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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质量网络自动质控点设置及流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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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研究医疗质量网络自动质控点设置及流程在医疗质量监控中的作用。方法　以我院 ＨＩＳ、
ＰＡＣＳ及ＬＩＳ系统为基础，成立医疗质量监管联合办公室，将医疗核心制度的重要质控点及质控流程固定到电子病历
系统，构建良好的自动质控模式。结果　通过联合办公室质控平台的事前提醒、实时监控督导和考核，变事后质控为
动态全程质控。结论　电子病历自动质控点及流程的设置从根本上达到了质控目的，提高了质控效率，进一步规范
了医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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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信息化的普及与推广为医疗质量监督管理
提供了有效、便捷的手段，为医疗质量控制提供了质

控平台。我院自２０１１年以来，院内信息化建设步伐
加快，２０１３年成立了医疗质量监管联合办公室，联
合办公室由医务处、院感科、病案室、临床药学室相

关人员组成。通过医务处、信息中心等部门的反复

论证和探讨，在电子病历多个环节设置流程合理的

质控点，使传统的人工质控管理变为全程的电子质

控管理。通过近几年的运行和不断完善，提高了医

务人员的全局质控意识，使医疗质量的质控效率提

高，质控依据更加科学规范，质控结果更加公正、公

平，取得良好的质控效果。

１　医疗质量网络自动质控点及流程

１．１　诊断不明确患者的管理
住院时尚诊断不清的患者，在住院处办理住院

手续时，如诊断以“ＸＸＸ待查”输入计算机，计算机
自动生成，将待查信息送达医疗质量监管联合办公

室。如果患者住院后三天仍然诊断不清，即诊断后面

的“待查”仍存在，计算机会自动将信息再次反馈给

联合办。对于三天以上仍诊断不清的患者，联合办在

计算机后台对该病例的诊断和治疗进行跟踪管理。

１．２　病历书写时限管理
将计算机程序进行必要的调整，时间质控点缩

短，在医疗文书规定完成的时间点前 ２～８小时开
始反复提醒，到了规定的时间，相关医疗文书还没有

完成，医师将无法开立医嘱（急、危抢救病人除外），

电脑自动扣分并纳入考核。例如：患者手术后２０小
时内未完成“手术记录”，计算机将在屏幕上显示

“请及时完成手术记录”，入院６小时内未完成“首
次病程记录”、入院２０小时未完成“入院记录”、患
者抢救医嘱执行５小时内未完成“抢救记录、患者
入院６４小时无“主任医师查房记录”者计算机在屏
幕上分别显示相应的提示。通过反复提示，规定的

时间仍未完成医疗文书的书写，医生将无法开立医

嘱，直到完成为止。

１．３　手术分级管理
按照手术分级管理的规定，对于不同的医师进

行手术权限管理，系统自动筛选，越级手术者，本科

室、麻醉手术科及医务处联合办计算机屏幕上分别

显示该术者“越级手术”，非特殊情况会自动叫停。

对三级以上手术设强制性术前讨论模式，没有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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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施计划，确认效果（Ｄ＆Ｃ）［３］

按实施计划，总务科在２０１５年９月份起各项措
施逐一组织实施。在实施计划后，为了确认实施的

效果，在１０月份，再次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
示满意度有了大幅提升，实施效果明显综合评价满

意度达９５％，见表４。

表４　２０１５年三季度总务科服务质量满意度调查

序号 项目 很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度／％

１ 对总务科的服务质量总体评价 ３０ ３０ １ ０ ９８

２ 对总务科清洁卫生的总体评价 ３３ ２５ ３ ０ ９５

３ 对百货物资供应情况的总体评价 ３２ ２４ ４ １ ９２

４ 对总务科采购供应情况的总体评价 ３０ ２５ ６ ０ ９０

５ 对总务科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的评价 ３０ ２９ ２ ０ ９７

６ 顾客要求是否及时落实 ３２ ２７ ２ ０ ９７

７ 问题处理是否主动有效 ２７ ３０ ４ ０ ９３

８ 是否做到规范化操作 ３１ ２８ ２ ０ ９７

９ 与顾客沟通、处理、反馈是否及时 ２５ ３４ ２ ０ ９７

１０ 服务态度、配合度是否满意 ３２ ２７ ２ ０ ９７

１１ 人员专业化程度及科室整体形象 ３２ ２７ ２ ０ ９７

４　对实施的成果进行标准化（Ａ）［４］

总结实施过程的经验教训后，对此次实施的措

施和方法，结合我院现行的制度和流程进行了修订

和完善，制定了相应的标准化制度和流程见表５。

表５　标准化制度和流程

事项 原来标准 制、修订标准 新订 修订

改善监管方法 无 ①要求供应商提供供货源头资料。 √

限时服务制度 ②增添督促供应商限时报价、限时送货。 √

物资验收流程 ③总务科设立专门质量抽检人员，每天进行供货质量的抽检工作，定期反馈供应商。 √

④严格执行合同规定，对供应商违规情况进行相应处罚。 √

加强人员培训及

管理

人员培训制度 ①要求供应商加强对送货人员服务意识、服务流程和服务技能的培训。 √

无 ②要求供应商现场设专人负责跟踪处理、协调我院各科室业务工作。 √

利用设施、设备 物资供应流程 ①在今后的合同中增加条款，要求供应商在医院附近设立周转、应急仓库。 √

车辆放行管理规定 ②要求供应商的送货车辆、人员严格按我院的规定时间进行送货。 √

提升供货质量 无 ①要求供应商的货物来源是正规、固定的供应渠道，保证我院能进行溯源管理。 √

采购物资管理规定 ②以合同为依据，统一采购、验收标准。 √

　　按照ＰＤＣＡ循环的顺序我们成功地对后勤供应
商进行质量监督管理，并且按此科学程序循环不止

地进行下去。这一阶段的任务完成后，我们又开展

下一轮的ＰＣＤＡ循环。既提升了后勤管理水平，提
高了服务满意度，同时又调动了全体工作人员参与

管理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和谐了工作氛围，增强了

团队精神［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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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供应商被设诉的原因分析鱼骨图

２　设定目标，制定工作计划（Ｐ）

２．１　设定预期目标 ［２］　依据品管圈的设置目标原
理：改善值＝现状值×改善重点 ×按圈能力。现状
值：８月份总务科满意度调查结果为７３％；我们拟定
改善后的目标为满意度升至８５３％，提升１２３个

百分点。

２．２　制定工作计划和措施　根据《供应商难以监
管的要因分析表》归纳的主要要因，逐一进行对策

拟定，如：对策实施内容、负责人、实施时间、实施方

式等，见表３。

表３　对策实施－计划（Ｐ）＆实施（Ｄ）

加强监管方面 对策实施计划 负责人 实施时间 实施方式

监管方法 ①督促供应商限时报价、限时送货。 杨慧红 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２５日 跟踪各项送货单据的落实情况。

②要求供应商提供供货源头资料。 罗玉贞 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７日 查询和实地考察供应商供货源头资质等资料。

③总务科设立专门质量抽检人员，每天进

行供货质量的抽检工作，定期反馈供应商。

李小芳 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２５日 设立专人每天抽检供货质量并进行登记，

定期反馈供应商。

④严格执行合同规定，对供应商违规情况

进行相应处罚。

陈春龙 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２５日 总务科与使用科室的收货人员严格按合

同标准和要求严把收货、验货的质量关，

不合格货品一律退货并要求及时补货，必

要时按规定进行处罚。

人员方面 ①要求供应商加强对送货人员服务意识、

服务流程和服务技能的培训。

杨慧红 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７日 授课、讲座。

②要求供应商现场设专人负责跟踪处理、

协调我院各科室业务工作。

李小芳 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２５日 设置《科室申请落实情况登记本》，登记并

进行追踪落实。

设施、设备、

场地方面

①在今后的合同中增加条款，要求供应商

在医院附近设立周转、应急仓库。

罗玉贞 ２０１５年９月１日起 做好医院各类物资供应的备选应急方案，

必要时可立即启动应急方案。

②要求供应商的送货车辆、人员严格按我

院的规定时间进行送货。

王阳 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２５日 监督落实。

供货质量方面 ①要求供应商的货物来源是正规、固定的

供应渠道，保证我院能进行溯源管理。

陈春龙 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２５日 沟通、协商，查询供货来源资料、现场查看

等

②以合同为依据，统一采购、验收标准。 杨慧红 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２５日 认真核对采购样版，现场对照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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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为了集思广益，发挥团队智慧，我们对供应商受

到投诉的原因采用鱼骨图分析法，进行全面分析

（图２）。根据鱼骨头上的所有要因，进行分类汇总，
见表２。

表２　供应商难以监管的要因分析表

编号 总务科服务受到投诉的原因
圈员打分情况

圈员１ 圈员２ 圈员３ 圈员４ 圈员５ 圈员６ 圈员７ 圈员８
评分

１ 人员服务态度不理想：人员服务意识不强 ６ ６ ２ ６ ６ ５ ６ ６ ４３
２ 人员服务水平受限

　人员对业务不熟悉 ６ ６ ２ ７ ７ ５ ６ ７ ４６
　人员培训不足 ６ ６ ２ ８ ８ ４ ６ ７ ４７

３ 服务人力不足：现场没有设专人负责跟踪处理、协调业

务工作

１０ ８ １０ ９ １０ ７ ８ ８ ７０

４ 人员配合度不够

　应对能力不足 ８ ７ ３ ８ ５ ７ ８ ８ ５４

　主动服务不够 ８ ７ １ ６ ５ ６ ８ ８ ４９

５ 供应商内部运作流程不畅

　配送措施不良 ８ ７ ８ ５ ９ ５ ８ ９ ５９

　找不到供货渠道 ８ ７ ７ ４ ９ ４ ８ ８ ５５

　服务人员效率低 ８ ７ １ ７ ９ ５ ８ ９ ５４

６ 对供应商犯错的处罚不力

　没有相应处罚措施 ７ ９ １ ８ １０ ７ １０ １０ ６２

　执行处罚不严 ８ ９ ５ ９ １０ ８ １０ １０ ６９

７ 供应不及时

　报价不及时 ８ ８ ６ ８ ９ ５ １０ ９ ６３

　供货不及时 ８ ８ ９ ８ ９ ４ １０ ９ ６５

８ 百货直送，科室的物资质量难以控制 ７ ８ ３ ９ ６ ２ ８ １０ ５３

９ 供应的物资种类、规格繁多标准不一致

　采购、验收标准不一致 ７ ６ ８ ８ ８ ３ ８ ９ ５７

　采购、验收标准不具体 ７ ６ １ ９ ８ ５ ８ ９ ５３

１０ 采购单价低，难以买到高质量的物资

　产品质量有待提高 ７ ６ ８ ９ ６ ７ ８ １０ ６１

　供应商以次充好 ８ ６ １ ６ ６ ３ ８ １０ ４８

１１ 供货质量不稳定

　食材类产品质量受季节性波动大 ８ ９ ８ ８ ７ ７ ３ ８ ５８

　没有正规、固定的供货渠道 ０ ９ １ ７ ７ ４ ５ ８ ４１

１２ 环境方面的因素

　供应商在医院附近没有设立周转、应急仓库 ９ ８ ５ ８ ９ ８ ９ ７ ６３

　供应商在医院内没有专门的办公地方 ７ ８ １ ９ ９ ８ ５ ７ ５４

　医院内部的垂直交通受阻 ９ ９ ６ １０ ５ ８ ９ ８ ６４

　供应商运送车辆入院受限 ９ ９ ５ ５ ５ ８ ５ ８ ５４

图１　供应商被投诉因素柏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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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ＰＤＣＡ循环加强医院对供应商的监管

罗玉贞

　　【摘　要】　为了做好后勤供应商的监管工作，提升后勤服务的满意度，我院总务科对医院供应商监管进行了一
系列ＰＤＣＡ（戴明环）的持续改进工作，笔者剖析其过程和成效。
　　【关键词】　医院后勤；ＰＤＣＡ循环；供应商；监管
　　中图分类号：Ｒ１９７．３２３．２　　文献标识码：Ｂ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３３２Ｘ．２０１６．１２．０４６

　　医院后勤管理的大部分工作主要是对各供应商
进行监督管理。做好后勤供应商的监管工作能降低

医院采购成本，节约库存空间，提高服务满意度。近

年来随着医院业务的增长，临床科室对后勤保障物

资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服务要求也越来越高，各类物

资供应商的供货质量、响应速度、服务意识、服务态

度、售后服务等一系列工作都成为医护人员评价医

院后勤服务质量的晴雨表。因此，如何做好供应商

的监管工作，是医院后勤工作的首要问题［１］。我院

总务科为了做好后勤供应商的监管工作，提升服务

满意度，对医院供应商服务现状进行了一系列 ＰＤ
ＣＡ循环（戴明环）的持续改进工作，效果显著。

ＰＤＣＡ循环又叫质量环，是管理学中的一个通
用模型，最早由休哈特于１９３０年构想，后来被美国
质量管理专家戴明博士在１９５０年再度挖掘出来，并
加以广泛宣传和运用于持续改善产品质量的过程。

ＰＤＣＡ是英语单词 Ｐｌａｎ（计划）、Ｄｏ（执行）、Ｃｈｅｃｋ
（检查）和Ａｃｔｉｏｎ（行动）的第一个字母，ＰＤＣＡ循环
就是按照这样的顺序进行质量管理，并且循环不止

地进行下去的科学程序。

１　现状分析

１．１　医院后勤供应商的业务范围及内容　总务科
管理的供应商的业务范围主要为：医院非医疗物资、

非电脑及外部设备、非医疗器械设备的采购供应工

作，内容包括：家具采购、电器采购、百货物资采购、五

金零配件采购、印刷品采购、被服布类采购、非械字号

耗材采购、医院标识购置、ＩＣ卡制作采购、各类医用
气体、燃油采购、医院膳食食材采购等。

１．２　从工作流程中分析容易缺乏监管的环节　首
先我们从各项业务的采购流程、运作特点、操作流程

等各个节点进行分析讨论，将可能出现对供应商监

管缺乏监管和容易产生漏洞的的因素、环节和步骤

整理出来。

１．３　查找存在问题　进行服务质量满意度调查是
及时发现供应商服务存在问题的最客观、直接的途

径和方法。２０１５年８月份总务科进行了服务满意
度的调查，问卷的调查对象是医院内部各临床科室

的护士长及主要科室的负责人，共６６人，回收了６６
份有效问卷，综合评价满意度为７３％，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５年第二季度总务科服务质量满意度调查

