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03.080 

A 12 

 

 DB 4403 
深 圳 市 地 方 标 准 

DB4403/T 42—2020 

智慧家庭病床服务规范 

 

 

 

 

2020-01-09 发布 2020-02-01 实施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 布  





DB4403/T 42—2020 

I 

目  次 

前  言 ............................................................................ II 

引  言 ........................................................................... I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服务流程 ........................................................................... 1 

5 服务内容及要求 ..................................................................... 5 

6 服务保障 .......................................................................... 12 

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智慧家庭病床的功能要求 ......................................... 13 

 



DB4403/T 42—2020 

II 

前  言 

本规范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规范由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规范主要起草单位：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深圳市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深圳市龙岗区卫生健

康局社区健康管理中心、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深圳市宝安人民医院集团、深圳市医学信息中心、罗

湖医院集团。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罗乐宣、李创、邱钢、曾碧静、李海林、吴华、徐良玉、李泽鹏、向炜、黄茵、

郑静、尹朝霞、陈瑶、陈澄、李睿、谢泽宇、谢森、孔爱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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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随着人类疾病谱的变化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们对居家康复照护的需求越来越高。家庭

病床作为医疗卫生机构服务的延伸，对于发展完善康复照护体系、缓解医疗卫生和养老资源紧张、提升

康复照护和养老服务获得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目前由于家庭病床服务规范缺失、专业技术力量支撑不足，使得这一业务长期以来难以拓展。制定

智慧家庭病床服务规范不仅能够规范家庭病床的服务内容、服务要求，而且通过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

技术将家庭病床与医疗卫生机构进行更好地服务衔接，实现远程健康监测、远程康复照护指导，有效地

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安全、提高专业技术资源的利用效率，为医疗卫生机构更好的开展家庭病床服务、夯

实“守门人”制度提供技术支撑。 

为明确智慧家庭病床的内涵、服务内容、服务要求，特制定本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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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家庭病床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智慧家庭病床服务的术语和定义、服务流程、服务内容及要求和服务保障。 

本规范适用于指导深圳市辖区内医疗卫生机构的智慧家庭病床服务提供，以及软硬件的配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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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Y 0003-90  病床 

《广东省开展家庭病床服务工作指引》（粤卫办〔2016〕45号） 

3 术语和定义 

3.1  

智慧家庭病床 

综合利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辅助医疗卫生机构为服务对象提供家庭病床

服务的设施设备及信息系统的集合体。 

3.2  

智慧家庭病床服务 

对适宜居家进行连续治疗、需医护人员上门服务的对象，由医疗卫生机构在其居住场所设立家庭病

床，通过信息化手段，将家庭病床及其附带的医疗健康设施设备与提供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互联，让服

务对象通过上门和远程两种方式获得诊疗、护理和康复等医疗服务。 

4 服务流程 

4.1 一般流程 

智慧家庭病床服务的一般流程应符合图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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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建床申请

资料归档

是否办理撤床

建床

首次访视

是

建床条件评估

诊疗护理

撤床

智能数据采集设备采集、上传服务对象的
相关健康信息和数据至信息系统

是否调整
查床计划

否

按查床计划继续开展治疗护理

是 调整查床计划

否

定期分析和评估服务对象的健康状况

 

图1 智慧家庭病床服务流程图 

4.2 建床申请 

4.2.1 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可通过信息系统提出建床申请，并提交医疗卫生机构诊疗的相关资料，包

括就诊病历、住院小结、相关辅助检查及影像报告和用药清单及记录等。 

4.2.2 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应能通过信息系统实时查询申请进度。 

4.2.3 建床评估前，医疗卫生机构应能通过信息系统查阅到服务对象的申请材料信息和电子健康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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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根据服务对象的健康状况和健康需求，按照《广东省开展家庭病床服务工作指引》（粤卫办〔2016〕

45 号）第六条第 1 款第 1 项和第 5 项的相关要求对服务对象进行上门建床评估，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

可开展智慧家庭病床： 

——服务对象居住场所的网络能够实现数据的双向传输； 

——服务对象居住场所具备安装服务对象所需设施设备的条件。 

4.2.5 医疗卫生机构应于收到建床申请后的 2 个工作日内完成建床条件评估，填写《深圳市家庭病床

审核申请表》，并通过信息系统反馈评估结果。通过评估的，还应与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预约建床时间，

