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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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太原市医养结合标准化专家组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西省老年医学学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锐鹏、马文辉、杜毓锋、陈瑞、郭洪波、张文青、武俊英、黄改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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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医养结合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居家医养结合服务的术语和定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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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养结合服务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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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Z/T 039 老年人能力评估

DB1401/T 12 居家安宁疗护服务规范

《医养结合机构服务指南（试行）》（2019）

《老年护理实践指南（试行）》（2019）

《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2012）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居家医养结合服务

以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为目标，由有一定资质的社区、医疗机构、养老服务机构和医养结合机构为

老年人在家庭内提供的医疗卫生与养老相结合的综合性服务。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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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具备《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含中医药主管部门）进行备案。

4.1.2 提供餐饮服务的，应当持有餐饮服务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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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人员

4.2.1 基层医疗机构内应配备医师、护士、康复治疗师、健康照护师、公共营养师、心理咨询师、护

工、社会工作者等人员。

4.2.2 人员应取得相应资质。各类人员(包括家属)应经过相关专业培训。

4.2.3 餐饮工作人员应当持有 A 类健康证。

4.2.4 医护人员行为规范应当符合《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的要求。工作人员提供医疗卫生服

务时，操作过程应当遵循本规范提到的各项标准、规范、指南及相关卫生健康标准，保证服务质量，保

障服务安全。

4.3 环境及设施设备

老年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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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单被褥和老年人衣

服应当保持清洁。需要进行注射、换药等治疗的老年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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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制定并公开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

4.4.2 建立管理组织架构、制定与居家医养结合服务配套的各项规章制度，档案管理制度，人员岗位

职责、服务规范、服务内容、服务流程、管理要求等，形成医养结合的管理制度。

4.4.3 机构应与老年人或相关第三方签订服务协议，明确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4.4.4 由服务质量控制的责任部门或专(兼)职工作人员，制定服务质量控制规范、质量控制指标，明

确不合格服务的预防措施，制定服务质量的评价及改进办法。

4.4.5 居家医养结合服务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应对常态危机和突发危机的应急体系和工作机制，明确相

应部门职责，建设应急防范队伍，及早报告并处理突发事件。

5 服务内容

5.1 生活照料服务

主要内容包括老年人的生活起居、膳食服务、卫生服务等服务，可根据老年人的需求及开展居家医

养结合服务机构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5.2 医疗服务

5.2.1 为所管辖区域的老年人全部建立健康档案并进行健康评估。

5.2.2 定期巡诊：应当根据老年人健康需求，安排医师、护士定期到老年人居住的房间巡诊并做好老

年人血压、心率等身体状况的记录，解决老年人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进行必要的体格检查，为有需

要的老年人提供健康指导服务，协助指导老年人用药。对老年人居家环境进行防跌倒、防坠床、防压疮

等安全指导。

5.2.3 急诊救护服务：根据居家医养人员求救信息，居家医养结合服务机构医护人员应及时出诊救治，

协助进行必要的处理，如心肺复苏、清理呼吸道和面罩给氧等。有条件者设立居家应急求救系统，必要

时设立远程巡诊指导系统。

5.2.4 转诊服务：与周边二级以上医院建立签约合作关系，对于无能力处理的急危重症疾病，遵循就

近转诊原则，开设转诊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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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如有条件，可设立远程会诊系统，签约定点服务机构，协助居家老年人进行适当的远程医疗，

以辅助诊断与治疗。

5.2.6 护理服务：严格遵循查对制度，护理人员加强对居家养老人员的健康宣教。存在高风险患者，

高风险预防措施的有效实施。护理人员严格执行手卫生制度，严格遵循消毒隔离措施、无菌技术的原则

并做好自我防护。为老年人提供的护理服务参照《老年护理实践指南（试行）》执行。

5.2.7 充分利用中医药技术方法及中医理论，为老年人提供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的中医诊疗服务。

