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 

康复医疗中心、护理中心基本标准和 

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 

 

国卫医发〔2017〕5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

局： 

为贯彻落实《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

激发医疗领域投资活力的通知》（国卫法制发﹝2017﹞43号）

要求，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康复医疗机构、护理机构，打通专

业康复医疗服务、临床护理服务向社区和居家康复、护理延

伸的“最后一公里”，我委组织制定了《康复医疗中心基本

标准（试行）》《护理中心基本标准（试行）》及管理规范（可

从国家卫生计生委网站下载）。现印发给你们，并就康复医

疗中心、护理中心设置工作提出以下要求： 

一、康复医疗中心、护理中心功能定位以贴近社区、服

务家庭为主，对于推进分级诊疗、促进医养结合具有重要作

用。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

完善配套政策，确保工作落实到位。 

二、康复医疗中心、护理中心属于独立设置的医疗机构，



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康复医疗中心、护理中心的设置审

批权限由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及其实施细则确定。鼓励康复医疗中心、护理中心集团化、

连锁化经营，建立规范、标准的管理与服务模式。对申请举

办集团化、连锁化康复医疗中心、护理中心的，可优先设置

审批。 

三、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将康复医疗中心、护理

中心纳入当地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体系，加强医院感染防控

等服务风险管理，严格落实相关专业管理规范与制度，确保

医疗质量安全。 

四、康复医疗中心、护理中心应当与区域内二级及以上

综合医院建立协作关系，不断提升医疗服务能力，确保医疗

质量安全。有条件的康复医疗中心、护理中心可以采取家庭

病床、巡诊等方式提供上门服务。 

 

 

 

国家卫生计生委 

2017 年 10 月 30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康复医疗中心基本标准（试行） 

 

