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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延续性护理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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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慢性心力衰竭是绝大多数心血管疾病的终末阶段，具有患病率高、致死率高、再住院率高等特点，可

导致患者经济负担加重、生活质量降低。延续性护理是随着社会发展和医疗技术进步而兴起的新型护理服务模式，其
可通过对患者采取系统的干预措施而最大限度地开发患者及其家属参与护理能力，有效提高患者自我护理行为，进而
降低患者再住院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本文主要综述了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延续性护理的必要性、实施形式、实施内
容及实施重点，旨在为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制定科学、规范的延续性护理方案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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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ronic heart failure is the terminal stage of most cardiovascular diseases，which may lead to increase of

economic burden and reduce of quality due to the high morbidity，high fatality rate and high re-hospitalization rate. Transitional

care is a new nursing service mode that sprung up a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medical technology，which may furthest

develop the ability of participating nursing of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through systematic interventions，thus to improve
the self-care behavior and quality of life，and reduce the re-hospitalization rate. This paper mainly reviewed the necessity，
measures，contents and key points of intervention，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making scientific and standardized
transitional care programm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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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力衰竭是心脏器质性或功能性病变导致心脏充盈或射
血能力低下的一组临床综合征，具有患病率高、致死率高、
再住院率高等特点［1］。据统计，我国成年人心力衰竭患病率
约为 0.9%［2］，>70 岁老年人心力衰竭患病率高达 10%，男女
患病比例约为 1.3:1.0［3］。胡爱英等［4］ 研究表明，慢性心力
衰竭患者出院后 3~6 个月复发率和再住院率为 27%~47%。心
力衰竭患者长期受到呼吸困难、疲乏、虚弱、疼痛等临床症
状困扰，急需得到持续护理，但目前国内对心力衰竭患者的
护理主要集中在住院期间。延续性护理是随着社会发展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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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技术进步兴起的新型护理服务模式，是为确保护理的协调
性和连续性及为不同健康照护场所（如从医院到家庭）或同
一健康照护场所（如医院不同科室）转换的患者提供的护理
服务，使患者治疗、护理得到延续［5］。笔者检索国内外相关
文献，综述了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延续性护理的必要性、实施
形式、实施内容及实施重点，旨在为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制定
科学、规范的持续性护理提供参考。
1 延续性护理的必要性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方式改变及人口老龄化社会进程加
剧，慢性心力衰竭已成为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主要心血管疾
病。但很多患者对心力衰竭缺乏正确认识，仍保留吸烟、饮酒、
高脂高盐饮食等不良生活习惯；此外，慢性心力衰竭多为老
年人，常存在多病共存，服药种类多，且记忆力下降，故治
疗依从性变差、再住院率增加。既往研究表明，60% 的心力
衰竭患者服药依从性较差，进而直接影响患者预后和疾病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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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6］。吴建华［7］ 进行的现况调查结果显示，随着出院时间