同时指定责任医生和责任护士。 

4.3 建床 

4.3.1 签约前，责任医生或责任护士宜通过信息系统向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提供家庭病床建床告知书，

告知书内容应至少包括： 

——收治范围； 

——建床手续； 

——服务内容； 

——服务对象及其监护人的义务； 

——撤床手续； 

——医疗安全； 

——收费详情。 

4.3.2 责任医生或责任护士应能通过信息系统提供设施设备的使用说明，指导服务对象及其监护人使

用各项设施设备。 

4.3.3 责任医生或责任护士应对陪护人进行必要的培训。 

4.3.4 责任医生或责任护士应指导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按规定办理建床手续，并签订家庭病床服务协

议书。 

4.3.5 责任医生或责任护士应为服务对象在信息系统中建立家庭病床病历，采集、上传建床过程中产

生的信息和数据。 

4.4 首次访视 

4.4.1 签订家庭病床服务协议书后，责任医生和责任护士应于 24 小时内完成首次访视。 

4.4.2 首次访视应采用上门方式进行。 

4.4.3 责任医生在首次访视中应对服务对象的健康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完成但不限于以下工作： 

——详细询问服务对象的病情，进行生命体征和其它检查； 

——制定诊疗方案； 

——填写家庭病床建床记录单和家庭病床首次病程记录。 

4.4.4 责任护士在首次访视中应完成但不限于以下工作： 

——了解服务对象的既往病史、家族史、精神状况和功能活动等情况； 

——了解服务对象的个性、爱好、饮食和起居习惯； 

——掌握服务对象对自身疾病的认识程度及接受程度； 

——评估服务对象的跌倒风险； 

——掌握服务对象是否规律服药； 

——掌握服务对象是否服用影响意识或活动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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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陪护人的情况； 

——掌握服务对象的护理条件； 

——填写家庭病床首次护理评估单和家庭病床护理记录单。 

4.4.5 责任医生或责任护士应将首次访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和数据实时更新至服务对象的家庭病床病

历。 

4.4.6 首次访视完成后，责任医生和责任护士应根据服务对象的病情，制定查床计划。 

4.5 诊疗护理 

4.5.1 责任医生和责任护士应根据《广东省开展家庭病床服务工作指引》（粤卫办〔2016〕45 号）第

七条的相关要求开展诊疗护理工作。 

4.5.2 责任医生应根据服务对象的病情需要开展上门查床或远程查床，远程查床可通过相关设施设备

以远程诊疗、远程健康指导等方式开展。 

4.5.3 智能数据采集设备应能采集、上传服务对象的相关健康信息和数据至信息系统，责任医生根据

健康信息和数据定期分析和评估服务对象的健康状况，适时地调整查床计划。出现危急值时，智能数据

采集设备应能向责任医生、责任护士、服务对象及其监护人发出警示，责任医生或责任护士应及时作出

处理。 

4.5.4 诊疗护理期间，服务对象出现病情变化或诊疗方案改变时，责任医生可通过信息系统向专科医

生申请开展二级查床。专科医生应于收到申请后 3 天内完成二级查床。专科医生应对诊断、诊疗方案和

医疗文书书写提出指导意见。 

4.5.5 建床时间达到 1 个月的，责任医生应填写家庭病床阶段小结。 

4.5.6 责任医生或责任护士应将诊疗护理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和数据实时更新至服务对象的家庭病床病

历。 

4.6 撤床 

4.6.1 应结合服务对象的健康信息和数据分析、评估服务对象的健康状况，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办

理撤床： 

——经治疗疾病得到治愈； 

——经治疗及康复后病情稳定或好转，可停止或间歇治疗； 

——病情变化，需到医院进一步诊治； 

——死亡； 

——建床满一个周期。 

4.6.2 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自行要求停止治疗或撤床的，责任医生应将该情况记录在撤床记录中，经

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签字确认后办理撤床。 

4.6.3 责任医生宜通过信息系统指导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办理撤床手续，并填写家庭病床撤床记录。 

4.6.4 责任护士应按照《广东省开展家庭病床服务工作指引》（粤卫办〔2016〕45 号）的相关要求完

成家庭病床撤床护理工作。 

4.6.5 责任医生或责任护士应将撤床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和数据实时更新至服务对象的家庭病床病历。 