序号 项目 很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度／％

１ 对总务科的服务质量总体评价 ２５ ２８ １２ １ ８０

２ 对总务科清洁卫生的总体评价 ２３ ２８ １４ １ ７７

３ 对百货物资供应情况的总体评价 ２２ ２９ １２ ３ ７７

４ 对总务科采购供应情况的总体评价 ２３ ２４ １５ ４ ７１

５ 对总务科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的评价 ２４ ２１ １９ ２ ６８

６ 顾客要求是否及时落实 ２２ ２８ １３ ３ ７６

７ 问题处理是否主动有效 ２２ ２４ １６ ４ ７０

８ 是否做到规范化操作 ２４ ２５ １４ ３ ７４

９ 与顾客沟通、处理、反馈是否及时 ２３ ２２ １７ ４ ６８

１０ 服务态度、配合度是否满意 ２４ ２１ １９ ２ ６８

１１ 人员专业化程度及科室整体形象 ２５ ２２ １７ ２ ７１

罗玉贞：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广州　５１００８０

１．４　分析汇总对供应商监管的漏洞及缺陷　通过
收集使用科室意见，我们编制了供应商受到投诉项

目柏拉图（图１），按照柏拉图的８０％以上投诉原因
分析出：供应商受到投诉的四大要因是：①与科室沟
通、处理、反馈不及时。②采购供应质量方面的问
题。③人员服务态度方面。④顾客要求不及时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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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钢板门，气密防撞。

表１　验收检测结果

房间名称
房间设计

级别

换气次数

（次／ｈ）
静压差

（Ｐａ）

含尘浓度 粒／Ｌ（室平均统计值）

≥０．５μｍ ≥５μｍ

温度

（℃）
相对湿度

（％）
噪声

［ｄＢ（Ａ）］

洁净走廊 １０万级 １１．６ ＋１１（对非洁净区） １２．３ ０．１ ２１．１ ５４．８ ４９．３

耗材 １０万级 １５．４ 同级别，无静压差 １０．７ ０．１ ２１．１ ５３．８ ５０．９

单人间 万级 １９．５ ＋２（对洁净走廊） １０．９ ０ ２１．１ ５３．９ ４９．７

四人间 万级 １８．７ ＋７（对洁净走廊） ４．３ ０ ２１．１ ５４．５ ４９．９

缓冲１ １０万级 １２．２ ＋１０（对非洁净区） ５．１ ０ ７．０ ５４．４ ４９．１

２．４．２　卫生消毒设施和设备配置　医务人员的手
卫生质量好坏与医院感染发生率呈正相关，有效的

洗手、保持手部卫生可以清除手上９９％以上的各种
暂住菌，切断通过手传播感染的途径［５］。按照医院

感染预防控制的要求，本项目对 ＩＣＵ房间每床、走
道及相关场地均配置了洗手设施和速干手消毒剂，

以提高医护人员手卫生依从性。各洗手盆均采用红

外感应水龙头，提供２４ｈ热水保障。另外，针对污
物处理间的场地和设备配置进行了优化。在缓冲间

以外分别设置了消毒间、污物打包存放间和库房。

选用了医用快速冲洗高温消毒机，对患者使用的便

盆、引流瓶、尿壶进行全自动清洗和消毒，３～７ｍｉｎ
即可清洗消毒完毕。对医用地巾等污染物品，从科

室规模上考虑，暂时没有使用全自动清洗设备，但配

置了专用洗衣机，将浸泡消毒后的地巾等污染物清

洗烘干，这些措施都极大降低了交叉感染风险并提

高了工作效率。

医院ＩＣＵ的升级改造是医院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内容。不同医院应该根据自身条件、管理模式等

因地制宜，选择符合自身实际需求的改造方案。通

过升级改造，特别是合理地规划布局和洁污流程，采

用科学的洁净空调系统以及配置足够的洗消设施等

措施共同来达到降低交叉感染的风险，以及提高环

境舒适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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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北京国际康复论坛圆满闭幕

　　 １２月４日下午，历时三天的第十一届北京国际康复论坛在国家会议中心圆满落下帷幕。闭幕式上，日本藤
田保健卫生大学副校长才藤荣一和香港复康会资深顾问贝维斯女士分别致辞，对大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的祝

贺。大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廖利民宣布优秀论文获奖名单。本届论坛组委会副主席、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党委副书

记兼纪委书记张冬梅代表主办方宣布大会圆满闭幕！

才藤荣一在致辞中提到，北京国际康复论坛已有十一年的光荣历史，成为了世界康复医学领域中最重要的大

会之一。来自全世界的专家在此发表了优秀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康复领域的研究进展。

贝维斯在致辞中强调了团队的重要性。她说到，康复是强调多学科合作的一门学科，社会康复、康复工程、建

筑师、法律专家等都包括在内，希望各方能够与社区工作者、社会组织相互尊重，通力合作，共同开发新的研究项

目。

张冬梅表示，本次论坛时间虽短，但主题鲜明，内容充实，议程紧凑，成果显著。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日

本、挪威、荷兰、蒙古、中国香港等１１个国家和地区近８００位专家学者、康复工作者围绕３３个专业方向的最新研究
成果进行了广泛深入地交流和探讨。她代表主办方感谢康复国际的高度重视，感谢中国残联、国家卫计委、青岛

市人民政府等部门，首都医科大学等高校，中国医院协会等机构组织，北京、广东、山东等省市残联及国内外康复

机构的大力支持。她强调，北京国际康复论坛已成功举办了十一届。通过论坛，不断开拓创新、融合共享、助推发

展，实现了凝聚康复力量、共享康复成果、培养康复队伍、培育康复文化、树立康复品牌的目标。

本次论坛共收集学术论文５０７篇，大会发言２０８篇，评选出优秀论文７４篇；同时，还举办了１２个会前培训班，
３０余家相关企业以不同形式展示了康复领域的最新技术和产品，论坛取得了累累硕果。

来源：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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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下极大地满足医疗功能和感染管理的要求。

２．２　空间的合理规划
２．２．１　功能区域规划　《指南》中提出“ＩＣＵ的整
体布局应该使放置病床的医疗区域、医疗辅助用房

区域、污物处理区域和医护人员生活辅助用房区域

等有相对的独立性，以减少彼此之间的干扰和控制

医院感染”。本项目的改造首先对各功能用房进行

了合理的分区，将医疗区（包括病房和护士站）置于

场地中间，办公教学区置于另外互不干扰的一角，特

别将值班用房设置在医疗区的一角，既保证了相对

安静的医护休息环境，又能使医护人员快速地到达

医疗区。而污物处置放置在另一端靠近污物通道的

地方。这样的整体场地规划使得各种人员、洁污物

品流线变得更加有序，更加符合感染管理的要求。

２．２．２　房间分隔布局　在医疗区域内，取消了原来
大空间布置病床的方式，改为设置３间４人病房，每
间约６０ｍ２，２间２人病房，每间３５ｍ２，２间单人病
房各１８ｍ２。基本符合《指南》要求的每个病区最少
配备一个单间病房，使用面积不少于１８平方米，用
于收治隔离患者的规定。各病房间用半隔断半玻璃

分隔，护理站敞开面向各病房，便于观察。这样的设

计比原来将患者置于整个开敞的大病房中更便于保

护患者的隐私，同时减少四周噪音、光线，以及抢救、

治疗等对患者的影响。

２．２．３　取消探视走道的设置　目前一些医院采用
探视走道或视频探视的管理模式。这样虽然能起到

较少交叉感染，便于管理的作用。但美国医院的

ＩＣＵ大都会给病患家属１０～３０ｍｉｎ时间，让患者和
家属能够面对面交流，直接面对和间接面对还是有

很大区别［１］。这对恢复病情有很大的帮助，才是真

正的人性化，况且一些危重患者也无法通过视频进

行交流。所以本项目中我院设置了专门的探视入

口，与医护人员入口分开，家属通过严格更衣换鞋

后，允许在规定时间内直接与患者进行面对面的交

流。通过探视制度的规范化管理，能有效控制医院

感染［２］。而节约下来作为探视走道的空间面积用

于病房、室内走廊的扩大，同时也增加了一些室内的

物品库房，使空间整体使用率得到提升。

２．３　空调系统的科学设置
２．３．１　采用洁净空调系统的原因　一般规范对
ＩＣＵ并没有严格的洁净要求，《综合医院建筑规范》
中提出“监护病房采用洁净用房的宜用Ⅳ级标准设
计，宜设置独立的净化空调系统”。那么 ＩＣＵ究竟
是否需要设计净化空调系统，一直以来有着不同见

解。我们认为ＩＣＵ患者的特点是病情较重、免疫力
低、术后危重患者较多，使用净化空调系统可以更好

地控制感染。一是从除菌降尘的角度上看，通过空

气过滤和气流技术可以有效减少有菌或无菌颗粒物

造成的危害，尤其是常见的术后感染的发生。二是

通过温湿度控制，可以将细菌和病毒在空气中的存

活时间控制在一个较短的范围内。大量研究表明，

当室内相对湿度湿度控制在３０％ ～６０％时，可以降
低室内人员感染的可能［３］。三是普通风机盘管内

由于长期潮湿，过滤器积累灰尘也容易繁殖微生物

引起二次污染。四是 ＩＣＵ患者大都是卧床无法自
理，房间异味较大，通过合理的新风、排风控制，可以

较好地改善室内空气品质。

２．３．２　洁净级别的选择　美国《医疗机构环境感
染控制指南》认为保护性病房（ＰＥ）区域应使空气中
真菌孢子数量减少到最小，以保护免疫功能低下的

患者。满足通过室内通风（即空气从房间一侧进

入，通过患者，在房间的另一侧流出）；相对走廊的

正压病房２５Ｐａ；密闭很好的房间；每小时通气次数
大于１２次等条件［４］。当然，ＩＣＵ毕竟不是手术部，
气流组织也不需要形成类似手术室内的主流区和严

格意义上的梯度压差控制的定向气流。同时考虑到

ＩＣＵ本身各种抢救设备也比较多，所以洁净用房等
级可考虑按照Ⅲ级，洁净走廊Ⅳ级，相对最小静压差
考虑大于２５ｐａ设置。送风模式可采用上送下回
的方式，送风口设置在病床靠患者头部一侧，回风口

设置在另一侧。

２．３．３　本项目的空调具体配置情况　采用３台５０
ＫＷ的风冷模块机组提供空调冷热源，对医疗区和
非医疗区分别采用了不同的空调机组进行保障，是

为了更有效地控制能耗并达到净化效果。所以在洁

净区域采用了４台洁净空气处理机组，配置自动新
风箱，循环机组配置Ｇ４＋Ｆ８级别的两级过滤器，末
端采用Ｈ１３级别高效过滤器。普通办公区域采用
新风处理机组２台供应普通风机盘管２３台。整个
净化空调系统采用先进可靠的控制管理方式：首先，

通过设置在护理站内的多功能控制面板，可以实现

机组开关控制、温湿度及运行、值班和故障显示。其

次，通过机房的智能控制柜，还可以另外进行各种控

制参数的设定，变频器频率设定、过滤器堵塞监控、

排风运行及故障、系统风压监控等功能，以便于后续

维护工作。运行结果通过国家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

验中心监测，完全符合规范要求，见表１。
２．４　合理选择建筑装饰材料，科学配置卫生消毒设备
２．４．１　建筑材料选用　 ＩＣＵ整体内部装饰应该选
用环保、美观、便于清洁的建筑材料，同时也要符合

不积尘、防霉、防静电、防腐蚀的要求。所以本项目

的地面选用３ｍｍ厚耐磨橡胶卷材，墙身为彩钢板
隔墙，墙面与地面处阴角均为圆角，天花采用玻镁复

合彩钢板吊顶。各病房门为外挂式医用电动门或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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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俊：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广东广州　５１０５１５

综合医院 ＩＣＵ升级改造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徐　俊

　　【摘　要】　以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ＩＣＵ改建项目为例，探讨病区规划与流程布局，净化空调系统设置，以及
装饰材料、清洗消毒设备的配置等因素，对降低感染风险，提供安全舒适的治疗环境所起到的作用。以期为同行开展

类似改建项目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　重症监护病房；改造；实践与思考
　　中图分类号：Ｒ１９７．３８　　文献标识码：Ｂ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３３２Ｘ．２０１６．１２．０４５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ｏｎＩＣＵ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ＸＵＪ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ＩＣＵ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ｎＮａｎｆａ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ｏｓ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ｓａｆｅａｎｄ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ｅｘｐｌｏｒｅ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ｗａｒｄ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ｌａｙｏｕｔ，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ｏｆａｉｒ－ｃｌ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ｃｏ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ｗａｓｈｉｎｇａｎｄ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ｉｎｇ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Ｈｏｐｅ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ｗｉｌ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ｕｓｅｆｕ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ｏｓ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ａｒｅＵｎｉｔ；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ａｄｄｒｅｓｓ】　Ｎａｎｆａ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５１５，Ｃｈｉｎａ

　　医院重症医学科，简称 ＩＣＵ（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ａｒｅＵ
ｎｉｔ），是以综合性重症患者救治为重点，独立设置，
负责对危重患者及时提供全面、系统、持续、严密的

监护和救治的学科。由于 ＩＣＵ的床位面向全院开
放，并且主要收治术后病情危重的患者，所以它是反

映医院综合治疗水平的重要部门。随着医院发展和

医疗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医院原有的 ＩＣＵ从硬件
上、流程上和管理上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病患需

求，不但床位紧张，而且不符合《重症医院科建设和

管理指南》的要求，必须进行合理的升级改造。

１　存在的问题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综合 ＩＣＵ主要收治除
了 ＣＣＵ和 ＮＩＣＵ等专科的外科术后及重症患者。
该ＩＣＵ位于外科楼六楼西侧，于２０００年左右投入使
用，共设置１２张床位。经过多年使用，目前不论从
医疗业务规模、布局流程和装修条件、感染管理上都

已经严重影响正常使用。主要问题是：

１．１　面积规模小，展开床位数少
医院目前展开床位数达到 ２２００张左右，但

ＩＣＵ开展的床位数远不能达到《重症医学科建设与
管理指南》中关于三级综合医院重症医学科床位数

为医院病床总数的２％～８％的要求，并且每床占地
面积也无法满足１５～１８ｍ２的要求。
１．２　功能布局、洁污流程以及空调系统设置不合理

原病房采用的是大空间整体布置病床方式，缺少

合理的分区，不便于抢救和家属探视。人员和物品也

无法设置有序的流线和不同的进出通道，辅助用房

少，加上科室的使用和存储物品多，以至于许多物品

只能放置在走道上的物品柜中。科室人数较多，长期

缺乏示教场地和值班室。另外只采用普通的中央空

调系统，没有考虑专业卫生净化空调的设置。

１．３　整体装修标准落后，缺乏足够的清洗消毒设
施，感染管理不够规范

其中ＰＶＣ地板胶由于使用多年，出现了磨损、
起鼓老化；天花采用老式石膏板吊顶，已经变色变

形，容易积尘。缺乏足够的手卫生处理设施，便盆、

抹布等污物放置的场地和处理流程不够规范。

上述问题不但制约了科室的医疗质量和服务水

平的提升，而且容易引发院内交叉感染，也将影响到

学科未来的持续发展。所以医院利用外科楼部分科

室调整的机会，认真研究了重症医学科的现状和发

展需求，将整个学科搬迁到外科楼的四楼，总建筑面

积约９００ｍ２，按照新的标准和流程进行改造。

２　ＩＣＵ改造的方法

２．１　改造的目标
规模适当，功能布局合理，洁污流程清晰，有效

降低感染风险；同时装饰效果明亮、整洁、医护人员

和病患使用舒适是本次改造的目标。为此医院委托

专业的净化设计公司，与医院医务处、总务处、重症

医学科、感染管理科共同论证，反复沟通，在场地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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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做好信息化支持
由于医院固定资产品种多样、专业性强，部分资