康复医疗中心是独立设置的为慢性病、老年病以及疾病

治疗后恢复期、慢性期康复患者提供医学康复服务，促进功

能恢复或改善，或为身体功能（包括精神功能）障碍人员提

供以功能锻炼为主，辅以基础医疗措施的基本康复诊断评定、

康复医疗和残疾预防等康复服务，协助患者尽早恢复自理能

力、回归家庭和社会的医疗机构。 

康复医疗中心以接收经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或康复医

院住院康复治疗后，病情处于稳定期或后遗症期，功能仍需

要缓慢恢复或进一步稳定，虽不需要大量医疗护理照顾，但

又不宜直接回归家庭的患者为主。 

康复医疗中心不包括医疗机构内部设置的康复部门，也

不包括以提供医疗康复为主的二、三级康复医院。 

一、床位设置  

提供住院康复医疗服务的，设置住院康复床位总数 20

张以上。 

不提供住院康复医疗服务的，可以不设住院康复病床。

但应设置不少于 10 张的日间康复床。 

二、专业设置 

（一）能够开展以功能促进及残疾评定为目的的功能评

测项目，如运动功能、感觉功能、言语功能、认知功能、情

感-心理-精神功能、吞咽功能、二便控制功能、儿童康复功



能评定，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个体活动能力和社会参与

能力评定，生活质量评定等。 

（二）能够开展脑损伤（如脑卒中、脑外伤、小儿脑瘫

等）、脊柱脊髓损伤、周围神经损伤等神经系统疾患的康复

医疗；骨折-脱位、截肢、髋-膝关节置换术后、运动损伤等

骨-关节系统疾患或损伤的康复医疗；慢性疼痛的康复医疗；

儿童康复医疗；老年康复医疗；肿瘤康复医疗；中医康复治

疗（包括针灸、推拿、拔罐、中药熏洗治疗等）以及一些明

显功能障碍（如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压疮、肌挛缩、关节

挛缩、异位骨化、神经源性膀胱和肠道等）稳定期或后遗症

期的康复处理等专业中的一种或多种康复医疗服务，并能够

开展与所提供康复服务相关的急救医疗措施。 

（三）能够开展物理治疗（包括运动治疗，如主动运动

训练、被动运动训练、辅助用具训练等；物理因子治疗，如

电疗、热疗、冷疗、磁疗、光疗、超声治疗、力学疗法、生

物反馈治疗等）、作业治疗（包括日常生活活动训练、职业

活动训练、教育活动训练、娱乐-休闲活动训练、认知-行为

作业训练、家庭生活训练、人际交往训练、主要生活领域训

练、社会-社区-居民生活训练、社会适应性训练等）、言语

治疗（包括失语症治疗、构音障碍治疗、语言发育迟缓治疗

等）和康复辅具应用（包括假肢-矫形器、轮椅、自助具、

智能辅助装置等）。 

（四）设置康复床位超过 30 张的康复医疗中心，可提



供亚专科康复服务。设置康复住院床位和只设置门诊康复医

疗床位的康复医疗中心，均可提供日间综合性康复医疗服务

和家庭康复医疗指导。 

（五）能够提供满足所开展康复医疗服务需要的医学影

像、医学检验、药事、营养和消毒供应等保障服务。其中，

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和消毒供应服务等项目可由第三方专业

机构提供。 

三、人员配置 

（一）设置住院康复床位的，应按每床至少配备 0.5 人

的标准配备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其中医师、康复治疗师和护

士比例不低于 1:2:3。 

未设置住院床位的，至少应配备 5名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其中医师不少于 1 名，康复治疗师不少于 2名。 

护理员的数量，由康复医疗中心据实际工作需要确定。 

（二）提供两种或以上专业康复医疗服务的，每个专业

至少应有 1 名康复医师或具有本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的医师。 

设置药剂、检验、辅助检查和消毒供应部门的，应当配备具

有相应资质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三）非康复专业的临床或中医类别的医师、康复治疗