4.6.6 撤床后 3 个工作日内，责任医生、责任护士、服务对象及其监护人应通过信息系统完成对家庭

病床服务的评价工作。  

4.7 资料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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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撤床后，医疗卫生机构应完成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家庭病床病历及其他相关医疗文件的数据录入

和整理： 

a) 家庭病床病历封面； 

b) 深圳市家庭病床审核申请表； 

c) 深圳市家庭病床建床告知书； 

d) 家庭病床服务协议书； 

e) 家庭病床服务前风险评估单； 

f) 基本生活活动能力（BADL）评定量表； 

g) 家庭病床建床记录单； 

h) 家庭病床首次病程记录； 

i) 家庭病床巡诊记录单； 

j) 家庭病床阶段小结； 

k) 家庭病床撤床记录； 

l) 家庭病床临时医嘱单； 

m) 家庭病床长期医嘱单； 

n) 家庭病床首次护理评估单； 

o) 家庭病床护理记录单； 

p) 家庭病床撤床护理记录表。 

4.7.2 服务对象的家庭病床病历及其他相关医疗文件应至少保存 2 年。 

5 服务内容及要求 

5.1 家庭病床病历管理服务 

应能通过信息系统为服务对象建立家庭病床病历，并与其他平台和信息系统的数据互联互通。 

5.2 健康管理服务 

5.2.1 应能基于服务对象的健康信息和数据分析、评估其健康状况，制定健康管理计划，开展健康指

导。 

5.2.2 宜通过以下方式采集服务对象的健康信息和数据： 

——查看家庭病床病历； 

——自评问卷； 

——在线交谈； 

——监测数据。 

5.2.3 应根据采集的健康信息和数据进行健康评估，评估内容宜至少包括： 

——健康史； 

——精神状况； 

——功能活动。 

5.2.4 应根据健康评估结果制定健康管理计划，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健康管理周期； 

——健康指导内容； 

——健康指导对象； 

——健康指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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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状况监测周期； 

——健康状况监测方式； 

——健康状况监测内容； 

——健康管理计划成效评估周期； 

——健康管理计划成效评估方式； 

——健康管理计划成效评估内容； 

——健康管理计划成效评估结果处理方式。 

5.2.5 应为服务对象提供以下一项或几项健康指导： 

——个性化运动指导； 

——营养膳食指导； 

——心理健康指导； 

——疾病预防指导； 

——中医保健指导； 

——康复指导； 

——戒烟指导； 

——其他指导。 

5.2.6 健康管理服务的流程应符合图 2 的要求。 

采集健康信息和数据

健康评估

制定健康管理计划

远程健康指导

是否监测健康状况

监测健康状况

是

是否
评估健康管理
计划成效

评估健康管理计划

继续实施计划

是

理想

本次服务结束否

否

是否重新
进行健康评估

分析原因不理想

否

是

否

是否进行
上门健康指导

上门健康指导是

 

图2 健康管理服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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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健康教育服务 

5.3.1 应能通过信息系统提供个体化或专项健康教育。 

5.3.2 服务对象有需要的，应上门开展健康教育服务。 

5.3.3 应根据服务对象的健康需求制定服务方案，宜包括以下内容： 

——服务形式； 

——服务频次； 

——教育内容。 

5.3.4 远程健康教育服务形式宜包括： 

——电子健康教育宣传手册； 

——电子健康教育音像资料； 

——在线讲座。 

5.3.5 应定期向服务对象推送电子健康教育宣传手册和电子健康教育音像资料。 

5.3.6 健康教育服务的流程应符合图 3 的要求。 

分析服务对象的健康信息
和数据

提供远程健康教育服务

制定健康教育服务方案

评估服务对象的健康需求

否

是否需要上门服务 提供上门健康教育服务是

 

图3 健康教育服务流程图 

5.4 健康咨询服务 

5.4.1 应能通过信息系统至少提供以下健康咨询服务： 

——合理用药指导； 

——就医指引； 

——健康生活方式指导； 

——生活护理指导。 

5.4.2 应为有需要的服务对象监护人提供死亡证明办理程序指导。 

5.4.3 服务对象有需要的，应上门开展健康咨询服务。 

5.4.4 对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的健康咨询应在年度考核要求的规定时限内给予有效答复。 

5.4.5 健康咨询服务的流程应符合图 4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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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对象提出咨询问题

分析服务对象的健康信息
和数据

识别咨询问题的类别

提供远程健康咨询服务

否

是否需要上门服务 提供上门健康咨询服务是

 

