

挥社会支持的作用。

6 服务流程

6.1 服务接待

安宁疗护机构建立服务接待平台，了解并记录服务对象的基本情况，填写患者及家属生前预嘱调查，

初步判断是否适合居家安宁疗护。

6.2 体检及评估

6.2.1 居家安宁疗护前对患者进行综合评估。

6.2.2 评估服务应由安宁疗护医师完成，并签字确认。

6.3 签订服务协议

根据评估结果与需居家安宁疗护患者（或其第三方）签订服务协议。主要条款包括但不限于：

——机构名称、场所、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联系方式；

——患者（或其第三方）姓名、住址、身份证明、联系方式；

——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

——服务期限和地点；

——协议变更、解除与终止的条件；

——违约责任；

——当事人协商一致的其他内容。

6.4 制定服务计划

根据综合评估结果和服务协议，为居家安宁疗护患者制定有针对性的服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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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建立服务档案

将服务过程中形成的文件、记录、协议等及时汇总、分类和归档，为患者建立服务档案。

6.6 提供居家安宁疗护服务

6.6.1 根据患者病情，由医护人员及相关人员为患者提供居家安宁疗护服务，并保证服务质量。

6.6.2 及时跟进服务进展情况并记录入档。

6.6.3 服务过程中根据患者病情和需求，适当调整或变更服务内容。

6.6.4 有条件的可开展远程会诊，必要时可与签约上级医疗机构进行转诊入院治疗，为患者提供专业

服务。

7 评价与改进

7.1 服务评价

7.1.1 应定期听取患者的建议和意见，采取设置意见箱、网上留言等方式收集信息。

7.1.2 建立内部患者及家属服务满意度测评、机构内部服务质量自我监督与考核等工作机制，完善服

务质量的自我评价。

7.1.3 采取日常检查、定期检查、不定期抽查、专项检查等方式进行内部评价，评价内容包括但不限

于：服务项目、服务质量、服务人员、服务满意度、工作记录及归档情况等，并形成检查报告。

7.2 持续改进

对评价效果、问题、不合格项产生的根源进行分析研究，制定纠正和预防措施。按照PDCA管理模式

进行，即从策划-实施-检查-改进，周而复始地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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