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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我国预先指示研究现状及其潜在的问题，为今后预先指示进一步在我国的发展

在中国知网、万方、中国生物医学数据库、ＰｕｂＭｅｄ 和 ＣＩＮＡＨＬ 数据库上系统搜索从建库

提供参考。 方法

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所有关于我国预先指示的文献，将符合标准的文献纳入进行计量分析。 结果

共纳

入 １１３ 篇文献，最早的文献发表于 １９９３ 年，自 ２０１１ 年后文献数量逐渐增多，多数研究集中于经济发达的
沿海地区、中、东部，较缺乏国家级等基金支持。 研究类型以描述性研究为主，占 ７８ ９％；研究主题以预先
指示的认知状况调查为主，占 ４５ ４９％；研究对象以老年人和癌症患者居多，占 ６６ ２％。 结论

我国研究预

先指示的文献数量不多且总体质量偏低。 应加大对预先指示的重点研究，结合多学科理论和临床实践，推
进预先指示的发展。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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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先指示（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Ｄｓ） 也叫预设 ／

立医疗指示，是指行为人在具有完全行为能力时，根

据患者 自 己 的 意 愿， 签 署 生 前 预 嘱 （ ｌｉｖｉｎｇ ｗｉｌｌｓ，
ＬＷｓ） 或者通过预立医疗代理人等方式，对自己将来

· ２·
丧失决定能力时选择要或不要某种医疗照护措施，
事先做出的决定

［１］

组成部分，杨瑞芳

。 预先指示是临终关怀的重要

［２］

和王福平

［３］

等人的研究表明，

对临终患者开展尊严死教育，可以合理应用有限的
医疗资源，减少患者接受的无效治疗并提高患者的
死亡质量，同时提高患者家属的满意率，减轻其经济
负担。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我国预先指示研

育论坛、护理考察、专家笔谈、访谈、护理体会和思考
等，最终筛选出相关中文文献 ９６ 篇 ，英文文献 １７
篇 ，共 １１３ 篇。

１．３

文献分析方法

通过 ＮｏｔｅＥｐｒｅｓｓ 软件的 “ 文

件夹信息统计” 功能从发表时间、文献来源、文献类
型及基金来源等方面导出信息，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建
立数据库，对数据信息进行分析整理，采用频数、百

究的文献进行初步分析和评价，以了解我国预先指

分率和构成比进行统计学描述。

示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为推进今后该领域的研究提

２

供参考依据。
１
１．１

２．１

资料与方法
文献来源与检索方法

中文数据库选择中国

知网、万方和中国生物医学数据库进行检索，以“ 预
先指示” “ 预立医疗照护计划” “ 生前预嘱” 为主题词

结果
文献计量年度变化

本研究纳入 １１３ 篇文献。

最早发表在 １９９３ 年，文献数量总体呈逐年递增趋
势，平均每年发表 ４ ５２ 篇，其中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文献
量较多，共发表文献 １０２ 篇。 文献具体数量及年度
分布情况见图 １。

或关键词进行高级检索；英文数据库选择 ＰｕｂＭｅｄ

２．２

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ｏｒ“ Ｔａｉｗａｎ” ｏｒ“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ａｎｄ（ “ Ａｄ⁃

在经济发达的东、中部地区，１１３ 篇文献刊载在国内

和 ＣＩＮＡＨＬ，检索式为（ “ Ｃｈｉｎａ” ｏｒ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ｒ “ ｍａ⁃

文献来源

按第一作者所在地区和单位进行

统计，预先指示的研究分布于我国 １９ 个省，且集中

ｖａｎｃ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ｒ“ ＡＤｓ” “ ｄｏ⁃ｎｏｔ⁃ｒｅｓｕｃｉｔａｔ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ｒ

８２ 种期刊上，其中，《 护理学杂志》 ８ 篇，《 中国医学

学” 、“ 哲学与人文科学” ，时间范围为 “ 建库至 ２０１８

篇。 具体情况如图 ２ 所示。

“ ＤＮＲ” ） 。 检索期刊范围为 “ 医药卫生” 、“ 社会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文献类型为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和