图4 健康咨询服务流程图 

5.5 监护服务 

5.5.1 宜为病情需要的服务对象提供连续的家庭病床场景看护服务，并能适时进行医嘱提醒和风险预

防提醒。 

5.5.2 宜为病情需要的服务对象提供健康数据的连续性监测，并自动识别数据是否超出设定的安全值。

若超出设定的安全值，应自动启动告警功能，并将告警信息发送给服务对象及其监护人和责任医生。健

康数据包括但不限于： 

——呼吸； 

——体温； 

——脉搏； 

——血压； 

——血糖。 

5.6 诊疗服务 

5.6.1 应为服务对象提供医学健康照顾，包括临床专科、全科医疗、康复照护和中医中药服务。 

5.6.2 诊疗服务应按照《广东省开展家庭病床服务工作指引》（粤卫办〔2016〕45 号）的相关要求开

展。 

5.6.3 在满足医疗安全的条件下，根据服务对象的健康需求，责任医生和责任护士应能基于服务对象

的健康信息和数据提供相应的远程诊疗服务。 

5.6.4 以下情况之一的，应开展上门诊疗服务： 

——服务对象病情有需要； 

——无法远程提供的诊疗服务。 

5.6.5 应在满足医疗安全的条件下，根据服务对象的健康需求，上门提供以下服务： 

——肌肉注射； 

——皮下注射； 

——换药； 

——褥疮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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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C 置管护理； 

——导尿； 

——吸氧； 

——康复指导； 

——护理指导； 

——针灸； 

——推拿； 

——血常规、尿常规、粪常规三大常规检查以及心电图、测血糖、抽血化验等检验检查项目； 

——其它适宜诊疗项目。 

5.6.6 对出现急危重症的服务对象，应立即组织急诊急救，必要时立即呼叫急救电话，并协助做好其

转运工作。 

5.6.7 对病情需要且符合转诊条件的服务对象，应及时帮其办理转诊并予以记录。 

5.6.8 应根据服务对象的实际情况提供现患问题处理、慢性病管理、机会性预防和提高服务对象就医、

遵医行为等医防融合服务。  

5.6.9 应于诊疗服务结束后 24 小时内更新服务对象的家庭病床病历。 

5.6.10 诊疗服务的流程应符合图 5 的要求。 

采集服务对象的健康信息
和数据

评估服务对象的健康信息
和数据

开展远程诊疗

是否需要上门服务

否

开展上门诊疗

是

确定诊疗方案 确定诊疗方案

提供相应的远程诊
疗措施

提供相应的面对面
诊疗操作措施

本次服务结束
 

图5 诊疗服务流程图 

5.7 会诊服务 

5.7.1 在满足医疗安全的条件下，根据服务对象的健康需求，责任医生应能基于服务对象的健康信息

和数据，会同专科医生为服务对象提供以下一项或几项服务： 

——实时交互式临床会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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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影像诊断； 

——远程心电诊断； 

——远程病理诊断。 

5.7.2 在满足医疗安全的条件下，服务对象病情有需要的，责任医生应会同专科医生上门为服务对象

提供会诊服务。 

5.7.3 会诊前，宜通过信息系统向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提供会诊方案，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会诊形式； 

——会诊程序； 

——会诊时间； 

——会诊专家名单； 

——会诊注意事项； 

——收费详情。 

5.7.4 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同意会诊的，应通过信息系统将服务对象的健康信息和数据发送至会诊专

家。 

5.7.5 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不同意会诊的，责任医生应劝说其继续接受服务。经劝说，服务对象或其

监护人仍不同意的，责任医生应履行告知义务，并指导其在家庭病床撤床记录上签字。 

5.7.6 应于会诊服务结束后 24 小时内更新服务对象的家庭病床病历。 

5.7.7 会诊服务的流程应符合图 6 的要求。 

向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说明会诊方案

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
是否同意

是

远程会诊

本次服务结束

否

提供诊疗建议、治疗方案

否

是否需要上门会诊
是

上门会诊

发送、共享服务对象的
健康信息和数据

劝说其继续接受服务

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
是否同意

是

履行告知义务，并指导服务
对象或其监护人

在家庭病床撤床记录上签字

否

撤床

 

图6 会诊服务流程图 

5.8 预约转诊服务 

5.8.1 转诊前，应能通过文字或音频的方式告知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转诊方案，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转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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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诊注意事项； 