对老年人个性化起居养生、膳食调养、情志调养、传统体育运动等进行健康干预。

5.2.8 安宁疗护参照 DB1401/T 12 要求。

5.2.9 在营养风险筛查评估的基础上，为老年人制定个性化膳食食谱。如低盐膳食、低脂膳食、高能

量高蛋白膳食等。

5.2.10 应提供心理卫生建设服务，对老年人进行情绪疏导、心理支持、危机干预、情志调节等心理疏

导，以满足老年期特殊心理需求。若发现异常，及时与老年人沟通，并告知第三方。必要时请医护人员、

社会工作者等专业人员协助处理或转至专业医疗机构。

5.3 康复服务

5.3.1 针对居家老年人群康复评定（包括但不限于肌力评定、关节活动度评定、吞咽障碍评定、认知

知觉功能评定、日常生活能力评定、社会参与能力评定等）。

5.3.2 对长期卧床的患者必要时进行静脉血栓栓塞症(VTE)风险评估，根据评分情况，必要时行药物预

防 VTE；并对呼吸系统、运动系统、中枢神经系统进行评估，根据评估情况，给予适当的康复指导（如

体位摆放、床上运动训练等）。

5.3.3 对脑卒中、骨折术后等慢性病的老年人开展适当的康复治疗，如物理治疗（运动疗法、理疗）、

作业治疗、吞咽治疗、呼吸功能训练、盆底肌训练等。

5.4 辅助服务

5.4.1 根据老年人身心健康要求，鼓励家属与老年人进行适当的娱乐活动，如唱歌、棋牌、美术等活

动。

5.4.2 协助社区志愿者为老年人提供精神文化服务。

5.4.3 协助老年人外出购物，外出就医等服务。

6 服务流程

6.1 服务接待

设立接待室，安排专人通过现场、网络、电话等不同形式，登记记录申请居家医养服务人员的情况

及要求。

6.2 评估

6.2.1 由提供居家医养结合服务的机构对申请居家医养结合服务的老年人进行综合能力评估、护理需

求评估等。

6.2.2 每 6 个月进行 1 次评估，如遇病情变化应及时评估，评估服务应由经培训合格的评估员完成，

评估结果须由评估员签字确认。

6.3 签订服务协议

与老年人（或第三方）签订服务协议。主要条款包括但不限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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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联系方式；

——老年人（或第三方）、经常联系人的姓名、住址、身份证明、联系方式；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

——服务期限；

——协议变更、解除、终止条件；

——违约责任；

——意外伤害责任认定和争议解决方式；

——当事人协商一致的其它内容。

6.4 制定服务计划

根据老年人体检报告、老年人能力评估、老年护理需求评估等结果，为老年人制定有针对性的服务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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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老年人建立服务档案。

6.6 提供居家医养结合服务

6.6.1 根据老年人情况，由医护人员和相关服务人员为老年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与养老服务，并保证

服务质量。

6.6.2 及时跟进服务进展情况并记录档案。

6.6.3 服务过程中根据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和服务需求，适当调整或变更服务内容。

6.6.4 有条件的可与上级医疗机构或签约医疗机构建立双向转诊，为老年人提供连续性服务。

6.6.5 服务期满时，应当根据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个人需求，确定是否要为老年人继续提供服

务。

7 评价与改进

7.1 服务评价

7.1.1 应及时听取老年人及相关第三方的建议和意见，采取设置意见箱、网上收集等方式收集信息。

7.1.2 建立老年人满意度评价机制，定期或不定期的通过电话回访、入户调查等形式进行服务满意度

调查。

7.1.3 建立居家医养结合服务满意度测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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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4 对服务质量的评价包括但不限于服务时间的准确率、服务项目的完成情况、服务人员的着装、

服务态度、服务用语、行为规范、服务对象及其监护人的满意度、投诉事项处理情况等。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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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形成检查报告。

7.2 评价内容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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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 应对所制定标准运行的有效性和效率进行评价。

7.3 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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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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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