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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地区个案管理模式的应用现状与启示

隆曼利，钟小芳

广州市正骨医院，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个案管理是一种以病人为中心，通过整合和协调各种资源及专业人员以达成控制成本与改善质

量的照护系统。该模式被广泛运用于长期照护、慢性疾病、出院准备等领域，并已被证实对改善患者预后、

提升成本效益、提高患者满意度等方面有极高的应用价值。本文就该模式在广州地区的应用现状及对各医

疗系统开展个案管理的启示进行综述，以期为个案管理的全面普及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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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Status and Enlightenment of Case Management Model in Guangzhou

LONG Man-li, ZHONG Xiao-fang
Guangzhou Orthopedic Hospital,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0, China

【Absrtact】Case management is a kind of patient-centered care system that integrates and coordinates various 
resources and professionals to achieve cost control and quality improvement.This model is widely used in long-

term care，chronic diseases，discharge preparation and other fields，and has been proved to have high application 
value in improving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enhancing cost-effectiveness，improving patientsatisfaction and 
other aspects.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the model in Guangzhou and the Enlightenment of 
case management in various medical systems，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mprehensive popularization 
of cas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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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我国人

口老龄化加剧，各种慢性病及意外伤残的发生率日

益增加，我国人均带病生存期不断延长，给家庭及

社会造成沉重的负担。而当今生物-心理-社会的

医学模式对医疗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求住

院期间能够快速康复、保证医疗质量、缩短住院时

间，满足患者精准、连续的个性化需求；又要关注

患者院外的照护需求，延伸对患者的健康管理与康

复护理。此外，在现行医保体制下，如何降低医疗

费用、提高患者的满意度也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个

案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医疗管理模式，因其可解决

患者整体性、连续性照护服务需求、较好地整合资

源、无缝连接多种医疗社会服务的优势 [1]，被国内

外众多学者所关注。目前，国外发达地区已形成

系统的科学管理和服务体系，建立了专业个案管理

认证组织 [2]；我国港台地区也出台了相关政策，个

案管理发展趋于成熟；内地各省份虽仍处于探索阶

段，亦取得一定成效。广州市作为我国最重要的经

济和人口城市之一，有着特殊的经济、社会、医疗

资源等背景，研究广州市的个案管理发展水平与方

向，对全国各地的个案管理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和

借鉴作用。本文通过检索近年来有关个案管理的研

究文献与广州地区部分医院发表的个案管理文献。

从个案管理的概念、个案管理现状、运营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及具有的启示意义等方面进行综述，以期

为个案管理在国内的全面开展提供参考。

1个案管理的概念

个案管理是管理性照护的一种方法，是一个集

健康评估、照护计划、实施照护、协调与监测等于

一体，以个案为中心，通过整合和协调各种资源及

专业人员以达成控制成本与改善质量的照护系统。

个案管理的概念是由一家保险公司于 1970年提出

的，其目的是为了控制通常由灾难性的事故或疾病

引发的高额保险要。后来相关学者在精神病患者出

院后的社区管理中首次将该管理模式应用于疾病的

管理中 [3]。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为了降低医疗

成本、维持医疗品质而率先推出了个案管理模式，

其目的是在保证必需的医疗服务的同时，加强对各

种治疗措施的管理和控制。随着个案管理实践与研

究的不断深入，美国护理个案管理协会 (CCMC)[4]

认为个案管理是一种合作过程，包括评估、计划、

执行、协调、监督和评价来选择医疗服务，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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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的健康需求，通过多种交流和选择治疗条件而

