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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慢性病管理开业护士阻碍及促进因素的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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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描述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背景下培养慢性病管理开业护士的阻碍及促进因素，并研究其对

未来发展的影响。方法 于2021年7~10月采用目的性抽样抽取12名护士和6名医生为研究对象进行半结构式访

谈。使用内容分析法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提炼出培养开业护士的促进及阻碍因素，促进因素包括3个主题：医

生护士高度赞同、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医疗服务需求高，阻碍因素包括4个主题：护士自身阻力、护士角色定位不

清、医生及患者的信任度较低、执业环境限制。结论 在海南自贸港背景下培养慢性病管理开业护士存在一定的促进及

阻碍因素，应积极应对开业护士自主实践的挑战，培养符合社会背景的开业护士，以满足多元化的健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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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scribe the barriers and promotive factors of cultivating nurses practitioner for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under the construction of Hainan Free Trade Port, and to study its impact on future develop-
ment. Methods A total of 12 nurses and 6 doctors were selected for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from July to October
2021.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content analysis. Results The promotive factors and barriers of training nurses were
extracted. The promotive factors include high agreement between doctors and nurses, policy advantage of Hainan Free
Trade Port, high medical service demand. The barriers include four themes: nurses' own resistance, unclear role orienta-
tion of nurses, low trust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practice environment restrictions. Conclusion There are some
barriers and facilitators in cultivating nurses practitioner for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ain-
an Free Trade Port. We should actively deal with the challenge of independent practice of nurses practitioner, and culti-
vate nurses practitioner with social background to meet the diversified health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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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业护士 (nurse practitioner，NP)是高级执业护

士，在初级保健系统中评估、诊断、治疗和管理急性和/
或慢性疾病，是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方面的专家 [1]。

其执业自主权和执业范围取决于所属国家的社会背

景及监管政策[2]。

随着人口老龄化严重、非传染性疾病增加以及

COVID-19全球大流行，护士在初级保健卫生系统中

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3]。Cochrane研究表明，由护士主

导的初级保健服务与医生相比同样安全有效[4-5]，不仅

如此，由NP主导的慢性病管理还具备更高的成本效

益[6]。因此，使用护士来扩大基层医疗队伍是许多国

家改善初级保健可及性的一种策略。初级卫生保健

是慢性病防治的第一道防线，但是，我国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的护理质量不佳[7]，尤其是海南社区慢性病管

理质量，处于国内较低水平[8]。安徽省借鉴国外NP经

验，高年资护士下沉社区服务使慢性病患者结局指标

得到改善[9]，培养NP还能充分利用护理人力资源，拓展

护士职业发展空间，弥补基层医疗服务力量不足 [10]。

国内关于NP的大量研究集中在初级预防保健、护理

质量、执业范围、患者满意度等[11]，尚无识别促进和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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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因素的相关研究。NP培养是受众多因素影响的复

杂过程，实施NP取决于它所嵌入的组织环境，密切医

护关系有助于扩展和发展NP [12]，本研究通过访谈医

护人员以描述培养NP的促进及阻碍因素，以海南自

贸港为例探讨NP发展和实施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关键

问题，为促进护士角色最佳利用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访谈对象 采用目的抽样法，于 2021年

7~10月选取海南省5家三甲医院12名护士及6名医生

作为研究对象。入选标准：(1)了解开业护士，且自愿、

积极参加本研究；(2)本科及以上学历；(3)中级及以上

专业技术职称；(4)从事医疗护理相关工作 10年及以

上。排除标准：(1)因突发情况致访谈中断无法继续

者；(2)中途退出研究者。样本量以访谈内容饱和、没

有新主题出现为准，最终纳入 18名医护人员，编号为

P1~P18。访谈对象一般资料见表1。

1.2 访谈提纲制定 根据研究目的进行文献研

究及课题组研究，讨论后拟定访谈提纲，通过专家咨

询并采取方便抽样法对2名符合纳入标准的医护人员

进行预访谈，根据访谈结果进行修订，形成正式访谈

提纲。内容如下：(1)您知道什么是开业护士吗？(2)您
认为有必要培养慢病管理开业护士吗？为什么？(3)您
认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有利于促进开业护士发展吗？