产不容易识别，需要管理的属性又包括品名、规格、

价值、年限、位置、责任人等诸多内容，手工盘点效率

低下且容易出现错漏、内容不全面的情况，因此信息

化支持在常态化盘点中至关重要。信息系统至少要

在两个方面起到支撑作用，一是支持使用 ＲＦＩＤ（无
线射频识别技术）或条形码技术，盘点时逐房间按

次序进行扫码，提高盘点的效率和准确度［７］。二是

盘点报表自动生成。现场扫码完成后，系统应自动

生成资产实盘表；要和财务系统实现对接，自动生成

资产相符、资产盘盈、资产盘亏三张报表及相关查询

报表［８］。

３　效果与讨论

３．１　常态化盘点达到的效果
３．１．１　基本实现账实相符　经过两年的时间，在完
成第一轮常态化盘点之后，河南省肿瘤医院已经理

清了之前由于新楼启用、科室搬迁、管理不规范等历

史原因而带来的固定资产账目问题，摸清了家底，基

本实现科室资产台账清晰，全院固定资产账实相符。

３．１．２　实现固定资产制度、流程的持续改进　河南
省肿瘤医院在常态化盘点中发现入账信息录入不规

范、资产调剂不规范、报废不及时是导致科室资产账

实不符的主要原因。针对这些情况，我院加强了

“资产入门关”、“内部转移关”、“资产报废关”三个

环节的管理，要求：资产验收入库时，要对照合同和

实物，准确记录资产价值、型号规格、使用科室等信

息，尤其是厂家赠送的资产也要登记入账；资产内部

转移时，要求使用科室办理交接手续，资产管理部门

审批，及时在信息系统中调整，杜绝资产的随意变

动；资产报废时，要求使用科室及时申请、办理相关

报批手续，资产管理科室及时组织鉴定并及时回收、

统一保管和处理报废资产。

３．１．３　资产管理意识大大加强　实地盘点过程中，
来自财务部门和资产管理部门组成的盘点小组通过

和使用科室资产责任人、资产管理员密切沟通，传达

资产制度制定方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实现制度由上

及下的推广；同时，通过对资产新购、转移、报废、标

签管理等问题的正确处理方法，资产与科室成本、奖

金的关系，资产丢失、损坏所面临的处罚措施等相关

政策的讲解和引导，逐步培养使用部门、资产管理部

门良好的资产管理习惯，最终形成积极的管理文化，

使各部门从原来的排斥、消极应对，逐渐转变为配

合、主动的参与。

３．２　常态化盘点存在的不足
３．２．１　对资产效能关注不足，盘点内涵有待丰富　
目前常态化盘点的焦点仍是核对账实、摸清家底，对

资产明显闲置和效能明显不足的情况也做了关注，

但是资产的效益实施情况却没有客观全面的评价。

从价值管理的角度来看，资产购买活动只要完成，医

院成本就已产生，如果资产不能给医院带来预期的

经济回报，闲置、毁损和丢失带来的浪费效果等同

的。

３．２．２　信息化工具使用的不够充分，盘点手段有待
优化　常态化盘点工作主要包括盘点、资料整理和
沟通三部分，后者必须由盘点人员来完成，而盘点和

资料整理则可以通过信息化手段来实现，既可以有

效提高效率，又可以降低错误机率。

３．２．３　空间资源没有被重视，盘点范围有待扩大
对医院而言，所有稀缺的都是需要进行管理的，

房屋空间资源无疑也是医院经过经济投入形成的稀

缺资源。虽然房屋建筑物形成的房间几乎不存在盘

盈盘亏的可能，但对寸土寸金的医院而言，让每个房

间充分使用，发挥效能也应该列入管理计划。在盘

点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一方面是住院床位紧张，一

方面不乏部分房间放置杂物或长期空置的现象。基

于这种情况，河南省肿瘤医院自今年下半年开始，启

动了房屋登记和资产管理计划，一方面为院内每个

房间登记编号，明确责任科室和责任人，实现动态管

理；另一方面，将房间内的资产和房间关联，为资产

建立更清晰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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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涉及的部门和岗位多，要做好盘点工作并取得资

产管理水平的持续改进，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好

保障。

第一，组织保障。盘点是实物管理和价值管理

的结合，需要实物管理部门和价值管理部门共同进

行。盘点工作是基于账务的实物核对，因而，盘点工

作建议由财务部门牵头，物资管理部门（包括医疗

装备、后勤保障、信息中心等部门）共同参与［４］。如

果医院成立有资产管理科，则建议由该部门牵头组

织。同时，由于常态化盘点是一项日常性工作，每

周、每月都要开展，经验和配合度会影响盘点的效率

和质量，盘点小组成员一定时期内要保持相对固定。

第二，机制保障。要确保常态化盘点工作切实

起到落实医院管理的作用，就要按照 ＰＤＣＡ循环管
理的要求，建立起有效的反馈和责任机制。

建立常态化反馈改进机制。在医院管理实务

中，造成固定资产账实不符的原因，要么是制度规定

不够细化、职责权限不够明确，要么因为是流程设计

不够顺畅、科学，要么是岗位履职不及时、不正确。

盘点人员要定期总结、深入分析，追溯、跟踪业务流

程，使用“品管圈”、“鱼骨图”等工具，给医院提交资

产管理办法修订建议，这样才能从源头上避免新问

题的出现。

例如，我院发现，部分资产盘盈是因为供应商没

有通过验收环节就直接将资产配送到使用科室，使

用科室因为成本方面的考虑并不及时反馈。根据这

个情况，医院修订了细节规定，要求采供办不直接通

知供应商，而是每天将采供单传递给库房人员，由库

房通知供应商送货并办理验收手续。

又如，我们发现盘盈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基

建工程移交时，将建设期间购买的设备和家具（例

如电梯、空调等）计入“基建工程”原值一并核算，盘

点时就会发现不少“多余出来的资产”。根据这种

情况，我们完善了基建工程决算制度，要求决算移交

之前，由财务部和审计部牵头，基建办、设备科、后勤

科、保卫部等部门共同参与，进行分类资产核实、剥

离，补建资产账，补打资产标签。

建立责任机制［５］。每件资产都需指定责任科

室和责任人，责任科室和责任人对资产的安全完整

负责，同时规定，资产交接先于人事交接，当责任人

更换科室或者退休、调离时，人力资源部需依据资产

小组的签字方能办理人事变动手续，倒逼资产责任

人先完成资产交接。对于由于管理不善等原因出现

的资产盘亏，要建立责任挂钩机制，科室负责人要写

明原因，医院要对相关人员实行责任追究。

２．２　做好盘点规划和盘点前准备
要对盘点周期、顺序、质量有一个整体的规划，

以保障盘点的进度和质量。盘点周期根据资产规模

来确定，最好一轮不要超过２年；盘点顺序可以按照
楼宇空间位置、也可以按照科室类别；盘点质量要求

包括过程严谨、表单完整、处理及时、反馈到位，最大

限度保障资产安全完整。在组织盘点时，要避开临

床医技科室的业务高峰时段，提前与科室约定好盘

点时间，打印好各类资产账面盘点表，通知科室资产

管理员准备好科室台账、相关资料和所有房间钥匙。

２．３　丰富现场盘点的工作内涵
现场盘点是盘点的关键环节，它决定清查小组

能否得到准确的盘点结果，全面发现存在的管理问

题并给出正确的管理建议。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

改变以往资产清查走马观花、勾完交差的做法，从三

个方面完成现场盘点工作。一是要“查清楚”：盘点

小组要对照盘点表逐房间验看实物，核对使用年份、

规格型号，如实登记相符、盘亏、盘盈情况，避免出现

错盘、漏盘，做到资产账实“实质相符”。二是要“问

明白”：就发现的盘盈、盘亏情况要与科室资产管理

员、责任人进行沟通，弄明白每件资产盘盈、盘亏的

原因。三是要“指导到位”：对于因为不及时办理出

入库、转移交接手续等原因形成的盘盈盘亏，要指导

资产管理员补办相关手续，对于标签脱落或漏打标

签的资产要通知相关人员尽快补打、重新粘贴，要及

时解答资产管理员提出的相关问题，并主动介绍资

产管理责任落实的相关政策。

２．４　做好盘后事宜和定期回顾
盘点结束后，盘点小组要及时将盘点结果导入

系统，产出实盘、相符、盘盈、盘亏四张报表，并要求

科室负责人确认签字；根据盘点结果及时更新资产

总账和科室台账，正确计算科室运营成本；就盘点中

发现的资产闲置及使用不饱和的情况及时反馈给资

产管理科室，便于调剂或者多部门共享。

针对盘点情况，盘点小组应定期撰写盘点报告，

提交给医院决策层和相关部门。报告包括需要提交

医院处理的盘盈盘亏汇总结果，也包括根据原因追

溯分析提出的优化流程和分工调整的制度修订建

议［６］。盘点小组还要定期就如何提高盘点效率和

质量组织讨论，使盘点流程和内容逐步标准化、高效

化。我院采取品管圈的方法，使每科室现场盘点时

间由平均１８４分钟降低为１２０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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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开展固定资产常态化盘点的思考
———以河南省肿瘤医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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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固定资产常态化盘点在保障公立医院资产安全完整，发挥资产使用效益和提升医院管理水平方面
有重要的作用。笔者以河南省肿瘤医院的实践为例，阐述了常态化盘点开展的必要性、实施条件、具体做法和所取得

的成效，并讨论和思考了未来改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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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资产常态化盘点是以固定资产账目为依
据，将按月、季、年进行的清查落实到平时，以一种不

间断的、持续改进的方式对全院固定资产进行循环

盘点，核准医院资产家底、及时发现资产管理中的问

题，从而实现账实相符、资产管理不断优化的一种工

作手段。盘点的内容包括医院所拥有或者控制的房

屋及建筑物、专业设备、一般设备以及其他符合《医

院财务制度》定义的所有固定资产。

１　常态化盘点的必要性

　　固定资产在医院资产中占有相当比例，与固定
资产相关的折旧费用和维保费用对医院运营结果也

具有较大的影响，不管是从会计工作的要求，还是从

公立医院资产管理的现状来看，都有必要实施常态

化盘点。

１．１　常态化盘点是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环
节［１］

会计信息的生成包括记账、登账、对账、编制会

计报表这四个步骤。随着会计电算化的实施，“记

账”、“登账”、“编制报表”这三个步骤被迁移到线

上，并且，三个步骤实现自动化一体化，“对账”环节

被跳过，而对账环节是保障核算准确的重要验证。

在ＨＲＰ信息化条件下，大部分记账工作也可随着业
务的发生自动完成。在这种情况下，“账实”核对这

项工作就显得非常的必要，因为常态化盘点作为固

定资产“价值管理”和“实物管理”的连接点，能够依

据价值信息来验证实物信息，从而保证财务报表信

息的正确可靠。

１．２　常态化盘点是保证医院资产管理质量的重要
机制

医院固定资产管理链条长、环节多，涉及的部门

多、岗位多，如果部门间分工不够明确、环节间衔接

不到位、或者某部门、某岗位履职不正确、不及时、不

严谨、不尽责，资产的安全和运行效率就容易出问

题。而对于资产品种众多、资产数量巨大的医院来

说，等问题暴露时，往往损失已经发生［２］。常态化

盘点从结果出发，通过循环的、持续的账实核对工作

和问题追踪、问责机制，在不断的计划、执行、检查、

改进的过程中形成 ＰＤＣＡ管理闭环，促进固定资产
管理水平不断提高，逐渐实现固定资产精细化管

理［３］。

２　常态化盘点的做法

２．１　建立并完善保障措施
开展固定资产的常态化盘点工作量大、任务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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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在我国全国性的伤害死亡报道当中，１９９６年以
前自杀是全人群伤害的第一位死因，交通事故位居

第二。自１９９６年以后，交通事故位居全人群伤害的
第一位死因，自杀位居第二。自２１世纪初起，我国
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均在１０万人以上，每年的直接经
济损失均在３３７亿元以上［５］，张胜年等［６］对上海

市道路交通事故伤害研究中发现仅上海２００２年交
通事故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３亿元。道路交
通事故已成为危害我国公共安全的首要因素［７］。

本研究分析交通事故的直接经济负担及各种单项住

院费用的动态变化规律，以期为卫生决策部门制定

科学合理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交通事故住院人数男女比为１９２∶１，男性是交
通事故的主要受害者，此结果与王卓等人的研究结

果一致［８－９］，男性人群中主要集中于 ２１～５０岁人
群，在此年龄段的社会人群是家庭、社会的主要支撑

人群，承担家庭生活压力，外出劳务频繁。通过相关

性分析发现，交通事故发生例数不随时间的延长而

增加，汽车数量的增加没有导致交通事故数目的上

升，从另一方面说明，交通事故的发生更多的与驾驶

员是否遵守交通规则有关。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道路交通伤害住院费用上升趋
势明显，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道路交通伤害病人日均住院
费用平均增长速度为 １３２４％，在此期间深圳市
ＧＤＰ平均增长率为１１９０％。住院费用平均增长速
度大于ＧＤＰ平均增长速度，说明道路交通事故造成
的直接经济负担逐渐加重。平均住院日与年份呈现