师应具有 6个月以上、护士应具有 3 个月以上在综合医疗机

构康复部门或者二、三级康复医院从事康复治疗工作或接受

培训的经历；技师应经过相关专业技术和管理培训并取得合

格证书；护理员应接受过医疗机构或专业机构的系统培训。 



（四）有条件的康复医疗中心应至少聘有 1名全职或兼

职精神心理专业人员，保证每周提供不少于 1天的精神心理

康复服务。 

（五）所有医护人员、护理员须熟练掌握心肺复苏等急

救操作。 

（六）配备质量安全和医院感染防控管理人员。 

四、基本设施 

（一）康复医疗业务用房至少应当设有接诊接待（包括

入院准备）、康复治疗、康复训练和生活辅助等功能区域。

其中，康复训练区总面积不少于 200 平方米。提供住院康复

医疗服务的，还应当设有住院康复病区。 

（二）设置住院康复床位的，每床建筑面积不少于 50

平方米。病室每床净使用面积不少于 6平方米，床间距不少

于 1.2米。 

未设置住院康复床位的，康复医疗业务用房建筑面积不

少于 500 平方米。 

（三）整体建筑设施执行国家无障碍设计相关标准，并

符合消防、安全保卫、应急疏散和防跌倒、防坠床、防自残

（自杀）、防走失、防伤人等功能要求。 

五、基本设备 

（一）常规设备：参照一级综合医院基本设备。 

（二）专科设备 

根据所开展康复医疗服务的专业设置，配备满足开展业



务需要的专科设备。 

1.康复评定：根据所提供康复功能评定，配备相应的运

动功能评定、平衡功能评定、认知言语评定和作业评定等设

备。 

2.运动治疗：至少配备训练用垫、肋木、姿势矫正镜、

平行杠、楔形板、轮椅、训练用棍、砂袋和哑铃、墙拉力器、

肌力训练设备、前臂旋转训练器、滑轮吊环、电动起立床、

功率车、治疗床（含网架）、训练用阶梯、训练用球、踏步

器、助行器、平衡训练设备、运动控制能力训练设备、功能

性电刺激设备、儿童运动训练器材等。 

3.物理因子治疗：至少配备电疗、光疗、超声波治疗、

传导热治疗、冷疗、功能性牵引治疗等设备。 

4.作业治疗：至少配备日常生活活动作业、手功能作业

训练、模拟职业作业等设备。 

5.中医康复治疗：至少配备针灸、火罐、中药药浴、中

药熏蒸等设备。 

（三）信息化设备：配置具备信息报送、传输和自动化

办公功能的网络计算机等设备，配备与功能相适应的信息管

理系统，保证医疗信息化建设符合国家与所在区域相关要求。 

（四）病房床单元基本装备同一级综合医院。 

（五）有能满足诊疗业务需要的其他设备。 

六、管理 

建立医疗质量管理体系，制定各项规章制度、人员岗位



职责，施行由国家发布或认可的诊疗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

规章制度至少包括患者登记制度、医疗文书管理制度、患者

安全制度、患者抢救与转诊制度、患者隐私保护制度、医疗

服务标准、住院康复管理制度、质量管理与控制制度、信息

管理制度、设施与设备管理制度、药品耗材管理制度、医院

感染防控管理制度、医疗废物处置管理制度、医务人员职业

安全防护管理制度、停电停水等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以及消

防制度。工作人员必须参加各项规章制度、岗位职责、流程

规范的学习和培训，并有记录。  

 

 

 

 

 

 

 

 

 

 

 

 

 

 



康复医疗中心管理规范（试行） 

 