为什么？(4)您认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培养慢病

管理开业护士存在哪些问题或阻碍？(5)您认为海南

自贸港建设背景下培养慢病管理开业护士需要哪些

方面的支持？

1.3 资料收集方法 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每次

访谈时间为 30~90 min，访谈前联系访谈对象，约定访

谈对象方便的时间点和环境安静的地点。告知访谈

过程中全程录音，取得同意后签署知情同意书，告知

参与本研究为自愿、匿名且资料保密的原则，如果改

变主意，可随时退出本研究。访谈过程中认真聆听，

对于未理解或含糊的表达进行重复、澄清，以获得真

实、准确的资料。观察并记录有意义的非语言信息，

例如语气、表情和动作等。

1.4 资料分析方法 访谈结束 24 h内整理成文

字资料，记录访谈对象个人信息，按访谈顺序编号。

采用内容分析法，识别、提取和压缩文本中有意义的

词语、句子和短语。对反复出现的观点进行编码，将

编码分为与访谈主题一致的主要类别和子类别。数

据分析由主要研究者进行，并在研究小组中进一步讨

论，以达到意见统一。

2 结果

2.1 促进因素

2.1.1 医生护士高度赞同 受访医护人员一致

认为有必要培养慢性病管理开业护士，可以有效利用

医疗资源。P1：“培养开业护士成本比全科医生低，性

价比高，在国内发展对慢病患者非常有利。”P9：“患者

多，医生少，精力跟不上，做不到细致管理，需要有更

多(护士)力量来支援。”有个别医生对海南自贸港培养

慢性病管理开业护士抱有美好愿景。P8：“海南自贸

港有它的独特政策，医疗资源需求越来越大，但是海

南社区卫生系统不完善，分级诊疗很重要，如果推开

发展是很有前景的。”

2.1.2 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 海南自贸港大力

发展医疗旅游产业，特批博鳌乐城先试先行政策：允

许境外资本在乐城先行区举办医疗机构、境外医师有

3年执业期限、进口医疗器械和药品准入渠道便捷等，

一系列优惠税收和人才引进政策支持海南从国内外

引进优质医疗资源建设区域医疗中心。P12：“海南正

在建设博鳌乐城先试先行医疗旅行区，以后先进的技

术、先进的药都会往海南倾向，这是很好的促进。需

要人才来做引领，是不是可以在海南做一个开业护士

先行先试点，然后国内再铺开做起来(笑)”。海南岛是

医疗旅游胜地，自贸港建设背景下候鸟型养老在海南

盛行，为培养NP提供了良好土壤。P14：“假如我们(海
南)把养老作为一个产业来做，有大量的开业护士，养

老产业会做得更好……这些人(候鸟)来海南需要个性

化医疗而不是高精尖医疗，开业护士如果跟养老产业

相结合，一定是很不错的发展方向，海南这一点在全

国是得天独厚的。”

2.1.3 医疗服务需求高 在海南不管是候鸟老

人还是本地老人都对慢病护理服务有更大需求。P7：
“我之前做过研究，候鸟老人百分之六七十都有慢性

病，他们需求最大……这里的社区医院没办法管理好

他们的病，很多老人都是提前把药开好，从家乡背着

一行李药品过来的。”有两名临近退休的受访者表示

期待有NP为他们提供服务。P14：“如果我老了，逐渐

行动不方便了……我是医生，我自己什么病我知道，

表1 访谈对象的一般资料

项目

性别

年龄(岁)

工作年限(年)