负相关，平均住院日是评价一个医院的效率、效益的

综合指标，它不仅反映医院的医疗质量和技术水平，

更是医院经营管理水平的重要体现［１０－１１］，近几年卫

生部和北京市卫生局提出要科学合理缩短平均住院

日，进而缓解看病难、住院难、看病贵等社会较为突

出的问题［１２］，同时又由于住院人流量增加的缘故，

为了提高病床使用率，全国各地许多医院都在致力

于缩短平均住院日，在探讨如何缩短平均住院日方

面已有许多人做过研究［１２－１３］。人均住院费用与日

均住院费用升高，与年份呈现正相关，此结果与刘磊

等［５］对曾经报道的甘肃省２所综合医院交通事故
患者平均住院费用、日平均住院费用的变化趋势相

一致。根据人均住院费＝日均住院费×平均住院天
数，说明人均住院费的上涨主要来自于增长迅速的

日均住院费用。年份与人均住院费及日均住院费用

均呈正相关，说明交通事故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很

大经济损失［１４］。

医疗经济负担的升高，可能存在以下原因：首

先，在当前体制下，政府没有给予医疗卫生体系充分

的财政拨款，又将医疗服务规定在一个很低的价格

水平。如果没有其他资金来源，医生服务无法得到

足够补偿，医院经营将难以为继，当然也就更谈不

上医疗体系的健康发展。因此，国家允许医院可从

药品销售收入中获得７％ ～１５％的分成，借以补偿
医院和医生收入，其在客观上导致出现了“以药养

医”的现象，“以药养医”通过诱导过度医疗行为，构

成了社会医疗成本上升的原因之一［１５］；其次，随着

社会发展，为了提高医疗质量，医院往往会购进先进

医疗仪器，昂贵的设备间接导致医疗费用上升；另

外，社会物价水平的上升，药品等原材料价格的上升

也会导致医疗费用的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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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住院主要人群以男性为主，年龄集中于

２１～５０岁人群，此年龄段男性住院人数占总数量的
４１０５％，女性住院人数占总数量的１９８３％。当人群
年龄＞６０岁时，男女住院数分别为１６４和１６９人，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２＝８９４５，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交通伤害住院患者不同年龄段分布状况 ｎ（％）

年龄／岁 男 女 总人数

１～１０ １４５（４．２０） ６８（１．９７） ２１３（６．１８）　

１１～２０ ２９６（８．５８） １２０（３．４８） ４１６（１２．０６）

２１～３０ ５０９（１４．７６） ２５１（７．２８） ７６０（２２．０４）

３１～４０ ５２４（１５．１９） ２１８（６．３２） ７４２（２１．５１）

４１～５０ ３８３（１１．１０） ２１５（６．２３） ５９８（１７．３４）

５１～６０ ２４７（７．１６）　 １４０（４．０６） ３８７（１１．２２）

＞６０ １６４（４．７６）　 １６９（４．９０） ３３３（９．６５）　

２．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人均住院费用增长迅速，２０１５
年人均住院费用为５５４４８２０元，是２００６年的３３５
倍。１０年间平均增长速度为１３２３％，日均住院费
用平均增长速度为４９２％。平均住院日呈现下降
趋势，平均下降速度为１５０３％；经多组方差分析发
现，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不同年份平均住院日分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Ｆ＝２４４，Ｐ＜００１），不同年份人均住
院费用与日均住院费用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Ｆ＝１４３０，Ｐ＜００５）。交通事故发生例数与时间
不存在相关性（ｒｓ＝－０３５，Ｐ＝０３２），平均住院日
与人均住院费用呈现负相关（ｒｓ＝－０７５，Ｐ＜
００５），人均住院费用与年份呈现正相关（ｒｓ＝０８８，
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由交通事故引起的住院患者住院日普遍 ＞７
天，住院天数 ＜７天的病例数占２０３３％，患者住院
诊断主要以脑震荡、挫伤、骨折为主。住院天数 ＞７
天病例数占７９６７％，患者住院诊断主要以骨折和
颅脑损伤为主。见表３。

２．４　在本研究中，医疗服务费呈现上升趋势，消除
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后，１０年间平均增长速度为
３５７％；药费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平均增长速度为２４６１％，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平均下
降速度为５２２％。检查费、治疗费、手术费与年份
呈现正相关（Ｐ＜００５），费用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上
升，１０年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１１７１％，５８５％，
１８４３％。见表４。

表２　交通伤害住院患者直接经济负担状况

年份 例数 平均住院日（日）人均住院费（元）日均住院费（元）

２００６ ３４１ ２７．７２ １５９９６．０４ ５７６．９１

２００７ ３３６ ３１．４０ ２３１６０．２９ ７３７．６２

２００８ ３５８ ２４．０４ ２９１６６．１５ １２１３．００

２００９ ３５８ ２３．４９ ２９２６１．６０ １２４５．９３

２０１０ ３５２ ２４．９２ ３９５９１．０２ １５８８．８９

２０１１ ３８２ ２４．４６ ４１２７８．７９ １６８７．５５

２０１２ ３４３ ２３．７７ ４５２９１．９７ １９０５．６９

２０１３ ３６９ ２４．４９ ４７８８３．４７ １９５４．９７

２０１４ ３２４ ２５．２０ ５３５７６．５６ ２１２６．２６

２０１５ ２９３ ２３．６８ ５５４４８．２０ ２３４１．６４

表３　交通伤害住院患者不同严重程度经济负担状况

年份
例数

（住院天数＜７ｄ）

人均住

院费用

例数

（住院天数＞７ｄ）

人均住院

费用

２００６ ７８ ４７６４．２１ ２６３ １９３２７．１５

２００７ ６０ ４８０２．９３ ２７６ ２７１５１．０３

２００８ ７１ ６４３６．７３ ２５８ ２７０９６．１３

２００９ ６５ ８９８２．３５ ２８７ ３３８５４．４６

２０１０ ７１ ６３１３．００ ２５９ ４０１２２．６２

２０１１ ７１ ６７７２．６８ ３１１ ４９１５６．３９

２０１２ ６１ １１７７４．９０ ２５４ ４１７４９．０４

２０１３ ７３ ７９１８．７４ ２９６ ５７７３９．６４

２０１４ ６５ ８２９９．８２ ２３３ ４８０７６．８６

２０１５ ６５ ８９７８．２１ ２２８ ６８６９６．２２

表４　交通伤害住院患者各单项费用状况及趋势 （单位：元）

年份 医疗服务费 药费 检验费 治疗费 手术费 其他费用

２００６ １９９４．３３ ５２５３．８２ ２５３２．８８ ３２４９．２７ ４９４．６０ ３２０８．３７

２００７ ２３１７．４７ ９１５１．９０ ２７０１．４０ ３８２９．５１ １１１０．８７ ４６６８．８８

２００８ １８６５．５６ １１５８３．０９ ２９２７．８２ ３２１２．８０ １６５１．０９ ７７２３．４８

２００９ １７５０．７９ １２１７８．０１ ３０６７．５２ ３８７０．０６ １４４９．０２ ７８０３．３１

２０１０ ２１９７．０６ １５７８５．８０ ３８２０．３７ ３９１４．６１ １５９９．５６ １２５１８．５５

２０１１ １９１３．７０ １３２２６．００ ３８２２．２９ ３７６５．７６ １８１６．０８ １７０９５．０３

２０１２ ２１８７．５５ １３６０９．４２ ４８８０．３４ ４３７１．０８ １９７９．３６ １１３９６．８３

２０１３ ２０５６．６９ １３０７７．１３ ５０５１．８４ ４２２７．７５ １９３７．２８ ４２９１．５１

２０１４ ２４４８．８３ １２０６４．０４ ６３４０．４４ ５００２．４７ ２３１７．２５ ９８０１．８９

２０１５ ２８３２．９８ １２２４１．１３ ７６６０．３２ ５７３９．１１ ２６８５．０７ ５０６６．２０

　注：１）医疗服务费包括床位费和护理费；药费包括中药费、西药费、中成药费和中草药费；检验费包括放射费、化验费、检查费；治疗费包括输
氧费、输血费、诊疗费和麻醉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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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　广东深圳　５１８０２０

交通伤害住院患者直接经济负担研究

林佩珊　陈彩霞　尹劲峰　林素琼　莫彩娥　徐艳艳

　　【摘　要】　目的　了解交通事故直接经济负担情况，为减少交通事故直接经济负担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收集
深圳市某大型三甲医院２００６年１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因道路交通事故住院的３４４９例患者的住院病例，进行回顾性研
究。结果　１０年间道路交通事故住院患者以男性为主，男女住院比例为１９２∶１；年龄段主要集中于２１～５０岁人群。
１０年间住院患者人均住院费用呈现上升趋势，平均增长速度为１３２４％，人均住院日呈现下降趋势，平均下降速度为
１５９％。医疗服务费、检查费、治疗费、手术费呈现上升趋势，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 ３５７％、１１７１％，５８５％，
１８４３％。药费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平均增长速度为２４６１％，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平均下降速度为
５２２％。结论　交通事故所致直接经济负担日益加重主要来源于增长迅速的日均住院费用，高比例药费和快速上升
的手术费是影响直接经济负担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交通事故；直接经济负担；住院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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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交通伤害（ＲｏａｄＴｒａｆｆｉｃＩｎｊｕｒｉｅｓ，ＲＴＩ）是一
项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据统计，全球每年有

１２０多万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其中８５％的死亡和
９０％的致残发生在低、中收入国家。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预测，到２０２０年，道路交通伤害造成的疾病
和伤害负担将由２０００年的第９位上升至第３位［１］。

目前，在我国前１０位寿命损失归因中，道路交通伤
害已经位居第３位［２］，而且道路交通伤害是所有伤

害导致死亡的首要原因，同时也是致残的主要原

因［３］。交通事故严重危害居民的生命安全，不仅给

个人身体造成严重伤害，还增加家庭的经济负担。

在中国，近５年平均每年发生道路交通伤害６０多万
次，死亡人数达１０万人，每年的直接经济损失均在
３３．７亿元以上［４］。为了解深圳市交通事故住院患

者直接经济负担情况和近几年的发展趋势，我们进

行本次研究，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为深圳市某大型三甲医院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５年有完整住院病案记录，并根据ＩＣＤ－１０诊断
标准确诊为交通伤害的所有住院患者的病历。共获

得１０年有效病例３４４９份。
１．２　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建立数据库，对性别和年
龄进行描述性统计，对大于二组的独立正态资料进

行方差分析，若不满足正态分布或方差齐则进行非

参数检验，相关性分析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秩相关分析和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α＝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间因交通事故住院总人数为
３４４９人，其中男性人数为２２６８，女性人数为１１８１，
男女比为１９２∶１。平均年龄为（３６４５±１７５１）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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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的良性运行，需要成熟的价格管理组织提
供保障，形成完善的组织架构［１２］。对医院来说，每

一个价格管理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医院全体人员

的努力和付出。简单来说，医院的价格管理组织体

系由医院领导班子、各部门行政管理人员、各科室主

任和医务人员组成。从全院战略决策上看，医院领

导班子对医院价格管理起主导作用，行政管理人员

参与协调、传达、下发等工作；从科室医疗行为上看，

科室主任是第一责任人；从价格的执行和落实上看，

则是医务人员发挥关键的、直接的作用［１３］。有效的

价格管理组织能够凝聚医院全体人员的向心力，增

强价格管理的执行力。同时，医院的价格管理活动

会对利益相关者产生影响，医院采取何种方法、何种

途径进行价格管理，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与利益相关

者形成机制性互动［１４］。

３．２　制定完善的价格管理流程和方法
　　俗话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因此，医院需
制定各种价格管理流程和方法，使医院全体人员的

价格管理行为“有章可循，有矩可行”，改进医疗服

务价格管理环节，提高医疗服务效率，改善医疗服务

质量。医院的价格管理涉及多个方面，从价格管理

主体看，包括医务人员、收费人员等；从价格管理内

容看，包括收费管理、欠费管理、退费管理等。同时，

医院要根据政策变化，与时俱进更新价格管理制度。

现阶段，医院还面临价格风险的考验，因此，医院应

该在掌握价格管理流程和方法的基础上，学会沟通

和谈判，对医院价格进行风险管理［１５］。

３．３　重视价格管理人员的培训和学习
　　价格管理人员是从事医院价格管理活动的主
体，重视价格管理人员的培训和学习有利于提升其

管理能力。医院应该遵循“引进来，走出去”的原

则，引进先进的价格管理模式和方法，鼓励全体人员

参与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素养和管理水平。

　　医院每投入一份管理资源，会给自身带来两份、
三份或更多的经营效益；价格管理创造巨大的价值，

对“价格管理组织”的大量投入，也将为医院发展带

来了丰厚的回报。新的价格政策给医院价格管理带

来诸多挑战，医院应该高度重视价格管理，才能帮助

医院实现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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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医学论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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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医疗服务价格分别执行政府指导价、市场调

节价”。医疗服务项目既具有商品属性，又具有社

会公益性［２］。但在实际定价过程中，医疗服务定价

政策中只强调对成本的补偿，医院为实现可持续发

展仍需自我保障。价格与价值之间存在缺口没有得

到合理解决，价格严重偏离价值，且调价严重滞后。

１．４　医院价格管理难度大，出错概率高
　　医院价格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医
疗、护理、系统、药材科、设备科及各个临床科室，具

有如下特点：一是项目繁多。各级医院价格信息系

统中包括医疗服务项目、药品和耗材三个子系统，医

疗服务项目子系统中有５０００～９０００余项，药品子
系统中有２０００余种，耗材子系统中有５０００余种。
二是结构多变。不同病人由不同医生诊治，具有不

同诊疗法项目组合。三是服务对象多变。三甲医院

收治病人的对象有国内外、本地医保、公医、自费、新

农合、各地医保等，不同服务对象，服务需求及相关

支付政策不同。四是数据信息量大，出错概率大。

三级医院信息系统中有数十个与价格相关的系统同

时运行，日均产生２０余万条价格信息，涉及所有医
务人员，涉及医务、护理等多个部门，出错机率较大。

五是医院价格管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缺乏系统专

业的培训与价值认同。

２　医院价格管理面临的政策挑战

　　价格政策的变化，给医院带来很大挑战。取消
药品加成、调整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改革补偿机制等

难题，都是医院面临的政策考验。医院为了更好地

解决政策难题、适应社会发展，需审时度势，认清医

院在价格管理过程中面临的各种考验。

２．１　“三医改革联动”，探索价格形成机制
　　２００９年以来，国家启动了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工作，新医改围绕“医保、医药、医疗”三医联

动，出台各种制度和政策，医院的价格管理必须融入

新医改的大环境。其中，改革药品价格、探索医疗服

务价格形成机制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关键点。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国家发改委等联合下发《关于改革药
品和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意见》（发改价格

〔２００９〕２８４４号）［３］，明确提出降低药品价格，医疗服
务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相结合的管理

方式，尝试探索医疗服务价格的形成机制。《２０１２
版全国医疗价格项目规范》的出台，是价格探索的

初步成果［４］。

２．２　逐步规范价格管理问题，开展价格改革试点工
作

　　２０１２年５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３部门联合发

布《关于规范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及有关问题的通

知》［５］。《通知》提出，全面规范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从严控制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开展公立医院改

革试点的地区，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在不增加群众负

担的前提下，提高诊疗费、手术费、护理费等医疗技

术服务价格，这使医院价格管理问题具有了规范性。

此后，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开展价格改革

试点工作，包括：关于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

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２〕３３号）［６］、关于全面推开县级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５〕３３
号）［７］、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