伦理学》５ 篇，《 中华护理杂志》５ 篇，《 医学与哲学》５

会议论文， 共得到文献 ２３８ 篇， 其中中 文 文 献 ２１６
篇，英文文献 ２２ 篇。

１．２

文献筛选

将检索到的所有文献直接导入

ＮｏｔｅＥｐｒｅｓｓ 文献管理软件，运用其查重功能删除重
复文献。 通过阅读题目、摘要及原文，手动剔除与
“ 中国地区” 、“ 预先指示” 和“ 生前预嘱” 、“ 预立医
疗照护计划” 等不相关的文献，排除经验荟萃、经验
交流、临床拾零、增刊论文、国际视野、国际动态、教

图１

１１３ 篇纳入文献发表年限分布图

图２

１１３ 篇纳入文献的来源分布

２．３

· ３·

基金来源

根据基金支持项目来看，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有 ３ 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有 ２ 篇，上海市

重点学科建设基金 １ 篇，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 １ 篇，
绝大多数没有基金支持。 见图 ３。

２．４

研究内容

通过对 １１３ 篇文献进行分析，预先

指示 的 研 究 热 点 主 要 集 中 在 医 药 卫 生 领 域
（５８ ０％） 和社会科学领域（ ２７ ３％） ，具体情况如图

４ 所示。 医药卫生领域的研究主题主要有：①预先

指示 在 各 类 人 群 中 的 认 知 状 况 和 态 度 的 研 究
（４３ ７％） ；②综述国内外预先指示的现状、面临问
题及对策（２７ ８％） ；③预先指示与临终关怀发展的
关系探讨 （ ５ ６７％） 。 而在社会科学领域主要是探
讨有关法律制度建立的意见及建议（１６ ７％） 。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本研究纳入相关文献共 １１３ 篇，
其中以描述性研究为主，但多中心和大样本的横断
面研究较少，实验性和类实验研究则完全没有。 目
前的研究基础较为薄弱，需要逐步提高研究质量，完
善研究内容。

３．２

我国预先指示的研究类型分布

我国预先指

示的研究类型分布较集中，主要为描述性研究，其原
因可能是我国对于预先指示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
段，通过描述性研究可以更好地发现预先指示在我
国不同人群中的发生情况和相关影响因素。 最少的
类型是个案讨论（ ２ ／ １１３） ，其原因可能是预先指示

还不具备在我国大范围推广的基础，受到传统文化、
法律法规等约束 ［５⁃８］ 。 因此，建议医护人员应根据
实际临床环境和现实条件丰富研究类型。

３．３

我国预先指示的研究内容情况

我国对预先

指示的研究对象基本为养老机构或社区老年人、癌
症患者、患者家属和医护人员，部分社会科学类的研
究对象为精神病人，缺乏对不同年龄段和不同疾病
患者的针对性研究。 而国外早已把预先指示扩大到
了更大范围，主要包括高龄慢病患者、接受长期医疗

图３

护理的失能人群、多器官衰竭患者、晚期进展性癌症

１１３ 篇纳入文献基金项目分布

患者等 ［９⁃１１］ 。 国内的预先指示研究选择的研究对象

范围较窄，限制较多，对于预先指示的推广有一定的
局限性。 我国预先指示目前没有具体的干预方案构
建与效果评价，这可能与我国预先指示发展还处于
起步阶段，理论知识框架还不完善，临床实验的条件
还不成熟，缺乏有效的评价指标等有关。 建议可以
先从团体认知疗法和认知行为疗法探索，尽早构建
图４

３
３．１

起有效干预方案。

１１３ 篇纳入文献的学科分布

４

小结
尽管国内有医护和法律从业人员已在不同的群

讨论
我国预先指示的文献数量与质量分析

我国

研究预先指示的文献出现较晚，最早的文献出现在

１９９３ 年，参考文献最早的为 １９８５ 年，直到 ２０１１ 年
才有较多的文献开始出现，优质论文多集中于经济
医疗发达的中、东部地区，这与我国中、东部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高、医疗条件较好，对心身疾病管理关注
度较高有关 ［４］ 。 基金支持项目少，且集中于北上广
等经济发达地区，提示相关部门应加大对西部地区
的基金支持与投入，且相关科研人员应重视对安宁
疗护和预先指示的研究，不断提升自身科研能力。

体中展开了对预先指示的实践探索，总体而言，我国
对预先指示的探索还处于起步阶段，不同地区差距
较大，缺乏重点基金支持，研究领域较为局限，缺乏
有效的干预模式和效果评价。 因此在该领域开展更
加深入和系统的研究是目前重要的任务，应开展多
学科合作，拖动预先指示的发展。
参考文献：
［１］