——收费详情。 

5.8.2 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同意转诊的，应根据服务对象的健康需求，通过信息系统为服务对象预约

转诊，并为其预约相应的接诊专家和诊疗时间，通过信息系统将服务对象的健康信息和数据发送至接诊

专家。 

5.8.3 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不同意转诊的，责任医生应劝说其继续接受服务。经劝说，服务对象或其

监护人仍不同意的，责任医生应履行告知义务，并指导其在家庭病床撤床记录上签字。 

5.8.4 将服务对象的健康信息和数据发送至接诊专家后，应通过文字或音频的方式告知服务对象或其

监护人预约信息。 

5.8.5 预约转诊服务应达到“精准转诊、无缝对接”的要求，落实预约挂号、预约专家号、预约床位

等服务。 

5.8.6 应协助服务对象转诊，并按照 4.6.3～4.6.6 的要求为服务对象办理撤床。 

5.8.7 应于转诊后 5 天内通过信息系统查询服务对象的诊疗详情，并跟进其健康恢复状况。 

5.8.8 应于转诊诊疗服务结束后 24 小时内更新服务对象的家庭病床病历。 

5.8.9 预约转诊服务的流程应符合图 7 的要求。 

向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说明转诊方案

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是否同意

是

告知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预约信息

本次服务结束

否

预约接诊专家和诊疗时间

转诊后5天内通过信息系统查询服务对
象的诊疗详情，跟进健康恢复状况

根据服务对象实际情况提供个性化的
健康管理服务

协助服务对象转诊，并为服务对象办
理撤床

劝说继续接受服务

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
是否同意

履行告知义务，并指导服务
对象或其监护人

在家庭病床撤床记录上签字

否

撤床

是

发送服务对象的健康信息和
数据至相应的接诊专家

 

图7 预约转诊服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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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服务保障 

6.1 人员要求 

6.1.1 责任医生应具备以下条件： 

——注册范围包括全科医学或中医全科； 

——具有 2 年以上临床工作经历和独立工作能力； 

——通过所服务医疗卫生机构提供的智慧家庭病床相关培训。 

6.1.2 责任护士应具备以下条件： 

——具有护士执业证； 

——具有 2 年以上临床工作经历和独立工作能力。 

6.1.3 其他医护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具有相应的执业证书； 

——具有 2 年以上临床工作经历和独立工作能力。 

6.2 设施设备及信息系统要求 

6.2.1 应配备支持智慧家庭病床服务开展的信息系统。 

6.2.2 应至少配备以下设施设备： 

a) 符合 YY 0003-90 第 4.8～4.10 要求的病床； 

b) 远程对话语音设备； 

c) 远程可视设备； 

d) 智能医疗设备； 

e) 智能数据采集设备； 

f) 数据存储设备。 

6.2.3 宜根据服务对象的健康需求配备以下设施设备： 

a) 远程监护设备；  

b) 提醒功能设备； 

c) 远程定位设备。 

6.3 基本功能要求 

智慧家庭病床基本功能应符合附录A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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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B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智慧家庭病床的功能要求 

A.1 数据管理功能 

A.1.1 应具有为服务对象及其监护人提供查询和调用家庭病床病历及其他相关医疗文件的功能。 

A.1.2 应具有为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家庭病床管理相关资料的录入、保存和数据分析等功能。 

A.1.3 应具有记录、保存家庭病床服务相关的服务质量评价等信息的功能，可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开

展家庭病床服务监管提供数据。 

A.2 可视通话功能 

应利用网络同时实现责任医生或责任护士与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之间音、视频的通信。 

A.3 服务质量评价功能 

A.3.1 服务对象及其监护人应能通过信息系统评价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质量。 

A.3.2 责任医生和责任护士应能通过信息系统从以下方面评价服务对象： 

——健康素养； 

——就医遵医依从性。 

A.4 信息交互功能 

开展智慧家庭病床服务的信息系统应能与以下平台和信息系统实现数据共享： 

——社区健康服务工作平台； 

——社区健康服务各类业务信息系统； 

——医院信息系统； 

——开展服务需要的其他信息系统。 

A.5 数据存储功能 

智慧家庭病床服务期间所产生的信息和数据应至少保存2年。 

A.6 数据采集功能 

应能采集服务对象的健康信息和数据，并实时上传至信息系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