达到医疗服务高质量、收费又合理的结果。港台学

者 [5]认为个案管理是一种以患者为中心，包含多学

科合作的照护模式，通过整合和协调医疗系统资

源，对需要长期照护及治疗费用高的患者提供整体

性、持续性、协调性的照护计划，已达到提高医疗

效益、减少患者负担的目的。国内学者 [6]认为个案

管理是一种管理性照护的方法；是一个涉及多学科

的程序，其注重各医疗团队成员间的协调和合作，

以个案为中心，以整合和提供服务为重点，最终达

到成本效益和质量兼顾的目标。通过上述可知，个

案管理是一种以个案为中心，涉及多学科合作，通

过整合和协调各专业人员为患者提供整体性、持续

性的照护服务，从而实现提高成本效益和医疗品质

的目的。

2个案管理现状

2.1 国内外个案管理现状

⑴国外现状：个案管理在国外经过30多年的临

床实践与研究，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并且得到

充分的验证。相关文献 [7-8]证实，个案管理对于改

善糖尿病、慢阻肺 (COPD)及高血压等慢性病的医

疗结局具有显著意义；同时，个案管理对于提高患

者的生活质量、满意度及治疗依从性等均有显著成

效。此外，个案管理还可有效降低了患者的住院天

数及再住院率，同时缩减了医疗支出。⑵港台地区

现状：港台地区是我国最早引入个案管理概念的地

区，香港个案管理的研究始于2002年梁法等对个案

管理在降低医院服务利用率的随机对照试验 [9]。台

湾的个案管理始于1996年荣民医院将个案管理应用

于癌症患者的业务管理中，提高了患者的治疗依从

性及治愈率并提升了患者对照护质量的满意度。[10]

经过 20年来的发展，港台地区的个案管理发展趋

于成熟，拥有了各自的管理体系与模式。⑶内地现

状：个案管理在内地起步较晚，现有的个案管理报

道大多是初探式的研究，缺乏系统化的研究和成熟

的运用模式。随着我国医疗保险制度在不普及和完

善，其付费方式在不断地完善和改革，因此，各级

医院迫切需要对疾病治疗质量和费用进行科学管理

和监控。北上广等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医疗资源

集中的地区率先开展了个案管理在各种慢性病及术

后康复患者中的应用研究，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刘晓青等 [11]的研究显示，个案管理对脑卒中患者的

功能结局、治疗依从性及降低疾病费用等有着显著

的成效。

2.2 广州地区个案管理现状

广州市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经济发达、

人口众多，也是华南地区医疗资源最发达和集中的

地方，是国内最早引进个案管理的地区之一。经过

多年的实践在个案管理模式的研究与应用中取得了

显著的成果。广州市各大医疗机构及相关学者在借

鉴国外先进理念及临床依据的基础上，积极探寻符

合中国特色的个案管理方式。通过分析相关文献可

知，广州学者在社区服务、慢病管理、伤残康复等

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南部战区总院的邓娟、谢

红疹等 [12]通过综述探讨脑卒中个案管理师实践模

式的研究，旨在证明个案管理在规范卒中患者管

理、整合社区资源等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广州

市老人院的李嘉琦 [13]对个案管理模式应用于广州S
养老院的经验进行研究，旨在证明个案管理能为患

者提供整体型的、持续性的协调的医疗照护。中山

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的蒋向玲等 [14]对肿瘤个案护理进

行综述研究，旨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肿瘤个案护

理模式。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杜萍等 [15]采用个案

管理对 189例鼻咽癌患者进行对照研究，结果，实

验组诊断期完成检查时间和首次住院天数缩短，既

定治疗计划完成率和治疗期间复诊依从性高，Ⅳ度

骨髓抑制发生率低，说明个案管理模式可为鼻咽癌

患者提供全程，连续性，高品质的护理，提高患者

复诊依从性，提高治疗计划完成率，提高医疗护理

质量。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的学者 [16-18]对卒中、伤

残等进行康复治疗的患者进行个案管理研究，结果

表明，个案管理在评估工伤患者的康复需求的基础

上，统筹相关服务，沟通，协调和利用与工伤患者

康复相关的所有资源，促进工伤患者的全面康复。

3广州个案管理发展的启示

3.1实施个案管理的必要性

本文介绍了国内外个案管理的运行模式及发展

现状，再结合广州地区各领域学者对个案管理研究

的相关文献报道，旨在说明个案管理在不同地区、

不同疾病患者护理过程中的所产生和发挥的重要作

用。广州各机构分别从不同病种和方向探讨不同的

个案管理模式，结果表明个案管理不仅减少了患者

的住院时间和次数，还改善了患者的生存结局、满

意度、康复依从从性及心理状况等，这些成效的取

得符合当前我国医疗卫生改革的总目标。因此，在

我国现行体制环境下建立个案管理是医疗卫生发展

的必然趋势。

3.2建立个案管理模式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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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标准与制度的建立