为规范康复医疗中心的管理，提高康复医疗服务水平，

保障康复医疗服务质量与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

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护士条例》和《医院感染

管理办法》等有关要求，制定本规范。本规范适用于独立设

置的开展康复医疗服务的康复医疗中心。 

一、机构管理 

（一）康复医疗中心应当制定并落实管理规章制度，执

行国家颁布或者认可的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明确工作人员

岗位职责，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保卫、应急疏散、防跌倒、

防坠床、防自残（自杀）、防走失、防伤人和医院感染防控

等措施，保障康复医疗服务安全、有效地开展。 

（二）康复医疗中心应当设置独立部门或配备专职人员

负责质量安全管理与控制工作，认真履行对规章制度、技术

规范、操作规程的落实情况以及服务质量、安全管理进行指

导检查、质量控制和内部监督的职责；对日常运行管理与业

务开展过程中的风险因素进行监测、分析并实施有效干预管

理的职责；落实医院感染防控、医疗废物规范处置的职责；

对工作人员职业安全防护和健康管理提供指导的职责；对康

复医疗专业文书、档案和数据信息等资料的书写、保存、使

用等管理进行指导和检查的职责等。 

（三）按照相关规定做好内部质量、安全、服务、技术、



财务、治安和后勤保障等方面的管理。 

（四）加强与社区康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

镇卫生院等基层康复与医疗卫生机构的合作，并加强与上级

康复医疗机构的协作，将康复医疗中心纳入医联体建设与管

理。 

二、质量管理 

康复医疗中心应当按照以下要求开展质量管理工作： 

（一）卫生专业技术人员配置符合《康复医疗中心基本

标准》的规定。 

（二）按照国家发布或认可的诊疗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

等有关要求，以实现服务质量的可持续改进和提高为目标，

健全并遵守各项技术规范、服务标准和流程。 

（三）建立并实施服务质量管理体系，严格实施内部质

量管理与控制，并接受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或者质控中心开展

的质量管理与控制。与上级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建立有效

协作机制，遇有需要救治的情形能够及时转至相关机构。 

（四）建立患者信息登记、文书管理制度，相关信息能

够记入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及

时性。 

（五）建立良好沟通机制，保障患者的知情同意权，维

护其合法权益，并积极开展康复科普、康复教育。 

（六）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与要求，规范使用和管理康复、

治疗、护理等设备、耗材、消毒药械和用品。 



三、安全管理 

康复医疗中心应当按照以下要求加强安全与医院感染

防控工作： 

（一）认真执行医院感染管理有关的制度及要求，健全、

完善符合本机构实际的安全与医院感染防控规章制度和工

作规范并严格落实。 

（二）建筑布局应当符合无障碍要求，满足环境卫生学

和医院感染防控需要，布局流程、功能分区合理，标识清楚，

消防、安全保卫、应急疏散、防跌倒、防坠床、防自残（自

杀）、防走失、防伤人和医院感染防控等安全设施完善。 

（三）具有完善且可执行的应急预案，定期进行应急处

理能力培训和演练。应急机制在遇有紧急医疗救援或突发意

外事件时能够及时启动、有效实施，最大限度地保障人员安

全。 

（四）严格按照《传染病防治法》、《传染病信息报告管

理规范》等要求，向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传染病确诊或疑

似病例，并做好传染病控制工作。发生感染性疾病的疑似暴

发、聚集和流行时，应当按照《医院感染管理办法》及有关

规定进行报告。严格按照分类管理原则和相关规定妥善处理

医疗废弃物。 

四、监督与管理 

（一）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辖区内康复医

疗中心的监督管理，卫生计生监督机构每年现场监督检查不



少于一次，发现存在质量问题或者安全隐患时,应当责令其

立即整改。 

（二）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

权釆取下列措施： 

1.对康复医疗中心进行现场检查，了解情况，调查取证； 

2.查阅或者复制质量和安全管理的有关资料，釆集、封

存样品； 

3.责令违反本规范及有关规定的康复医疗中心停止违

法违规行为； 

4.对违反本规范及有关规定的行为进行处理。 

（三）康复医疗中心出现以下情形的，卫生计生行政部

门应当视情节依法依规处理，造成严重后果涉嫌犯罪的，应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使用非专业技术人员从事须经执业注册方能开展的

专业活动的； 

2.出现重大责任事故的； 

3.未参加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或质控中心实施的医疗质

量、医疗安全管理与控制工作的，拒绝接受卫生计生行政部

门和质控中心的业务指导与监管的；或者质量评价连续两次

以上不合格，经整改后仍不合格的； 

4.其他违反《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情形。  

 

 



护理中心基本标准（试行） 

 

护理中心是独立设置的为失能、失智或长期卧床人员提

供以日常护理照顾为主，辅以简单医疗措施，提高患者生存

质量为基本功能的专业医疗机构。 

护理中心不含医院内设的护理单元，也不包括按照护理

院、护理站标准设置的护理机构。 

一、床位设置 

护理床位总数 20张以上。 

二、专业设置  

（一）至少能够为年老体弱、失能失智和长期卧床人员

提供普通内科诊疗、日常医疗照护、基础康复医疗等服务，

具备条件的可提供安宁疗护服务。 

（二）至少能够提供满足所开展医疗护理服务需要的医

学影像、医学检验、药事、营养膳食和消毒供应等保障服务。

其中，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和消毒供应服务项目等可由第三

方专业机构提供。 

三、人员配置 

（一）至少应配备 2 名具有 5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执业医

师，其中，至少有 1 名具有内科专业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

任职资格的医师。 

护理中心应以保障患者安全为基本原则，根据接受护理

人员健康状况和实际工作需要，配备相关专业医师或聘用多



机构执业医师。应有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肿

瘤科、老年病和中医等相关专业的医师定期巡视查房，指导

或协助处理相关医疗问题。 

（二）每床至少配备 0.6 名专职护理人员，其中护士与

护理员的比例为 1:3-4。 

（三）至少配备 1 名具有主管护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的护士。设置护理床位达到或超过 30 张的，至少

应配备 2名具有主管护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护

士。 

若同时提供康复医疗服务，应根据所提供康复医疗服务

的需要配备相应的康复医师和康复治疗师。 

（四）设置药剂、检验、辅助检查、营养膳食和消毒供

应部门的，应当配备具有相应资质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五）护理员应接受过医疗机构或专业机构的系统培训