延长，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自我护理行为逐渐下降。徐娟等［8］
研究表明，50% 的再住院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可以通过干预避
免再次住院。美国一项研究表明，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再住院
率每降低 2%，每年将会节省 1 亿美元的医疗支出［9］。延续
性护理可通过多层次、多角度护理干预为患者提供全方面、
连续、无间隙护理，其不仅体现整体护理和优质护理的理念，
还能降低患者再住院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减少住院费用，
值得在临床进行推广。
2 延续性护理的实施形式
2.1 家庭访视、电话随访 RUSCHEL 等［10］将 252 例心力衰
竭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患者出院后进行常
规门诊随访，观察组患者出院后实施以高级实践护士为主导
的家庭访视和电话随访，结果显示，6 个月后观察组患者并
发症发生率、再住院率低于对照组，医疗服务花费少于对照
组。既往研究表明，对出院后心力衰竭患者进行电话随访（30
min/ 次，1 次 / 周），护士要根据患者汇报的体质量和临床症
状制定个性化指导意见，以提高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改善
患者生活质量［11-12］。电话随访时可以参考《标准电话访问手
稿》，以提高患者随访效果［13］。GRUSTAM 等［14］ 从成本效
益角度分析家庭访视和电话随访的优势，结果显示，与常规
护理相比，家庭访视和电话随访可减少患者医疗费用。因此，
越来越多的心力衰竭患者希望通过家庭访视和电话随访方式
获得延续性护理服务，但基于我国现阶段医疗资源相对短缺，
实施家庭访视难度较大，故可以将社区护理纳入慢性心力衰
竭患者延续性护理的一部分。
2.2 手 机 APP 管 理 软 件 近 年 来 随 着 智 能 手 机 的 普 及，
使各类 APP 可以提供线上服务，如“居家医护”“护士到
家”“医护家”等。苹果公司最新研发了一种新的软件（Apple
CareKit），该软件与佩戴于患者身体上的传感器相连接，可
以记录并向医护人员传递患者血压、心率、服药依从性信息，
医护人员根据传送的信息给予患者相应指导意见［15］。“心力
衰竭管理”APP 软件具有测量体质量、用药和护理任务提醒
功能。蔡小燕［16］研究中干预组患者出院时下载“心力衰竭管
理”APP 软件，对照组患者出院后进行常规随访，结果显示，
6 个月后干预组患者服药依从性、每日测量体质量等方面均优
于对照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可以通过手机 APP 管理软件掌
握心力衰竭症状及健康教育，激励患者主动参与疾病的自我
管理，医务人员可以通过手机 APP 了解患者病情并及时给予
指导，进而提高患者治疗效果。
2.3 微信群、公众号等网络随访 李洁［17］ 通过微信录制视
频、建立微信群，为患者讲解疾病相关知识、情绪管理方法，
结果显示，通过微信平台随访能降低心力衰竭患者 N 末端脑
钠肽前体水平、提高左心室射血分数、延长 6 分钟步行距离，
缓解患者由于盲目担心病情而引起的焦虑、抑郁情绪，进而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王爽等［18］研究表明，利用微信平台建立
微信公众号和微信群，并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语音形式的健
康信息，患者每周日通过微信群反馈自身疾病信息并与病友
进行交流，医生和护士做出指导，6 个月后患者自我管理能力、
生活质量、心功能明显优于干预前。微信作为目前使用频率
极高的信息交流平台，能同时实现文字、语音、图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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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为一体的全方位沟通，当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因疲劳等原
因无法阅读文字信息时可以选择音频、视频等方式获得延续
性护理信息，极大地提高了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依从性。
2.4 心力衰竭护理门诊 1999 年，林雪平在瑞典建立了第 1
个心力衰竭患者专科护理门诊，由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专科护
士担任［18］。多项研究证实，通过设立心力衰竭护理门诊可以
降低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病死率、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及提高患
者自护能力［19］。我国成立的慢性心力衰竭中西医结合护理门
诊，由专科护士提供门诊咨询服务，在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及
改善中医证候方面取得明显效果［20］。护理门诊搭建了患者与
临床护理专家面对面交流的平台，护理专家能及时发现患者
存在的潜在问题并及时纠正，以提高护理效果［21］。
3 延续性护理的实施内容
慢性心力衰竭是多种心血管疾病的终末阶段，常无法治
愈，治疗方案主要以延缓疾病进程、缓解临床症状为主，治
疗目标主要为提高患者生活质量、降低病死率和再住院率、
延长患者寿命，护理方案主要包括非药物护理和用药护理。
3.1 非药物护理
3.1.1 饮食护理 饮食治疗是非药物治疗的基础，美国医药
研究所（Institute of Medicine，IOM）推荐心力衰竭患者食盐
量应根据心功能和纽约心脏病协会（NYHA）分级制定［22］。
NYHA 分级Ⅰ ~ Ⅱ级患者最佳钠盐摄入量应 <3 g/d［23］；饮水
量应控制在 600~800 ml/d，注意少量多餐，避免过饱，蛋白
质以优质蛋白为主且每天需要 1.0 g/kg，选择新鲜的水果和蔬
菜，多进食谷物以增加粗纤维摄入［24］。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应
限制摄入高脂肪、高胆固醇、高糖、高热量及刺激性食物，