见（国办发〔２０１５〕３８号）［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９］等。因此，试点

县医院和城市公立医院的价格管理活动需根据政策

进行调整，实行药品零加成制度，合理调整医疗服务

价格。近年来，价格改革试点医院数量逐渐增加，价

格改革内容逐步扩大，价格管理力度进一步增强。

期间，部分省市如重庆、青岛、安徽、甘肃等开始实施

新的医药价格政策，实行药品零加成制度，积极探索

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改革调整方法并付诸实践。

２．３　建立新的价格形成机制，理顺医疗服务比价关
系

　　现阶段，公立医院的补偿来源为政府补助和医
疗服务收入。在政府补偿不到位的情况下，大部分

医院只能依靠收入平移、“腾笼换鸟”来实现医院发

展。２０１６年３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医
药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６〕１１
号）［１０］。《意见》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医疗服务价

格改革，建立以成本和收入结构变化为基础的价格

动态调整机制，逐步理顺医疗服务比价关系。２０１６
年７月，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又联合印发《关于推
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１６〕１４３１号）［１１］。《通知》提出，我国将按照“总
量控制、结构调整、有升有降、逐步到位”的要求，全

面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力争到２０２０年基本理顺
医疗服务比价关系。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迈入攻坚阶

段，２０１６年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关键之年。医院
的价格管理活动与政策变化息息相关，建立新的价

格形成机制，理顺医疗服务比价关系已成为当前工

作的重点。

３　医院价格管理的工作策略

　　新的价格政策给医院发展带来诸多考验，医院
应该全方位审视政策环境，探索价格管理的方法，采

取合适的工作策略。

３．１　建立健全医院价格管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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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年，国家启动了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伴随着新医药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改革的思

路更加清晰。改革聚焦于价格与支付制度，医药价

格形成机制成为改革的关键任务；取消药品加成，调

整医疗服务项目价格为改革的重点；建立基于成本

与收入结构变化的价格动态调整机制，理顺医疗服

务比价关系为改革的目标。本文通过梳理新医改制

度实施以来医药价格政策的变化，总结我国医药价

格的特点，分析医院价格管理面临的政策挑战，为医

院开展价格管理提供策略支持。

１　医药价格特点

２１世纪以来，“看病难、看病贵”成为政府、社
会、民众关注的热点。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政府部门

积极进行医药费用控制及药品价格管理调控，先后

推行多项改革措施。根据政策变化及影响，大致可

将医药价格特点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１　医疗、医保、医药价格管理分属不同部门，运行
效率不高

　　我国的医药卫生管理体制设计不同于其他国
家，医疗服务项目、医疗保险、药品与耗材管理分属

卫生、人社、发改委等主要行政部门。为了解决“看

病贵”、医改效果不尽人意等问题，提高现行体制的

运行效率，政府设计了“三医改革联动”的改革机

制，各部门、各省市先后出台了多种改革措施。尽管

政策频出，但许多政策很难按照设计者的期望如期

落地，如《２０１２版全国医疗价格项目规范》，要求全
国２０１３年底全部实施，但迄今为止，仅有安徽、青
岛、甘肃等省市开始试点实行，重庆２０１４版医疗价
格项目规范仅实施７天便被叫停。
１．２　医疗服务项目未完全统一，三版并存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医疗服务项目三版并存：即
１９９９版、２００１版和２０１２版。个别省市仍执行的是
１９９９版，绝大部省市使用的是２００１版，安徽、青岛、
甘肃等省市开始试点２０１２版。三版并存现状说明，
原国家计委、卫生部制定了《关于改革医疗服务价

格管理的意见》（计价格〔２０００〕９６２号）［１］，确定中
央管项目、地方订价格的原则未得到有效执行，项目

规范性仍有待提高。

１．３　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价格偏离价值
　　从理论层面看，医疗服务价格的最低界限为医
疗服务成本，体现价值规律的要求，即对成本的有效

补偿。同时，应当考虑供求关系的影响，考虑国家对

医疗卫生机构的补贴水平、群众的经济状况和承受

能力。从政策层面看，国家明确规定，“我国医疗服

务价格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模式，根据不同性

质的医疗机构，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和营利性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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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新视野、新领域；畅通各类人才学历提升绿色通

道，鼓励在职攻读医学类专业硕博学位，提高医院高

学历人才占比；积极支持和推荐各类人才申报从市

省到国家等各层面的学术团体工作，藉此提高医院

的学术地位，扩大医院影响力。通过培训交流、进修

学习、专家指导、学历提升等，进一步提高临床医务

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拓展临床医务人员的学术视

野，以及了解和掌握新技术，开展新项目的能力，带

动和促进相关学科专业的发展。同时创新培训人才

的模式，与各种社会型的培训机构、多家医疗机构、

医学院校及国外同类机构合作进行多样化的培训，

借助多方资源强化医院培训力度和强度［６］，进一步

提高医院竞争力。

２．５　优化完善适于人才成长的绩效考核体系
薪酬是对职工工作付出给予的报酬，薪酬不仅

体现劳动所得，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职工的自身

的价值，医院对职工工作的认同以及职工个人的能

力和发展前景。调查显示，职工绩效薪酬的高低直

接影响其幸福指数，医院要制定一套既能体现岗位

风险、技术水平，又能反映工作实绩的绩效考核体

系，建立合理的绩效薪酬制度［７］。作为激励职工的

重要手段和方式，科学化的薪酬体系应兼具内部公

平性和外部竞争性，这对实现职工的有效吸引、激励

及留住人才将起到积极作用。为促进人才有效成

长，对在医疗、科研、学科建设等方面有突出贡献的

人才，应给予重大奖励，积极引导职工专注技术能力

提升，致力于学科建设发展。同时医院应根据岗位

特点、技术水平、科研水平等对各岗位进行量化评

价。建立以岗位和绩效为核心的人力资源管理制

度，积极探索体现技术含量、责任风险、难易程度等

要素的临床医师技术等级评价制度［８］，有效区分职

能管理部门、临床科室、医技科室薪酬分配差异，使

得贡献大、业绩优的人员价值得到充分体现。促进

人才科学成长。

现阶段医院的人才建设越来越决定着医院技术

发展的高、精、尖程度，直接关系到医院的品牌影响

力和社会知名度。正确认识人才对专科医院发展的

重要性，客观权衡医院学科发展的优势和劣势，不断

深化人才建设，有利于推进妇幼专科医院内涵建设

向纵深发展，进一步增强医院的社会竞争力。通过

人才强院，为医院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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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医改·新人文·新发展，中国医院人文建设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第三届正心正举·医学人文素养国际峰会隆重举办

　　（本刊讯）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３日９时许，“新医改、新人文、新发展，中国医院人文建设的新机遇和新挑战———第
三届正心正举·医学人文素养国际峰会”在美丽的海滨城市湛江拉开了其盛大的帷幕。此次国际峰会有近３００
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医院院长等领导班子成员参加，国家卫计委人才交流中心领导、广东卫计委领导、广东医科

大学领导、湛江市领导均莅临参加，原国家卫生部副部长、中国医师协会创始会长殷大奎、原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社长袁钟等国内知名专家以及来自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卫生中心的专家顾问将围绕中国医学人文建设与发展进

行对话和讨论。第三届正心正举医学人文素养国际峰会内容设置精彩纷呈、看点多多，涉及到＂中外专家同台论
道、人文思想创新思辨、医学名家观点争锋、医院院长智慧碰撞、人文智库权威解读、湛江模式深度探讨、医学人文

品牌展示＂等诸多内容和环节，来自北京正心正举应用科学研究院的陈剑峰院长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人文医院
正思录》演讲，陈院长从当代医院在人文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出发，深刻剖析现代医院与人文建设的密切关系，

提出＂医院的核心竞争力是人文素养＂等新颖观点。来自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卫生中心的主任为大家讲述了《意
大利医学人文素养及管理》的精彩内容，与会院长对国外医学人文建设的成功案例赞叹不已。国际对话《中外医

院人文建设现状及发展趋势》、专题论坛《新医改的医学人文导向与医院人文建设新路径》等名家论坛又为大家带

来生动的精彩内容，与会者纷纷参与互动，共同探讨中国医院、国外医院在医学人文领域建设的挫折和经验。

中国医学人文年度盛典，健康中国医院发展航标！为期两天的第三届正心正举医学人文素养国际峰会在大

家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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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梯队与结构的不合理，造成专业技术人员的引进

和使用难以适应医院业务量的增长。人员不精、不

足已成为影响医院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１．４　缺乏科学有效的人才评价与激励机制
人才建设虽然很重要，但很多妇幼专科医院没

有将人才建设放到医院发展的重要位置上，重临床

效益，轻人才培养的情况依然存在，尤其是轻人才的

激励与效用评价。如评价与激励机制在人才的绩效

考核、成长空间、待遇，服务与保障等方面不健全、不

完善、不科学和不到位，致使个人的付出与所得不对

等，发展前景与职业规划不匹配，人才的能力未得到

充分发挥，价值未得到充分体现，造成人才引的进来

却难以留住。人才流失耗费了医院的人力、财力和

物力，导致医院的人才建设产生很多无用功，严重制

约了医院的可持续发展。

１．５　缺乏适合人才成长、进步的平台
医院每年引进的人才，专业层次不同，技术能力

不同，在经过短暂的岗前培训进入临床后，医院没有

及时跟进针对各类人才建立不同专业、不同类别和

不同层级的胜任力模型，缺少相应的跟踪和评价；同

时没有为人才成长搭建服务平台，人才的院内相互学

习和院际之间的互动交流频次较低，难以拓展学术视

野，提高技术能力，限制了人才成长进步的空间。

２　人才建设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２．１　以学科建设为引导，明确人才建设目标
一个优秀的人才，可以带动一个学科，创立一个

品牌；一群优秀的人才，可以带动整个医院，开创宏

伟的事业，因此，抓住了人才，就抓住了医院跨越式

发展的命脉［２］。可以说人才是医院发展的第一资

源，妇幼专科医院在学科建设上以妇女儿童医疗保

健为特色，医院的人才建设应紧密结合医院学科发

展规划和学科建设目标，有的放矢制定好医院的人

才发展规划，全面提高医务人员的整体素质。重点

在人才的引进、培养，学科团队建设及老中青人才梯

队配置等方面出台人才引进、选拔与培养办法，建立

人才成长激励机制，如学历提升奖励办法、学术科研

奖励办法等，切实提高人才待遇水平。建立高端人

才柔性引进机制，使其不为我有，但为我用，以此帮

助医院提升学科建设水平，实现人才与学科之间的

相长融合。通过努力构建医疗、护理、行政后勤三大

层次人员的系列培养方案，在各自层面上形成领军

人才、学科带头人才、重点人才、青年骨干人才、基础

后备人才相互衔接、交叉融合、互为支撑的良好局

面。

２．２　营造适合人才成长的医院人文环境

人才的发展离不开医院的人文环境，营造良好

的医院文化是吸引人才的根本保障。医院应高度重

视人文环境的塑造，努力为人才的引进、成长及进步

创造和谐、有利的工作环境（医院及科室的医疗、科

研硬件水平等）和生活环境（医院提供的住宿条件、

和谐的人际关系、福利待遇保障等），使人才能够快

速地适应医院，融入医院，积极主动地发挥自身的能

动性，为医院发展做出贡献。坚持“尊重人、理解

人、关心人”的原则，注重发挥人的潜能，调动人的

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人

价值的统一［３］。医院应及时了解每个人才成长的

个人需求、职业发展愿景，做好职业生涯规划管理，

并结合科室发展实际为各类人才成长提供更多的发

展空间，做到人适其岗、岗尽其才。积极传承和培树

健康向上的医院文化，引导职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拥有良好的工作心态和进取精神，通过公平竞争在

岗位上实现自我价值。

２．３　搭建适合人才成长的多体系学科平台
坚持分层次、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加强科研

经费投入，搭建适合人才成长的科研教学平台。大

力发展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的学科建设项目，以

优势项目为平台，引进培养科研型人才、高层次人才

及紧缺型人才，形成优势项目带动人才引进培养，人

才引进培养与项目发展齐头并进的态势［４］。建立

院内中心实验室，支撑科研发展；结合省市医学重点

专科、妇幼重点专科建设标准，积极开展重点专科的

建设与申报工作，通过学科建设带动人才培养提档

升级。设立继续教育基地、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

地等，不断优化人才培养的基础服务能力；利用专科

优势，在本地区建立妇科、产科、新生儿科等多专科、

多类别的高危疾病应急救治中心，搭建多学科的合

作平台，打破专业与专科的单一性，促进多专业、多

学科相互协作，有利于提高医院的整体实力和竞争

力。通过优势专科支撑中心建设，搭建人才集聚的

平台，为人才的培养与成长奠定良好基础，对工作开

展，培养好下一代高技术人才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

２．４　加强人才引进，健全多形式的人才成长通道
建立健全人才津贴管理，深化人才培养通道建

设。在学科人才培养中，加强人才队伍的对外交流，

能带动一批学科的快速发展，提升科技人员的研究

能力［５］。鼓励临床一线人员参加各类学术会议、技

术培训、专题讲座及继续教育学习班等；邀请知名专

家来院坐诊、讲学、开展教学查房、疑难病例讨论，指

导新技术、新项目开展；有计划地选派业务骨干外出

进修学习、进行学术交流或出国研修深造，开拓新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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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　庄 ：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镇江市妇幼保健院　江苏镇江　

２１２００１

妇幼专科医院人才建设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尹　庄

　　【摘　要】　随着国家人口政策的战略转型和人们对医疗保健服务需求的不断提高，妇幼专科医院迎来了新的
发展机遇。但当前妇幼专科医院发展却面临着人才支撑力不足的现实挑战，人才建设上的问题与矛盾已严重制约了

妇幼专科医院的健康发展。笔者从医院工作的实际出发，认真剖析了妇幼专科医院人才建设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及

影响因素，并针对问题提出了做好人才工作的方法、路径，以期为大家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　妇幼；专科医院；人才；问题；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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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幼专科医院相对综合性医院而言，科室设置
单一，专科性能力较强，但医疗的综合性服务能力较

弱，服务范围具有明显的条块化。随着医疗改革的

深入推进，医疗服务市场竞争激烈，妇幼专科医院只

做好基本公卫服务，提供基本妇幼医疗保障已远不

能满足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也难以适应医院自身

发展的需要。立足医院专科性质，筑牢人才建设根

基，提高专业技术能力，做好专科业务发展，是妇幼

专科医院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妇幼专科医院面

临着卫生人力资源不足，人才建设乏力，高端人才匮

乏的尴尬局面，已成为制约医院发展的瓶颈问题。

１　妇幼专科医院人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１．１　缺乏科学合理的人才发展规划
妇幼专科医院主要是围绕基本公卫和临床服务