最高学历

技术职称

类别

男

女

≤40
41~50
≥51
10~20
21~30
>31
本科

硕士

博士

中级

副高

正高

人数

5
13
13
3
2
14
2
2
8
8
2
12
3
3

构成比(%)
27.8
72.2
72.2
16.7
11.1
77.8
11.1
11.1
44.4
44.4
11.2
66.6
16.7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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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时候，比如打针，我觉得上医院排队麻烦，我就期

待有开业护士上门给我提供一些医疗服务……(停
顿)”P5：“我们这一代人都只生一个孩子，当不与孩子

同住且又离得远的情况下，我希望有一个开业护士，

随时与我保持联系，每天巡视，以上门形式或通过可

穿戴设备也好，有不好征象时，随时给我家人联系或

汇报。”

2.2 障碍因素

2.2.1 护士自身阻力 通过访谈发现很多问题

和阻力都与护士本身有关。护士意识到他们独立实

践知识与技能不足，需要额外的培训与实践支持。

P6：“我们护士临床基础知识缺乏，我以前了解过，国

外护士的基础知识，如诊断、药理、病理、解剖、生理，

学时要长一些，临床实践达到一定时数才能胜任工

作。”护士的个人想法也是一个阻力，年轻护士不愿到

基层工作。P2：“因为还是初级保健护士。特别适合

年龄稍微大一点儿的护士吧，年纪轻轻到基层，没人

愿意去的。我在省三甲医院做得好好的，我为什么选

择去社区工作？”

2.2.2 护士角色定位不清 大部分受访者对NP
没有明晰的概念，这会影响角色推广与实施。P3：“开

业护士这词儿没听过，大致相似于专科护士吧。”有护

士认为国内的伤口造口护士算是突破了护士的常规

界限，虽说清创是医护合作，在安全的情况下护士大

多能自己处理好，但专业角色的界定和冲突常常存

在。P15：“有个糖尿病烫伤的，他(医生)觉得烫伤伤口

要敞开不要捂住，可敞开一直没好，他们实在弄不了

了，后来我用伤口敷料弄好了，但他们觉得这些敷料

贵，他们理念就是外科消毒、烤灯……”

2.2.3 医生及患者对护士的信任度较低 医生

在护士处方中的支持作用比其他医疗团队人员更为

重要，如果没有医生支持和推广，护士自主执业存在

一定的困难。P17：“我们学了腕踝针回来给患者做针

灸，患者稍有不舒服的感觉，医生就觉得是我们没弄

好。”P11：“你没有做出成绩来，医生不信任你，他们一

些出院患者就不会给机会去你的门诊诊治。”传统的

医疗环境中，护士依赖于医生的权威性，导致患者不

信任护士。P9：“有些患者认为护士的处方或是护士

的建议可能不那么被重视，最终还是会回到医生那边

去咨询。”P10：“在患者意识里护士级别比医生低，他

们觉得护士只会打针、接瓶，没有让他们觉得信服你、

依赖你的东西。”

2.2.4 开业护士执业环境限制 培养NP早期阶

段特别需要人力和财政支持，这也是最匮乏的资源，

从而限制了NP开展。P11：“起步阶段没多少患者的

时候是非盈利的，如果财政补贴到位，给予国内外进

修学习等人力、财力支持，有保障才能放心去做好。”

政策支持可以起到引领作用，能够消除相关利益群体

偏见。P15：“比方说疑难伤口换药，只要政策放开，大

夫也信任，放手交给你换，你换好了就有下个患者找

你。政策上支持才能改变医生、患者的偏见，咱才有

机会做好这个事情，要不没病源你怎么做？”