并取得培训合格证书。 

（六）所有医护人员必须熟练掌握心肺复苏等急救操作。 

（七）有条件的可配备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 

四、基本设施 

（一）业务用房至少应设有接诊接待（包括入院准备）、

医学诊疗、护理单元、公共活动和生活辅助等功能区域，提

供康复医疗服务的应设康复训练区。 

（二）根据患者的健康状况、自理能力和医疗服务需求

等实际情况，合理划分护理单元。每个护理单元至少应设有



患者居住室、护士站、治疗（配药）室和处置室，可选设康

复治疗室。提供安宁疗护服务的护理单元应设家属陪伴室

（床）。 

（三）居住室每床净使用面积不少于 5平方米，每床间

距不少于 1米。每室居住不超过 4 人为宜。 

（四）居住室应当设置衣物储藏的空间，并宜内设无障

碍卫生间，卫生间地面应当满足易清洗、不渗水和防滑的要

求。 

（五）设有独立洗澡间，安装有扶手、呼叫设施，配备

符合防滑倒要求的洗澡设施、移动患者的设施等有效安全防

护措施。 

（六）设有康复和室内、室外活动等区域，且应当符合

无障碍设计要求。活动区域和走廊两侧应当设扶手，房门应

方便轮椅进出，各业务用房应当设无障碍通道。 

（七）整体建筑设施执行国家无障碍设计相关标准，并

符合消防、安全保卫、应急疏散和防跌倒、防坠床、防自残

（自杀）、防走失、防伤人等功能要求。需设电梯的建筑应

当至少设置 1部无障碍电梯。 

五、基本设备 

（一）常规设备：至少配备呼叫装置、给氧装置、电动

吸引器或吸痰装置、气垫床或具有防压疮功能的床垫、治疗

车、晨晚间护理车、病历车、药品柜、常规消毒设备（如紫

外线灯、空气消毒机等）、电冰箱、洗衣机、符合饮用标准



的冷热水。 

设置药剂、检验、辅助检查和消毒供应部门的，应当配

备相应设备设施。 

（二）急救设备：至少配备简易自动心脏除颤仪/器

（AED）、简易呼吸器、心电图机、气管插管设备、供氧设备、

抢救车。 

（三）提供康复医疗服务的应配置康复治疗专业设备：

至少配备与收治对象康复需求相适应的运动治疗、物理治疗

和作业治疗设备。 

（四）信息化设备：配置具备信息报送、传输和自动化

办公功能的网络计算机等设备，配备与功能相适应的信息管

理系统，保证医疗信息化建设符合国家和所在区域相关要求。 

（五）护理床单元基本装备同一级综合医院。 

（六）有能满足诊疗业务需要的其他设备。 

六、管理 

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制定各项规章制度、人员岗位职责，

施行由国家发布或认可的诊疗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规章制

度至少包括患者登记制度、医疗文书管理制度、患者安全制

度、患者隐私保护制度、住院护理管理制度、质量管理与控

制制度、信息管理制度、设施与设备管理制度、药品耗材管

理制度、医院感染防控管理制度、医疗废物规范处置制度、

医务人员职业安全防护管理制度、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停电

停水等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以及消防制度。工作人员必须参



加各项规章制度、岗位职责、流程规范的学习和培训，并有

记录。  

  



 

护理中心管理规范（试行） 

 