个案管理师是个案管理模式的主导者与协调

者，是整个管理模式的核心。个案管理师的专业性

对个案的实施结果至关重要。目前，在内地各医疗

机构的个案管理团队中，基本由护士来充当个案管

理的执行者与协调者，很容易将专科护士与个案管

理师的角色混淆，无法发挥个案管理师角色的优

势，导致未能取得最佳效果。根据国外现行模式及

实践经验，建立系统化、标准化的个案管理师资质

认证标准，严格执行准入制度、规范化工作流程、

具体化工作职责、工作指引和考核制度是个案管理

的重要保障。

3.2.2 团队建设的重点

个案管理是一种多学科协作的管理模式。因

此，实施个案管理模式，必须组建包括医生、护

士、医技等人员在内的管理团队，并确定个案管理

者的身份与地位。个案管理师的职责要求个案管理

师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和协调能力，以及团队合作精

神。随着国内医护一体化的深入开展，我国护理与

医疗的协作越来越紧密，但是患者需要更多专业人

员参与帮助，例如营养师、物理治疗师、社工等，

在未来的工作中多专业的团队合作将是发展的方

向。目前，很多医院个案管理师的担任者为均为经

验丰富的临床专家，但由于专家工作繁忙，经常无

法参与患者的会诊，也不能和医生讨论患者的治疗

方案，导致个案管理未能及时有效的执行，所以确

定个案管理者的身份与地位非常重要。

3.2.3 个案管理实施过程

个案管理的目的在于为患者提供整体性、持续

性的照护，其实施过程包含了患者住院期间与多学

科团队成员之间沟通，治疗方案的商讨与选择，以

及患者出院后的电话随访、健康指导等，目的在于

为患者提供低成本、高效益的服务，更好地改善医

疗结局。个案管理计划的实施应该包括提高护理质

量和控制患者费用支出两个方面 [16]。个案管理者不

仅要做好的患者各种诊治必要的预算，还要告知患

者及家属其可利用的保险福利及预期所需支付的费

用，针对每个患者的实际情况建立一份与之相适应

的管理计划书。

3.3思考与启示

3.3.1个案管理存在的问题

通过个案管理在广州地区的实践可知，个案管

理契合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的方向与政策，与“院前

急救、院内治疗、院外康复、基层健康管理”的服

务体系有效衔接，在规范化疾病诊疗，优化医疗管

理服流程、患者管理、整合社区资源、疾病管理等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9]但仍处于摸索阶段，仍存在

诸多问题，例如①各区域、各单位的研究领域差异

性较大，个案管理模式不一；②研究多为针对单病

种，缺乏系统性的研究；③缺乏规范化的个案管理

师培训体系；④个案管理团队多为临时组建，管理

者多为兼职人员，职责混乱，信息资源库建立不统

一、延续性照护資源短缺。

3.3.2个案管理的启示

由于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及医疗水平的不均

衡，我们无法将发达地区的发展模式进行复制，而

是要借鉴广州等区域的发展经验结合各地的实际情

况建立适合当地的发展模式。例如①将个案管理融

入医疗卫生体系，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只有通过医

疗卫生体系的干预才能有效落实个案管理制度的规

范化和制度化，个案管理师培训、选拔制度及体系

的建立需要从组织和制度层面加强监督和认证；②

强化以患者为核心的医疗服务理念，以服务对象的

健康为主导，延伸连续服务，探索全病程个案管模

式，开展跨团队、跨机构的团队协作，让社工、志

愿者等融入患者的社区服务过程，让患者参与到医

疗服务的设计与实施中来，充分整合和协调各系统

资源，通过强强联合为患者提供 1＋ 1>2的全周期

医疗专业服务。③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平台等实现

跨区域远程多学科团队协作，不同区域不同机构的

优势资源与研究方向不同，通过信息化手段不仅可

以实现对患者院前、院后的有效管理和监督，还能

整合各方资源，建立信息互通系统平台，为彼此个

案管理发展提供借鉴，进一步促进个案管理科学

化、规范化、成熟化，共同探寻一种确保服务质量

和成本控制的持久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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