来开展工作。由于医疗任务繁重，医院往往侧重关

注临床工作，强调人才的使用、实用，而对人才培养

开发重视不够［１］。尤其是在高端人才的引进，青年

人才的培养，老中青人才梯队的搭建和专业型人才

团队的培育等方面缺少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发展规

划。虽然一些医院在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上制定了方

案、采取了措施，但这些方案措施多具有碎片化倾

向，难以相互衔接，有效呼应，更难以形成科学的人

才培养体系，不利于人才的成长。

１．２　缺乏高层次学科带头人引领科室发展
目前妇幼专科医院面临来自综合性医院的市场

挤压，医院亟需通过立足专科特色，树专科品牌来赢

得群众认可。但实际上很多妇幼专科医院高素质医

疗专业技术人才不多，高层次学科带头人严重短缺，

难以通过技术引领和专家效应形成专科品牌来有效

吸引病人，这直接影响到医院的学科建设、专科发展

和社会知名度。同时高层次人才的缺乏也制约了医

院的医疗、教学、科研等工作的开展，对医院的健康、

可持续发展造成一定困扰。

１．３　缺乏有效的专业技术人员支撑医院业务发展
随着人们对医疗保健服务需求的不断增强，妇

幼专科医院业务量逐年递增、床位规模有所拓展，医

院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在专业技术人员的引进

和使用上，受到编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等因素影

响，能够投入到临床使用的低年资医生不足，医院人

才呈现高端人才与低年资人才偏少，而高年资中级

职称人才较多的“纺锤形”结构，两者严重失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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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输注的血制品，但是在临床输血过程中常常出

现逾期输血的问题，导致了输血无法实现预期效果

的情况。对患者进行连续输血时，在更换血袋前没

有采用生理盐水进行输血管路冲净处理，另外患者

在输入多带不同血制品时，有５７０％的护理人员对
输血先后顺序模糊不清，并在实际临床操作中出现

顺序颠倒情况［６］。在急危重症患者抢救中，急需输

血治疗时，如果没有恒温监控的条件作为支持，将会

直接对血液的使用质量造成影响，部分血液还出现

无法使用的情况［７－８］。血液输注的时候，护理人员

一般都是遵循先慢后快的原则，并没有根据血液的

具体品种来对输血的速度进行控制，所以造成血液

质量的潜在威胁或者输血无效问题［９］。对于输血

过程中出现不良反应时如何判断、处理还存在严重

不足。

３．１．３　血袋保留不善　护理人员在执行输血操作
后，并未回收好输血袋，按照规定输血袋需要送至输

血科，但是部分护理人员将血袋直接扔进了垃圾桶

中或者遗留至病房中，对于发生的输血异常问题，无

法进行有效举证［１０］。

３．２　输血护理的全过程监管理
３．２．１　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以《临床输血技术规
范》中的法律作为护理工作执行的参考依据，并根

据以往输血工作中发生的问题完善输血护理工作。

医院成立输血安全管理委员会，制定输血科管理制

度、工作岗位职责，切实落实好输血科安全用血的监

督管理工作。制定合理、科学的操作程序及输血流

程，对于需要输血的患者进行采集血标本 －送血标
本－取血均应有专人负责。
３．２．２　严格执行查对制度　输血护士应严格查对
患者信息，详细了解患者过敏史、家族史。必要时遵

医嘱执行抗过敏药物，经双人核查输血医嘱无误后，

由专人负责到输血科进行取血，凭取输血申请单与

血库人员进行核对配血申请单和血袋的各项信息，

无误后双方签名确认。输血前，再由两名护士进行

血袋上的各项信息和患者配血单是否有误，确认无

误后方可输注。

３．２．３　强化输血护理全员培训考核　培训内容：血
液管理的法律法规、医学知识、输血技术规范。重点

考核内容：对临床输血护理人员的工作考核以动手

操作技能为主，具体内容涉及到血液的保存方法、输

血适应症、输血注意事项、输血不良反应预防以及处

理等。另外，为了调动护理人员学习的积极性，需要

将培训考核纳入护理常年继续教育中。

３．２．４　输血护理全程重点环节监控　对患者进行
临床输血工作中，护理工作是重要的环节，将直接影

响到患者的生命安全质量，所以必须按照相关规定

严格执行临床护理工作制度和技术操作规程，强化

对输血整个过程的监督与管理工作。从输血前监控

内容来看，要求输血护理人员在医师下达指令时能

够及时执行输血医嘱，患者个人信息以及血液信息

进行逐项核查。输血操作中，根据血液情况进行血

袋的适时摇动，以保证血液的输注速度。输血时，根

据患者的血型以及患者的个人基本信息（年龄、性

别、病情发展等）来进行血液输注速度的调整。输

血过程中，护理人员要一直关注患者的反应情况，对

于发生输血不良反应的患者要及时告知主治医师，

并完善文字记录。临床输血完毕后，护理人员要将

已经使用完毕的血袋装入清洁袋中，将输血过程中

患者的不良反应报告单共同送到输血科，最后做好

临床输血整个工作结束后的核收、登记、签名工作，

并整理成文字记录进行归档保存。

输血问题直接影响到患者的生命安全质量，所

以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强化临床输血护理工作的

全过程监管，优先需要做到的是对输血护理参与人

员的教育和培训工作。结合本研究内容来看，对输

血护理人员执行输血全过程的监管培训教育工作，

更好地提高了护理人员的输血知识掌握情况以及执

行的合格率情况。另外，输血培训教育工作的开展，

强化了输血护理人员自身的责任心意识，并将护理

工作从被动实施转变为主动参与，为输血工作的安

全性起到了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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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培训前输血护理人员问

卷平均正确率为６１７６％，培训后输血护理人员问

卷平均正确率为９３７７％。比较培训前后两组问卷

调查的平均合格率，经统计学分析，２＝１０６２，Ｐ＜
０００５，有显著性差异。结果见表１、表２。

表１　护理人员输血知识调查问卷结果 ［（ｎ＝１００），％］

题号 题目 培训前正确率 培训后正确率

１ 一位采血人员是否可以同时采集两位以上患者用于交叉配血的标本 ７３．０ １００

２ 实习护士可以去输血科取血吗？ ６０．０ ９８．０

３ 三查十一对是什么？ ４５．０ ９５．０

４ 血液拿回科室要在多久输注？１袋红细胞常温下输注时限？ ４８．０ ９０．３

５ 临床科室取回的血液是否可以自行储备？ ８１．０ ９６．０

６ 血液输注时是否可以加入其它药物？ ６５．０ ９７．０

７ 输血后血袋至少存放时间？ ７５．０ ９２．０

８ 输血不良反应最常发生时间？ ４９．０ ９０．０

９ 输血速度的要求？ ８３．０ ９４．０

１０ 红细胞保存温度？ ５０．０ ９５．０

１１ 血小板保存温度？ ４０．０ ８９．０

１２ 冷沉淀、机采血小板的输注速度？ ４７．０ ９０．０

１３ 连续输血时需要更换输血器的时间？ ８３．０ ９６．０

１４ 是否可以混用输血器和输液器？ ９３．０ １００．０

１５ 输血前是否有两名医护人员核对交叉配血报告单及血袋标签各项内容，检查

血袋有无破损、渗漏、血液颜色是否正常？

９０．０ ９９．０

１６ 血小板输注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５６．０ ９４．０

１７ 冷沉淀输注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３９．０ ９３．０

１８ 血浆输注时的注意事项？ ６０．０ ９５．０

１９ 常温下血液的保存时限？ ４６．０ ９０．０

２０ 血液可以自行加温吗？ ５６．０ ９５．０

２１ 血液发出后是否可退回？ ９５．０ １００．０

２２ ＤＩＣ患者同时输注血小板、冷沉淀、红细胞时怎样排序？ ４３．０ ９０．０

２３ 病人有输血反应时，应该如何处理？ ５８．０ ８９．０

２４ 如何判断病人已发生急性溶血性输血反应？ ６０．０ ９２．０

２５ 大量输血的病人易出现哪些反应？ ４９．０ ８５．０

表２　培训前后平均合格率比较 （ｎ，％）

培训 平均合格人数 平均不合格人数 合计 平均合格率

培训前 ６２ ３８ １００ ６１．７６

培训后 ９４ ６ １００ ９３．７７

合计 １５６ ４４ ２００ ７８．００

　注：２＝１０．６２，Ｐ＜０．００５

３　讨论
　　输血是临床护理工作中较常用的一项技术操
作，临床护士在实施护理输血技术操作过程中随意

性、盲目性操作的现象普遍存在。通过系统的输血

知识培训，可规范临床输血操作流程，提高临床护士

对输血相关知识掌握程度，提高了临床输血的安全

性，对输血护理各环节进行了全过程质量管理，减少

了输血差错发生率，减少风险事件的发生。风险事

件主要可分为输血不良反应、输血相关疾病、临床输

血误差等。

３．１　培训前输血护理的薄弱环节
３．１．１　取血阶段的问题　在进行临床输血时，取血
时没有使用专用取血箱，并且不明确具体“三查十

一对”的内容。从输血科取回血制品后，不清楚必

须３０ｍｉｎ内输注，且一袋红细胞悬液必须４ｈ内输
完。如果血制品并不是立即给患者使用，此时的护

理人员不知道将其放于何处，部分人员知道将血制

品放入冰箱，但具体保存温度不清楚［４］。并且对取

回的血制品没有及时做好记录校对，最终造成了核

对漏项的问题［５］，给输血安全带来隐患。

３．１．２　输血时的问题　对于临床输血过程中，护理
人员的操作不当也会引起输血安全隐患。护理人员

执行输血操作时，没有对血袋进行摇匀处理，造成血

液速度减慢、停止的情况，需要在３０ｍｉｎ内对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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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人员输血知识培训效果的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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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通过对护理人员输血知识培训效果的调查分析，加强临床输血护理全程监控，确保患者输血
过程护理安全规范。方法　选取我院自愿参与全过程输血监控管理的１００名护理人员进行输血知识培训，对培训前
后均实施相同的输血护理知识问卷调查。结果　培训前输血护理人员问卷平均正确率为６１．７６％，培训后输血护理
人员问卷平均正确率为９３．７７％，培训前后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５）。结论　通过对护理人员输血知
识的培训，不仅提高护理人员的专业知识技能，还可以保证患者输血过程护理安全规范，减少医疗护理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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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血操作是在综合患者病情的实际需求上，为
患者所进行血液输入的全过程［１］。安全输血不但

能够实现预期应用的效果，还能够避免输血不当造

成的不良反应，所以进行输血护理是保证血液从献

血人员到受血人员整个过程的关键环节之一［２］。

如何保证临床输血的全过程安全，降低患者由于输

血问题带来的不良反应，如何做好输血护理的全过

程监控及管理工作，是目前护理中的一项重要研究。

本文对输血护理人员进行输血护理知识的问卷调

查，对比实施全过程监督与管理前后调查问卷正确

率差异，总结输血护理全过程中的问题，提出全过程

监管措施。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基本资料
选取我院自愿参与输血知识培训的１００名护理

人员为研究对象，均为女性，分别来自肿瘤科、神经

外科、ＩＣＵ、心外科、儿科，工作３年以上，护师职称，
年龄在２２～３０岁之间，平均年龄（２３５±１５）岁。

１．２　方法
　　对１００名输血护理人员实施输血护理工作中的
全过程监管培训。采用集中授课的培训方法，根据

培训人数准备相应数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

法》、《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试行）》、《临床

输血技术规范》等输血相关法律法规以解读学习。

另外，聘请输血科专家、护理部专家、医政管理专家

针对本次培训编印相关教学材料，并进行１８学时的
授课。授课过程中选用处理输血相关疾病经验丰

富、带教能力强的护理老师带帮教。培训前后对输

血护理人员掌握的输血护理知识进行调查问卷，问

卷内容包含标本采集运送、血液领取、血液输注、全

过程护理、不良反应护理等总计２５个问题［３］。采用

现场问卷的调查形式，问卷总计１００份，全部回收，
回收率１００％。对比实施输血护理全过程监管培训
前后的调查问卷结果。

１．３　统计学方法
　　使用统计学软件ＳＰＳＳ１９０对１００名输血护理

人员的相关知识调查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２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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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多学科多领域引进人才，做大做强综合学科
医院发展需要有足够的门诊量和住院病人作为

支撑，而传染病专科医院病源单一，而且还受传染病

流行趋势的影响，病源无法得到保障，直接限制了传

染病专科医院的发展。

传染病专科医院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不能把

眼光只放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而忽略外面更

广阔的发展空间，传染病专科医院要走“小专科、大

综合”的发展之路。发展新的学科、开展综合医疗

业务便成了当务之急，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加快引

进综合学科的医疗人才，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小

专科”的发展需要综合学科的支撑；综合学科发展

了，会进一步保障和促进“小专科”的提高。最终，

通过人才引进来促进传染病专科医院各项事业发

展，实现传染病专科医院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３．３　相对于人才引进的数量，更应重视人才引进的
质量

人才引进的数量变化只是量变的过程，人才引

进的质量才能给医院的发展带来质的改变。专科医

院不能只片面地强调人才引进的数量，而忽略了人

才引进的质量。一味地“重”数量“轻”质量，只会导

致引进的人才脱离医院发展的实际，既造成人才引

进经费的浪费，也不利于医院业务的开展。引进的

人才也只能人浮于事，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上级主管部门对下属医院事业编制的引人计划

一般都有严格的指标控制，传染病专科医院应该做

到有的放矢，严把“进人关”，绝不浪费宝贵的编制

计划，将有限的编制计划用在“不可多得”的高质量

人才身上。不引进学历低、能力一般的人才，唯独

“钟爱”于高学历高能力并能“即插即用”的高质量

实用型人才。

３．４　用学科建设规划人才引进，以人才引进促进学
科建设

专科医院要加大引进、培养高端医疗专业人才

力度，以人才建设推进专科医院发展。实践证明，一

个新型的医疗专业人才的出现，往往能带动一个科

室、一个专业、乃至整个专业团队发展［６］。

学科建设与人才引进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传

染病专科医院在制定人才引进计划时，应与医院的

学科建设相结合，有针对性地引进学科建设所需要

的人才。在综合学科的人才引进后，传染病专科医

院应尽快着手该学科的创建与扩大，优先配备学科

建设所需的人力、设备、资金等各方面的资源，让引

进的人才有施展才华的空间与舞台。结构合理的学

术队伍是重点学科建设的关键，优秀的学科带头人

是重点学科建设的领头羊［７］。在带动学科建设的

同时，培养和储备一批人才梯队，使医院的人才队伍

建设与学科建设形成良性循环，为传染病专科医院

可持续发展储备人才、留足发展后劲。

３．５　完善人才扶持等配套政策，为人尽其用创造有
利条件

引进人才对于传染病专科医院的发展固然重

要，留住人才同样重要。优厚的人才扶持政策既是

吸引人才的利器，同时也是留住人才的筹码。传染

病专科医院与综合医院相比，在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方面的劣势明显，唯有依靠优厚的人才扶持政策才