为规范护理中心的管理，提高医疗护理服务水平，保障

医疗护理服务质量与安全，根据《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

管理条例》《护士条例》《医院感染管理办法》等有关要求，

制定本规范。本规范适用于独立设置的开展护理服务的护理

中心。 

一、机构管理 

（一）护理中心应当制定并落实管理规章制度，执行国

家发布或者认可的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明确工作人员岗位

职责，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保卫、应急疏散、防跌倒、防坠

床、防自残（自杀）、防走失、防伤人和医院感染防控等措

施，保障康复医疗服务安全、有效地开展。 

（二）护理中心应当设置独立部门或配备专职人员负责

质量安全管理与控制工作，认真履行对规章制度、技术规范、

操作规程的落实情况以及服务质量、安全管理进行指导检查、

质量控制和内部监督的职责；对日常运行管理与业务开展过

程中的风险因素进行监测、分析并实施有效干预管理的职责；

落实医院感染防控、医疗废物规范处置的职责；对工作人员

职业安全防护和健康管理提供指导的职责；对护理专业文书、

档案和数据信息等资料的书写、保存、使用等管理进行指导

和检查的职责等。 



（三）按照相关规定做好内部质量、安全、服务、技术、

财务、治安、营养配餐和后勤保障等方面的管理。 

二、质量管理 

护理中心应当按照以下要求开展质量管理工作： 

（一）卫生专业技术人员配置符合《护理中心基本标准》

的规定。 

（二）按照国家发布或认可的诊疗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

等有关要求，以实现服务质量的可持续改进和提高为目标，

健全并遵守各项技术规范、服务标准和流程。 

（三）建立并实施服务质量管理体系，严格实施内部质

量管理与控制，并接受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或质控中心开展的

质量管理与控制。与上级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建立有效协

作机制，遇有需要救治的情形能够及时转至相关机构。 

（四）建立患者信息登记、文书管理制度，相关信息能

够记入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及

时性。 

（五）建立良好沟通机制，保障患者的知情同意权，维

护其合法权益。 

（六）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与要求，规范使用和管理医疗、

护理、康复等设备、耗材、消毒药械和用品。 

（七）按照相关规定，能提供符合患者病情的营养配餐

和特殊饮食。 



三、安全管理 

护理中心应当按照以下要求加强安全与医院感染防控

工作： 

（一）认真执行医院感染管理有关的制度和要求，健全、

完善符合本机构实际的安全与医院感染防控规章制度和工

作规范并严格落实。 

（二）建筑布局应当符合无障碍要求，满足环境卫生学

和医院感染防控需要，布局流程、功能分区合理，标识清楚，

消防、安全保卫、应急疏散、防跌倒、防坠床、防自残（自

杀）、防走失、防伤人和医院感染防控等安全设施完善。 

（三）具有完善且可执行的应急预案，定期开展应急处

理能力培训和演练。应急机制在遇有紧急医疗救援或突发意

外事件时能够及时启动、有效实施，最大限度地保障人员安

全。 

（四）严格按照《传染病防治法》、《传染病信息报告管

理规范》等要求，向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传染病确诊或疑

似病例，并做好传染病控制工作。发生感染性疾病的疑似暴

发、聚集和流行时，应当按照《医院感染管理办法》及有关

规定进行报告。严格按照分类管理原则和相关规定妥善处理

医疗废弃物。 

四、监督与管理 

（一）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辖区内护理中

心的监督管理。卫生计生监督机构每年现场监督检查不少于



一次，发现存在质量问题或者安全隐患时,应当责令其立即

整改。 

（二）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

权釆取下列措施： 

1.对护理中心进行现场检查，了解情况，调查取证； 

2.查阅或者复制质量和安全管理的有关资料，釆集、封

存样品； 

3.责令违反本规范及有关规定的护理中心停止违法违

规行为； 

4.对违反本规范及有关规定的行为进行处理。 

（三）护理中心出现以下情形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

当视情节依法依规处理，造成严重后果涉嫌犯罪的，应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1.使用非专业技术人员从事须经执业注册方能开展的

专业活动的； 

2.出现重大责任事故的； 

3.未参加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或质控中心实施的医疗质

量、医疗安全管理与控制工作的，拒绝接受卫生计生行政部

门和质控中心的业务指导与监管的；或者质量评价连续两次

以上不合格，经整改后仍不合格的； 

4.其他违反《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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