合并低钾血症者宜进食菌菇类、海藻类、深色蔬菜、水果等
含钾丰富的食物［25］。
3.1.2 运动管理 既往研究表明，适度运动可以改善慢性心
力衰竭患者呼吸功能、提高运动耐力、逆转心室重塑、缓解
心力衰竭症状、降低再住院率［25-26］。美国心脏病协会（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HA）将运动锻炼作为心力衰竭患者 1 级
推荐项目［27］。ADSETT 等［28］ 研究表明，中高等强度有氧运
动对心力衰竭患者最有益，如散步、游泳、骑自行车、慢跑等，
最佳运动时间为 30~60 min/ 次，心率控制在≤ 110 次 /min，
5~7 次 / 周为宜，每周进行 1 次水上耐力训练可以提高患者运
动耐力。杨献军等［29］研究表明，NYHA 分级Ⅰ ~ Ⅱ级慢性心
力衰竭患者可以进行 6 字诀呼吸操，NYHA 分级Ⅲ ~ Ⅳ级患
者可以练习八段锦、五禽戏等中医健身训练操，1 次 / 周电话
随访，1 年后可以明显提高患者运动耐力。此外，护士应提前
告知患者运动过程中如出现胸闷、胸痛、头晕、呼吸困难时
应立即停止运动［30］。
3.1.3 心理护理 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常出现抑郁、焦虑、
紧张等不良情绪。据统计，心力衰竭患者抑郁患病率约为
22%，焦虑患病率约为 8%，而抑郁又是患者服药依从性差的
重要因素［31］。徐钦娟［32］研究表明，分阶段心理护理干预可
有效提高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生活质量。周静等［33］研究
表明，心理干预联合音乐疗法能更有效地改善难治性心力衰
竭患者身心健康。心理弹性与患者生活质量密切相关，但我
国尚未对心力衰竭患者开展心理弹性干预［34］。既往研究表明，
对合并严重焦虑、抑郁情绪的心力衰竭患者需要抗焦虑、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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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类药物联合综合心理干预同步治疗［35-36］。
3.2 用药护理 FURNISS 等［37］研究表明，40%~60% 的心力
衰竭患者服药依从性较差，主要表现在漏服、服药剂量有误
和服用过期药物等。50% 的心力衰竭患者死亡原因与服药依
从性差有关［38］。因此，医护人员在患者出院前应向其本人及
家属强调规范用药的必要性，详细讲解服用药物的种类、剂量、
方法及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必要时在药瓶上写清楚用药剂
量及用药频率，并告知患者服药后做好记录；另外，护士还
应告知患者服用洋地黄类药物要自测脉搏，服用利尿剂要每
日测量体质量，以防发生电解质紊乱［39］。
4 延续性护理的实施重点
4.1 全面评估后制定严密的出院计划 患者出院前应由延续
性护理小组工作人员对其需求进行全面评估，内容包括患者
的基本信息、健康状况、自理能力、疾病相关知识掌握情况、
出院后护理需求等。针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还应评估再住院
的危险因素，如高血压、心律失常、肾脏病等［38］。另外，护
理人员应筛查可能影响延续性护理效果的因素，如患者认知
障碍、与医院距离较远等，并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相应措施［40］。
4.2 跨学科团队的协作 跨学科团队协作指不同学科专家对
患者进行评估，经讨论后最终形成治疗护理计划。跨学科团
队成员一般由心内科医生、全科护士、家庭保健医生、心理
咨询师、社会工作者等组成，通过跨学科团队的合作能够给
患者带来综合、专业、全面的延续性护理。GANDHI 等［41］对
3 999 例接受跨学科团队延续性护理的心力衰竭患者进行 Meta
分析，结果显示，实施跨学科延续性护理 3 个月后，患者平
均射血分数高于常规护理组、再住院率低于常规护理组。目
前，我国香港延续性护理主要以护士为主导，多学科团队协
调合作，而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延续性护理实施者主要是护士，
存在规范性不足、缺乏专人管理等局限。
4.3 实现医院 - 社区 - 家庭的连续 “医院 - 社区 - 家庭干
预模式”是目前国外常用的延续性护理模式，在我国香港社
区服务中心也建立了网络化的信息转诊方式，医院将出院患
者的信息转交给社区，由社区为患者提供后续护理，护理效
果较好。张琦等［42］研究表明，健康教育可有效提高社区慢性
心力衰竭患者遵医服药行为、控制盐摄入量，但对吸烟、饮酒、
坚持适量运动等方面的改善作用不明显。目前，国内社区由
于技术、人力、财力等方面原因，医院 - 社区 - 家庭干预类
似模式开展较少。但将医院、社区、家庭资源有机结合可以
使延续性护理得到时间和空间的延续，从而实现资源最大化
的合理配置。
5 小结与展望
慢性心力衰竭是一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常见疾病，患
者出院后由于得不到及时指导而导致心功能恶化，进而增加
再住院率、降低患者生活质量。目前，国内关于心力衰竭的
延续性护理研究主要以医院为依托，干预形式主要为随访，
干预内容主要包括饮食、运动、用药、心理，但随访时间较短，
干预方式较单一。通过建立网络信息平台可使患者信息在医
院和社区之间实现双向流动，进而节省医疗成本，但目前还
没有建立完善的网络信息平台。近年来，延续性护理中心的
成立为心力衰竭延续性护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因此护士应从
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对延续性护理的实际需求入手，制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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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延续性护理内容，以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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