3 讨论

3.1 培养开业护士，满足海南自贸港多元化健康

需求 本研究中所有医护人员高度赞同培养慢病管

理开业护士，与赵婷等[12]、韦燕君等[13]研究结果一致，

其中大部分受访者对海南培养NP持有期待态度。海

南气候对慢病患者康复有显著优势[14]，候鸟型养老在

海南盛行，但其养老模式多为旅游开发[15]，由护士主导

的医疗旅行养老模式值得进一步探索。海南自贸港

建设充分释放人口红利，一系列人才引进政策持续增

加人口数量，医疗服务供给结构随着人口结构发生变

化，多元化健康服务需求增长与医疗服务供给不足的

核心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医疗服务提供者短缺和基

层医疗保健失衡的局面为海南培养医疗旅游高等教

育创新型护理人才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3.2 开展培训教育体系，提升护士自我效能

感 护士自身对胜任或履行职责的能力缺乏信心是

主要阻碍因素之一。受访护士对自身医学基础知识

以及自主执业的培训水平和能力担忧，特别在诊断和

治疗方面，影响其执业过程中开具处方或自主决策[16]，

同时受访医生还对NP教育、知识和技能以及自主执

业能力缺乏信心，因此，需要对承担更多职责的护士

提供更好的培训与支持。医疗和高等教育机构支持

也被认为是实施的主要驱动力，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继

续发展正规教育对于促进NP实施至关重要。为促进

NP实施，最好在职位设立之前就其属性(如角色范围、

目标、核心能力和教育要求)达成共识，通过完善护理

教育体系，提高护士专业知识和技能，建立护理专业

威信，提升护士在社会中的职业地位。

3.3 完善政策法规，应对开业护士自主执业挑

战 本研究中所有访谈对象均表明政策支持是促进

NP发展的关键因素，但政策法规对护理角色缺乏监管

会阻碍NP实施[17]，应成立协会或组织明确NP角色定

义和专业界限，有助于政府和卫生系统制定和实施这

一角色，也利于公众对NP作为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的

理解和信心，以便在初级保健中引入NP。纵使是国内

目前发展前景较好的伤口造口专科护士，尚缺少国家

认可的框架来定义其角色，导致一些专科护士在实践

过程中产生角色界限混乱或冲突，从而限制专科护士

发展，同理，NP成功实践的关键是团队成员之间协作，

就不同学科、跨专业人员如何协同工作达成共识，成

功培养NP需要角色标准化、长期政治规划和专业协

会支持[18]，法律制度应当推荐或监督NP执业要求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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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能力限制，以便于护士更好地发挥专业能力。另

外，政府应给予一定基金支持以促进NP发挥其最佳

角色作用。

3.4 医护协作，拓宽开业护士自主实践范围 大

部分护士愿意承担起医生的部分任务，认为这是弥合

医疗差距的最佳方案，有效缓解医疗资源紧缺，让医

生专注于专科发展。医生认为NP是很好的补充，但

更倾向于护士执行非医疗任务，当护士能够减轻他们

工作量时，他们愿意与护士形成良好的合作伙伴，合

作实践协议其实是美国许多地区的法律要求[19]。医生

能够影响患者的选择，是NP实践中的推介者。医生

对护士的不信任是影响NP实践的阻碍因素[20]，在本研

究中，医生既是促进因素又是阻碍因素，这与

LOVINK等[21]研究结果一致。当医生与护士产生专业

分歧时，医生影响NP的实践范围，例如有些伤口处理，医

生主张干性愈合，不接受护士湿性愈合理念，不愿意交给

护士处理，从而限制护士专业实践范围。因此，良好医护

关系有利于NP自主实践范围的持续拓展。

4 结论

本研究的医护人员对培养NP虽高度赞同，但认

为在实施过程中将面临着许多挑战，在海南自贸港背

景下培养慢病管理开业护士，应当开展培训教育体

系，完善政策法规，医护协同合作，促进慢病管理开业

护士实施，以满足海南自贸港多元化健康需求。培养

NP应结合社会背景，考虑阻碍及促进因素，了解不同

利益相关者观点，通过国家特定立法和监管方案动态

实施，护士才能在医疗保健系统中发挥最佳角色作

用。未来研究中应当在不同地理环境和社会背景下

识别NP的促进及阻碍因素，使NP在未来发展中得到

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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