邓仁丽， 陈柳柳， 史宝欣， 等． 中国文化背景下预立医疗照
护计划的研究进展 ［ Ｊ］ ． 中 华 护 理 杂 志，２０１５，５０ （ ９） ：１１１７⁃
１１２１．

· ４·
［２］

杨瑞芳． 尊严死教育在老干科临终患者护理中的实践［ Ｊ］ ． 医

［７］

钱侃侃，吴侃． 预设医疗指示的美国经验及其法益基础［ Ｊ］ ．

［３］

王福平，古利明． 尊严死教育在 ＩＣＵ 临终患者疗护中的应用

［８］

Ｌｙｏｎ ＭＥ， Ｊａｃｏｂｓ Ｓ， Ｂｒｉｇｇｓ Ｌ， ｅｔ ａｌ． Ａ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ｒａｎｄｏｍ⁃

［４］

［５］

学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７， ３０（１） ： １２７⁃１２９．

［ Ｊ］ ． 中国医学伦理， ２０１４， ２７（１） ： １１８⁃１２０．

Ｈｊｅｌｍｆｏｒｓ Ｌ， ｖａｎ ｄｅｒ Ｗａｌ ＭＨ，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ｓｅｎ ＭＪ， ｅｔ ａ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ｎｕｒ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ｎｄ⁃ｏｆ⁃ｌｉｆｅ ｃａｒｅ［ Ｊ］ ． Ｊ
Ｐａｌｌｉａｔ Ｍｅｄ， ２０１５，１８（１０） ：８６５⁃８７１．

Ｙａｎｃｙ ＣＷ， Ｊｅｓｓｕｐ Ｍ， Ｂｏｚｋｕｒｔ Ｂ，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ＡＣＣＦ ／ ＡＨＡ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Ａ⁃

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ｃａｒ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ｅｅ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ａｎｃ⁃
ｅｒ：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ｓ， ｓｐｉｒ⁃

［ ９］

ｉｔｕａｌｉｔｙ［ Ｊ］ ． Ｊ Ａｄｏｌｅｓｃ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１４，５４（６） ：７１０⁃７１７．

Ｄｅｔｅｒｉｎｇ ＫＭ， Ｈａｎｃｏｃｋ ＡＤ， Ｒｅａｄｅ ＭＣ，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ａｄ⁃

ｖａｎｃｅ ｃａｒ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ｎ ｅｎｄ ｏｆ ｌｉｆｅ ｃａｒｅ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ｒａｎ⁃
ｄｏｍｉｓ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Ｊ］ ． ＢＭＪ， ２０１０，３４０：ｃ１３４５．

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ａｒｔ Ａｓｓｏ⁃

［１０］

唐鲁， 张玲， 李玉香， 等． 中文版死亡态度描绘量表用于护

２０１３，６２（１６） ：ｅ１４７⁃ｅ２３９．

［１１］

Ｚｈａｎｇ Ｎ， Ｎｉｎｇ ＸＨ， Ｚｈｕ ＭＬ， ｅｔ 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ｃｉａｔｉｏｎ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Ｊ］ ． Ｊ Ａｍ Ｃｏｌｌ Ｃａｒｄｉｏｌ，

［６］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１７， １３（２） ： ４３⁃４９．

Ｓｉｎｃｌａｉｒ Ｃ， Ａｕｒｅｔ ＫＡ， Ｅｖａｎｓ ＳＦ， ｅｔ ａｌ．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ｃａｒ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ｕｐｔａｋｅ ａｍｏｎｇ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ｅｖｅｒｅ ｌｕｎｇ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ｐａ⁃
ｔｉｅｎｔ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ｒｉａｌ ｏｆ ａ ｎｕｒｓｅ⁃ｌｅ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ｃａｒｅ ｐｌａｎ⁃
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Ｊ］ ． ＢＭＪ Ｏｐｅｎ， ２０１７，７（２） ：ｅ０１３４１５．

士群体的信效度分析［ Ｊ］ ．护理学杂志，２０１４，２９（１４） ：６４⁃６６．

ｃａｒ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ｄｗｅｌｌ⁃

ｉｎｇ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Ｊ］ ． Ｂｉｏｍｅｄ Ｒｅｓ Ｉｎ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４５３９３２．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５⁃０６］ ［ 本文编辑：朱吉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