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传染病专科医院在制定人

才引进政策的同时，应完善人才扶持政策。在为人

才搭建优越发展平台的同时，尽力解除他们的后顾

之忧，为人才能够尽心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医院可

以在职务晋升、职称评聘、工资福利、科研工作、进修

深造、出国交流等方面向人才大力倾斜；从物质、精

神、工作、学习、生活等多方面切实关心人才的需要，

尽力解决他们的当下困难。

人才引进是医院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

内容。通过有效的人才引进，带动医院的学科发展，

从而最终提高医院的综合实力［８］。人才引进为传

染病专科医院获得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在

加大人才引进的同时，传染病专科医院要定位正确，

引进与培养并重；完善人才管理机制，创造良好内部

环境，采取有效的激励机制；同时要立足学科建设，

以学科建设带动人才培养，以人才培养带动学科建

设［９］；更应完善各项人才政策，创造各种条件留住

人才，使用人才，使人才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为

传染病专科医院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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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政策成功与否的关键要素。医院在加大人才引进

力度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引进人才的质量，通过遴

选、推荐、笔试、面试、实际操作考试、考察等方式层

层筛选，严把“进人关”。截止到目前，医院共引进

硕士学位以上或副高职称以上人才１５９人，这批人
才具有学历高、职称高、工作能力或科研能力高的

“三高”特点。优秀人才的加入在短时间内快速地

提升了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和科研能力，扩大了医

院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为医院带来了源

源不断的病源，创造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高质量的人才引进促进了医院全方位的快速发展。

２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人才引进的成效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在全国传染病专科医院普

遍面临困境形势下，之所以能率先闯出一条以专科

为特色、综合学科协调发展的成功之路，靠的就是以

“人才引进”为突破口，加快推进了医院的转型升

级，抢抓了医院发展的机遇。

２．１　人才结构趋于合理，人才梯队逐步健全
人才队伍总量不足，学历和职称普遍偏低、结构

不合理，整体素质较低，是专科医院发展中的主要矛

盾，制约了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提高，与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专业服务需求不相适应［５］。医院领导对医

院发展面临的困境具有清醒的认识，从医院发展战

略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将人才引进作为医院转型升

级的第一要务。

通过合理的人才引进政策和常抓不懈的努力，

医院人才引进工作取得了喜人的成绩。截止２０１５
年底，医院共拥有管理、专技及工勤人员１２０１人，其
中高级专家２２３人，各级学术团体主委、副主委４０
余人，博士、硕士生导师 ２１人，硕士、博士 １５６人。
硕士以上人员占比已经从２００２年的０９８％上升到
２０１５年的 １２９９％，副高以上职称人员占比也从
２００２年的１２５％上升到２０１５年的１８５７％。人才
储备充足，技术力量雄厚。医院已基本形成了高中

初职称、老中青年龄、医护技之比等结构均衡发展，

学历层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高的人才梯队新格局。

２．２　专科继续做大做强，综合学科协调发展
医院在全国最早提出并成功实践“以专科为重

点、综合学科协调发展”的专科医院建设创新理论，

在提升专科品牌形象的同时，大力发展综合学科，成

为一所学科门类齐全、技术力量雄厚的综合性医院，

一跃成为全国同级同类医院排头兵。

目前，医院现有４３个临床医技科室，各类综合
科室齐全，拥有肝病科、消化内科、重症医学科等１９
个省市级重点专科，疑难重症肝病的诊疗，非典、甲

流等突发性感染性疾病的医疗救治，心脏手术，消化

内镜系列诊疗法，前列腺电气化等医疗技术已经处

于全国及江苏省先进水平。骨科、普外科、泌尿外

科、呼吸内科、内分泌科、影像科等综合学科在引进

的学科带头人带领下，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综合

科室的业务量及业务收入已经占据了医院总的业务

量和业务收入的大半壁江山，综合科室已经成为推

动医院继续发展的主要动力。

２．３　经济效益逐年攀升，社会效益同筑佳绩
２００２年以前，医院收治的急诊、门诊病人数一

直低于１０万人次。但自２００２年后，随着医院加大
人才引进的力度，医院综合学科人才梯队的建设，医

院综合诊疗能力的提高，收治的急诊、门诊人数激

增。年收治病人数从１９９０年的５万余人次提高到
２０１５年的６０余万人次，业务收入２０年间也增长了
近２０倍，医院实现了飞跃式的发展。医院的各项经
济效益指标逐年攀升，每年均名列南通市市属医院

的前列，在江苏省同等医院中也属于佼佼者。通过

多年的努力与发展，医院于２００９年被江苏省卫生厅
命名为三级甲等传染病专科医院，医院发展迈上了

新台阶。

医院在取得经济效益跨越式发展的同时，社会

效益也迎来了丰收。医院先后获得“全国文明单

位”、“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十佳单位”、“全国先

进基层党组织”、“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卫生

系统先进集体”等多项国家级荣誉。

３　传染病专科医院人才引进的体会

３．１　尽早启动人才引进政策，抢占人才与技术的高
地

传染病医院尽早启动人才引进政策，在竞争激

烈的医疗人才市场中更容易引进到适合医院发展的

优秀人才，有利于在抢占技术高地和抢夺医疗资源

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医疗市场环境瞬息万变，医院发展机遇稍纵即

逝。而人才引进本身具有周期长、收效滞后的特性，

同时还伴随着人才流失的风险。传染病专科医院在

业务量、技术水平、科研能力、综合实力等诸多方面

毫无优势的形势下，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医疗环境中

得以生存并谋求发展，在有限的医疗市场份额中分

一杯羹，必须勇于直面挑战，迎难而上，瞄准时机，抢

抓机遇，尽早启动人才引进政策，尽快提高专科医院

的核心竞争力。通过人才引进，尽快带动传染病专

科医院的业务量、技术水平、科研能力、综合实力的

全面提高，带动医院全面发展，使传染病专科医院实

现成功转型并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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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专科医院人才引进的实践与体会
———以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为例

王志敏　杨　涛

　　【摘　要】　笔者结合传染病专科医院人才工作实际，从人才引进的角度，阐述了传染病专科医院人才引进工作
的具体做法与实施成效，分析了人才引进对传染病专科医院的积极影响，并结合工作实践谈了传染病专科医院做好

人才引进工作的几点体会。

　　【关键词】　传染病医院；转型发展；人才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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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传染病专科医院的业务限制，专业技术人
员的专业领域主要是内科和传染科，知识结构单一，

医疗人才的技术水平提高较慢。而且传染病专业风

险高、压力大、待遇低，一方面导致高层次人才引进

困难，另一方面导致现有人才出现流失，严重影响了

传染病医院的发展［１］。人才已经成为竞争中取胜

的第一要素，争取并合理使用人才是医院实施人才

战略的当务之急［２］。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始建于１９６２年，原为南通
市传染病防治院。医院在全国传染病专科医院发展

普遍面临困境的形势下，审时度势，制定了符合医院

发展战略的人才引进政策并努力付诸于实施，率先

走出一条以专科为特色、综合学科协调发展的创新

之路［３］。医院现已发展成为一所集医、教、研、康复

于一体的具有显著专科特色较大规模的综合性医

院，是江苏省卫计委命名的三级甲等专科医院。

１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人才引进的具体做法

１．１　人才引进的措施多，保障足
传染病医院作为专科医院，在人才引进方面并

不具备竞争优势，要引进高层次优秀人才，在机制建

立上，就要突显在经济待遇、事业平台、内部人文环

境等方面的倾斜政策。“只有种好梧桐树，才能引

得凤凰来”［４］。

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在人才引进方式上进行了

诸多有益探索，通过一系列扎实有效的措施，充分保

障人才引进工作的稳步推进，最终形成了优秀人才

“引得进，留得住，有作为，能提升”的新局面。具体

措施有，紧密结合医院发展规划，科学编制人才引进

计划；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录用，个性化引进

的原则；增加投入，开出优厚条件吸引人才；给予引

进的学科带头人一次性安家费，优先保证引进人才

的待遇；“不拘一格引人才”，面向全国各地招纳优

秀人才；做好人才引进的后续培养，保证其发挥应有

作用；努力营造尊重人才、重视人才的良好氛围，在

各方面向人才大力倾斜；主动关心人才的心理，尽力

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妥善安排人才家属工作及子

女的上学问题。

１．２　人才引进的起步早，力度大
从２００２年起，医院便加大了综合学科的建设力

度，加快了人才引进的步伐，面向全国引进了３８名
优秀学科带头人，招聘博士、硕士 １２１人。特别是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分别引进各类人才 １６
人、１８人和 １７人，这三年的人才引进工作达到高
峰。截止到目前，共引进副高职称或硕士以上人才

１５９人，其中主任医师２８人，副主任医师２５人，主
治医师４７人，其他人才５９人。医院人才队伍的不
断健全和壮大，带动了医院的全面发展，医院迈上了

发展的快车道。

１．３　人才引进的范围广，学科多
为了在短时间内吸纳到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医

院扩大了人才引进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省内，还着

眼全国，从宁夏、陕西、甘肃、黑龙江、辽宁、湖南、湖

北等省引进学科带头人近２０人。学科领域主要侧
重于普外科、骨科、泌尿外科、呼吸内科、内分泌科、

重症医学科、放疗科、介入科等综合学科。自２０００
年医院逐步加大了对综合学科的人才引进力度，这

些科室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变强的发展历程，综合

科室的资源配置、服务量、科研成果及经济效益等在

整个医院的比重也在逐年攀升。综合科室的发展壮

大带动了医院发展绩效各方面指标的全面提升，对

医院发展的贡献度也越来越大，这批人才的引进在

医院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极大作用。

１．４　人才引进的质量高，作用大
引进人才数量的多少只是衡量人才引进政策实

施成效的一方面，人才引进的质量却是决定人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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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呈现给医生和患者了。既然机器可以自动完

成目视，人类的目光就越来越少地投射到患者的身

上和期待中。

医患沟通中有几种眼神：对视、俯视 无视。对

视是交流双方眼神的互动，它代表着面对和接受、询

问和解答的对应关系。对视看似是一种平等的视觉

联系，但在一定的权力体制或者说权力空间中，却异

化为规训与惩罚、施与与接受的关系，福柯笔下的监

狱、学校和医院莫不如此。

３．１　俯视
在分析临床医学的目视运动时，福柯经常提到

“居高临下”这个词，伴随的还有集权化、判决、分配

和宣布等等，可以说，这样的目视乃是一种俯视。作

为医患沟通中常见的注视态势，俯视不仅仅指空间

层面上的，更是心理层面的。当病人坐在医生面前

的时候，他需要向医生敞开他尽可能多的身体的细

节，还包括生活细节甚至是秘密，这是治疗所需，此

时医生扮演的就是一个近乎全知的角色。福柯说，

“临床医学在观察中发现的特权远远超过了观察的

传统威望，而且在性质上也迥然不同。这些特权同

时属于两种目视：一种是先于一切干预、忠实于直接

事物的纯粹目视，在捕捉直接事物时毫不加以修改；

另一种目视是用一整套逻辑铠甲装备起来的，从一

开始就祛除了毫无准备的经验主义的那种纯真

性。［２］１１８”所以，福柯所谓的临床医学的目视已与希

波克拉底的观察相异，前者具有分析功能，依靠知识

的逻辑进行运作，唯有如此，症状才会吐露真相。在

这样的知识武装起来的权力面前，病人只能是被查

看和俯视的对象。“医生不再仅仅是医生，也担当

起了裁判者的角色；医生不仅实施治疗，而且进行救

助，进行监督。病人则受到两种监控：医学监控与社

会监控，也即医学凝视与社会凝视。这意味着人既

是知识人又是权力人。［７］”

３．２　机器注视或无视
而随着现代医学高端设备的介入，包括对病人

的检查、行为实施和监控等，机器注视已逐渐占据目

视越来越多的位置。以当今一个常规病人求医过程

为例：医生在最初的问诊时，医生和病人之间横着一

方电脑屏幕，不是出于目测、动手检查之需要，医生

和患者的眼神交流极少；医患之间的问答在键盘的

滴答声中进行。一方面医生面对的病患多，匀给每

位患者的时间有限，需要尽快并尽可能全面、专业地

记录病人情况；另一方面，由于有后续的机器检查做

支撑，医生似乎不用将目光在病人身上逗留太久。

之后的仪器检查，病人与机器相处的时间更久、检查

更全面、结果更准确。机器之眼可以延伸人的视野

范围，深入人体之混沌无序内部，发现隐藏的隐患并

加以解决。又比如微创手术，微创手术以降低病人

生理心理痛苦为宗旨，比传统手术更精准和人性化，

也被推广到越来越多的手术中去。在微创手术中，

医生通过可视化内窥镜系统进行操作，眼睛所看到

的是机器呈现出来的人体内部影像，几乎不直接关

注人体，与病患身体是间接接触关系。在此操作台

上，人的身体更多地具有被物化的形式特征。

“病人的身体、疾病的个体性在分类医学中被

视为负面现象，因为它们对疾病的种类、本质构成遮

蔽。医生在观察病人时，要尽量排除病人个体所造

成的干扰，以辨识出那个纯粹的疾病种类。总之，那

张超验的疾病分类图表既是疾病的起源，又是疾病

的最终结果：‘它从根本上使一种理性而确定的医

学知识成为可能，而医学知识必须不断地穿越避开

人们视线的东西而逼近它。’［８］”我们必须要正视的

一个事实是，从分类医学到临床医学，医学虽然在维

护健康和治愈疾病上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医学所

先天携带的权力优势一直没有弱化，在今天甚至张

扬得更厉害。如何让目视覆上柔和的人性之光，缩

短俯视的距离，不再使医患沟通一直成为热门话

题———也许是临床医学在今后要实现的蜕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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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勒的每一个词句都具有质的精确性，把我们的目

光引向一个具有稳定可见性的世界，而波姆的描述

则缺乏任何感官知觉的基础，是用一种幻想的语言

对我们说话。［２］７”由于临床中医生的目视，病人的身

体向一种理性的语言敞开，从而获得一种“质的精

确性”。作者进而说道：“临床经验很快就被接受，

被当做是一种目视与一个面孔、或一种扫视与一个

沉默的躯体之间简单的、不经过概念的对质；这是一

种先于任何话语的、免除任何语言负担的接触，通过

这种接触，两个活人‘陷入’一种常见的却又不对等

的处境。［３］７”同时，为了给每个病人提供一个最适合

他疾病和他本人情况的治疗方式，除了对病人躯体

的目视，医生还将尽可能多的关于病人的信息汇集

到一起形成档案，用一种观察星象和做实验的方法

来对病人进行“观察”。

２　医患沟通问题何以存在

２．１　医学的过度专业化
进入现代社会，伴随着整个科技的进步，医学的

发展可谓日新月异，更先进的设备、更多元的疗法、

更高效的药物将人们的身体健康指数和生命长度大

幅度提升。同时，医学也逐渐发展成为一门高度专

业化，普通病患深知与己相关但又无法懂得的学科。

不管是疾病的名字、学科归属还是化验单上的指标，

甚至是药物的名称，还有医生的话语，对病人来说都

有可能存在理解的困难。当然，这也并非是医学发

展到今天的结果，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医学就已初露

常人难解之端倪。“菲瑟概括了医院诊断过程中病

案文字书写方式的三大变化，即病人的叙述被理学

检查的指标所取代，诊断的语言变得晦涩深奥，病人

的体征表现被疾病起因的病理分析所替代。［４］”其

中第二项即“医生采用复杂深奥的疾病分类学术语

记录病情，以至于病人难以与医生沟通。［５］”即便到

了老百姓文化水平已得到显著提升的二十一世纪，

医学术语对于非医学专业的病患来说同样是晦涩深

奥的。在反映医患关系的大型电视剧《心术》中，海

清扮演的美小护有一次问吴秀波扮演的神经外科医

生霍思邈什么是系带，对方反问她作为一个在医院

工作这么多年的护士居然不知道什么是系带，语气

颇感惊讶。在剧中这只是一个调情的桥段，但置身

事外的观众更是不知系带为何物，虽然它就生长在

我们的身体中，而且诸如这样我们不知道的身体组

织和器官更不知道还有多少。毋庸置疑，是医学将

我们的身体科学化，同时又陌生化。

２．２　医学知识与权力

“权力就是统治，它能做的一切就是禁止，它能

要求的一切就是顺从。权力，从根本上说就是压抑；

压抑，从根本上说，就是法律的强迫接受；法律，从根

本上说，就是要服从。”这种权力观根源于历史上的

君主制。在君主制、以医学史的角度视之，“医院的

兴起使整个医疗行业发生了重大改观。法国大革命

后巴黎医院的改革，形成了新的医院医学，理学检查

和病理解剖在医疗中占据中心地位，床边医学时期

十分注重的病人自述和生活史，不再是诊断和解释

疾病发生原因的重要依据。理学检查可以发现病

因，病理解剖可以证实身体组织的病变。过去整体

而又具有个性的‘病人’，到了医院医学阶段已经化

约为各个器官与组织。再到１９世纪实验室在德国
兴起，疾病的诊断解释更是化约为细胞和生化反应

的微观层次，病人的自述和治疗想法在就诊过程中

已完全无足轻重，病人的地位进一步显著下降，医生

完全掌握了医疗的话语权和处置权。朱森称这种变

化为‘病人的消失’。［３］４”

一切知识在表面看来是专业化、科学化，背后站

立的却是权力的门吏，它阻止无知识装备的人的进

入。医学知识当然也是这样，而且更让人感到门第

森严，因为它与所有人都息息相关，而自身又成长太

快。而权力是最能让个体膨胀的东西。今天，不少

患者抱怨医生态度强势、冷漠，除却医生每天需要应

付的病患数太多导致的机械和疲惫以外，最大的原

因可能就是医学知识所支撑的权力。“在成为一种

知识以前，临床经验是人类与自身的一种普遍关系：

那是医学的极乐时代。当人类懂得书写和秘密以

后，衰败就开始了，即这种知识被一个特权集团所瓜

分，目视与言说之间那种既无障碍又无限制的直接

关系也瓦解了：人们所理解的东西一旦经由知识秘

传方式来传递，就再也不能交流给别人，也颠倒了实

践用途。［２］５９－６０”

３　医患沟通中目视的异化

有研究表明，“非技术因素也已经成为影响病

人满意度的主要原因”［６］。目视在临床医学中的运

用打破了传统医学的经验教条主义和僵化的理论传

统，使医学敞开在一片目光的通明之中，这是福柯

《临床医学的诞生》的主要命题。随着现代医学的

发展，使疾病可见变得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普遍，

无数先进的仪器通过各种管道和介质进入到人的身

体，混沌的器官和隐藏的病灶变得清晰可见。与目

视相关的言说也实现了理想的境界，在机器探测的

刹那，症状诊断结果就以严谨近乎刻板的语言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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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患沟通的问题在时下中国已日趋恶化绝不是
耸人听闻，在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中病人叫苦，医生

叫屈，一时难以分辨立场，体制政策等是否有问题我

们不予置评，单从福柯理论体系中的知识、目视、权

力等方面分析医患双方的处境。

１　《临床医学的诞生》与“目视”

“注视”在汉语解释里有两层意思，一为注意地

看，另为犹重视、关注。与凝视近义。福柯《临床医

学的诞生》中的“目视”关注医生对病人身体的注

视，“医学凝视整合了视（觉）、触（觉）、听（觉）以及

叩（觉）而具有多重感知结构，这种结构为科学探索

提供了跨越种种障碍（特别是道德禁忌）进入身体

那看不见的深层而揭示秘密的可能性———揭秘就是

启真，秘密因被揭示被公开而存在，真理因被掩盖被

私隐而存在———求知欲无疑也是一种消除障碍的力

量。［１］”而本文中的注视行为发生在医患沟通的语

境下，包含了医生对患者身体等状况的注视行为和

医患沟通的交流行为。权力是福柯理论体系的核

心。福柯认为知识是为权力服务的，权力来源于对

知识的掌控，后者又服务于前者，而前者则鞭策、规

训人类的肉体。《临床医学的诞生》本无分毫笔墨

给予医患关系，但恰恰在其“目视”中隐含了今日临

床医学医患关系状况之因。

《临床医学的诞生》是福柯１９６３年的作品。在
该书的开篇，福柯写道：“它论述的是目视”［２］２，目录

中的第七章名为“看与知”，第九章名为“可见的不

可见物”，至于第八章的“解剖一些尸体”，作者认为

是给目视保留了最后的、最具有决定性的权威。在

这之前，没有人思考过临床医学跟目视的关系。作

为一部医学史研究专著，福柯探讨了现代意义上的

医学，即临床医学的诞生历史。在十八、十九世纪众

多著名的临床医学家的著作和各种相关文献基础

上，他从历史和批评的角度分析了医学实践的可能

性和条件，描绘了医学科学从对传统医学理论的绝

对相信转向对实证观察的依赖，从封闭式的治疗转

向开放式的治疗。同时，福柯重新整合了临床实践

诊断中诸如症候、症状、言语、病人、病体、环境等一系

列因素和其相互关系，第一次完整呈现医学认识深刻

改造的过程，而目视发挥了其非同寻常的重要性。

作者在前言部分进行了一个对比分析，是关于

贝勒和波姆所分别代表的新旧两种关于神经系统病

理学的描述，福柯认为“这种差异是根本性的，因为

３２８１现代医院２０１６年１２月第１６卷第１２期　医院管理篇　Ｍｏｄｅｒ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Ｄｅｃ２０１６Ｖｏｌ１６Ｎｏ１２



才和经费支持，大多数的资料筹备工作由医院行政

办公人员兼任，使得医院院史馆的资料涵盖面窄，细

节少，深度不足，原始史料匮乏，陈述角度简单，客观

性和可观性均有待改进。

４　关于医院院史馆建设的几点建议

４．１　投入人才和经费支持，将院史馆建设作为医院
文化建设重要内容

医院领导应当充分认识院史馆建设对于医院文

化建设以及医院可持续发展所产生的无形而又重要

的作用。同时还应当全面清晰地认识院史馆的功能

定位，在陈列设计中应当增加知识传播、公民教育和

社区互动的内容，将目标观众由行政官员和医院同

行扩大到普罗大众，特别是社区居民。院史馆建立

以后，医院还应当安排一定的经费预算和专职人员

用于院史馆的维护运营，通过书签、卡片、人文医学

讲座、志愿者讲解、网站等多种宣传途径扩大医院院

史馆对民众的吸引力。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领

导高度重视医院历史文化，从非常紧张的医疗用房

中腾出约一百平方米用房供院史馆使用，还设立了

专职人员负责院史馆的维护运营，并在年度预算中

安排了院史馆经费；制作了纪念邮册、纪念章等纪念

品，拍摄了《博济之光》院史 ＤＶＤ专辑，推出院史文
化网站，购买了一批院史专著如《博济医院百年

（１８３５－１９３５）》作为纪念品和文化建设用书。我院
还将院史教育纳入医院学生以及新入职医生的人文

教育范畴，使人人了解院史，热爱医院。

４．２　重视院史馆实物陈列，通过多媒体手段应用增
强“情景再现”效果

院史馆的布展陈列设计是结合文字、图片、实

物、声音、影像等多种形式向观众展示医院的发展

史。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博物馆布展陈列设计的

技术也日益新颖多样，新型的多媒体技术也较多地

融入到博物馆布展陈列中。新的布展陈列手段改变

了原来的呆板布展模式，充满了广受民众欢迎的科

技元素，极大地增强了“情景再现”的效果。现代博

物馆已成为年轻人乐于参观的文化场所。随着数字

化博物馆技术的发展，博物馆突破了时空局限，受到

广大年轻人的欢迎，极大扩大博物馆影响力。因此，

医院的院史馆在筹备建设中，应当大胆使用多媒体

手段，紧跟现代博物馆布展陈列的新潮流。我院院

史馆陈列资料中使用了许多近代教会和医会的英文

杂志史料影印，并从国外收集到许多关于眼科医局

和博济医院的手术场景绘画，文图并茂，大大增加了

陈列史料的生动性。我院院史馆还大量使用了实物

陈列，增加了院史馆的情景再现效果和知识性。

４．３　加强医院院史学术研究，将研究成果及时应用
于院史馆的布展陈列

医院的历史关涉到政治、社会、文化、科技发展

史，在社区、国家，乃至国际文化交流中具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在建设医院院史馆的同时，需要不断地

加强院史的史料收集和学术研究，及时为院史馆提

供真实可靠、内容丰富的文献资料，将院史馆的发展

建立在扎实的史料支持和深厚的学术内涵之上。通

过学术研究在行业和学术界寻求认同和话语权。同

时通过开展学术交流，媒体推介，扩大院史馆在多层

次的群体中的影响力。我院职工在《中华医史杂

志》、《广东史志》等学术期刊上发表了等多篇学术

论文，在医院史研究上增强了我院的学术话语权和

影响力。２０１５年，以医院建院１８０周年为契机，医
院与委托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编撰医院《院志》（１００
万字），出版医院口述史文集《医路》、职工纪念文集

《岁月流韵》，大大提升了医院文化建设内涵。

４．４　强化全员档案保存意识，将档案整理和院史馆
建设有效衔接

院史馆的建设是长期的过程，需要不断地将医

院近期的发展成果纳入院史馆陈列范畴。强化全员

档案保存意识，将档案整理和院史馆建设有效衔接，

及时整理有价值的医院科研成果、名医大家资料、行

政管理文件、重大建设项目等广泛的文字、图片、影

像、实物等档案载体，建立文件检索目录。同时还应

根据实际，及时将档案馆中重要内容转移至院史馆

陈列范畴中，使院史馆的布展陈列内容能够及时地

更新。医院院史馆的建设可以借助口述史研究，及

时采访名医名师、退休职工，寻访医院发展重要事

件，及时保存、整理、展示医院珍贵的历史记忆，呈现

感人故事瞬间。

总之，医院院史馆建设对医院文化建设起到不

可替代的作用。重视院史馆建设，全面定位院史馆

功能，保障院史馆的专业人才和经费支持，大胆采用

多种布展陈列形式，加强院史馆的日常管理，采用多

种传播途径，打造医院文化精品，有助于塑造和传播

医院的良好形象，体现医院的人文情怀，扩大医院在

民众中的影响和认知度，反过来亦能促进医院医疗

业务和医技科研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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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代西医东渐，近代西方的分科治学成为

中国学术生产的典范。中国医学由中医体制转换成

了西医学科机制。整个医学知识制度体系发生了重

大的转型。同时，医院的临床治疗行为伴随着医务

人员的不断探索和学术追求。许多医院已逐渐发展

为集医疗、科研、教学为一体的大型综合型医院，成

为医学学术共同体。医生在治病救世、科学研究、传

道授业过程中，取得的科研成果、发生的感人故事、

形成的学者灵魂和医者精神均是近代科技史中重要

的内容，值得传承和弘扬。我院在１７８年的发展过
程中，开创了许多医学的先河。“眼科医局”进行了

中国第一例眼科手术，第一例截肢手术、第一例尸

解、第一例膀胱取石术、第一例麻醉术等等，开创了

中国西医的先河。直至近年我院的一些科研成果仍

在走在世界前列。这些医院的历史都是近代科技史

的重要部分，值得去保存、研究和传承。

２　院史馆是医院文化建设重要内容

２．１　院史馆保存了医院发展的历史记忆，是医院员
工精神寻根之所

“树无根无立”，对历史的好奇和“寻根”诉求是

人的本能。医院员工对于医院发展的历史、学科发

展与传统传承的追问亦是一种本能的文化诉求。建

设医院院史馆根本目的在于整理和保存医院的历史

记忆，梳理从医院建立之初，筚路蓝缕到发展壮大，

蔚为壮观的曲折历程，满足医院员工的“寻根”需

求，建设员工的精神归宿。院史馆保存了医院发展

的辉煌成绩，有助于塑造医院品牌形象，提高医院声

誉，是医院员工荣誉感之来源，是医院职工职业尊严

和荣耀的重要体现。

２．２　院史馆保存了医院发展过程中的得失，有助于
医院领导借鉴资政

医院发展过程中筚路蓝缕，历经风雨，充满曲

折。在此过程中，有抉择与放弃，有成功与失败，留

给后人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失败教训。梳理医院发展

过程中的得失成败，有助于借鉴资政，帮助医院少走

弯路，多快好省发展壮大。

２．３　院史馆追述了医院前辈的点滴故事，有助于青
年医生精神培育

院史馆记录了医院发展过程中涌现的名医名

师，以及他们所秉承的治病救人的医者精神和教书

育人的师者灵魂，以及关于他们的各种感人故事。

这些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通过院史馆传承给年轻

人，培育年轻人的优良品质和高远目标追求。院史

馆的育人功能对于医院精神传统的传续，以及医院

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２．４　院史馆保存了近代西医东渐的历史，是学术交
流合作重要载体

国内知名大型医院的历史几乎都渊源于近代西

医东渐的背景。西方传教士医生主导了早期医院的

建设，为后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医院早

期历史的研究，有助于当前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中

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前身眼科医局和博济医院均

为教会医院，早期的医院领导和主要医生均为西方

人，伯驾、关约翰、嘉约翰等人均为近代中西文化交

流史上的重要人物。关于我院早期历史的史料大多

数源于在华教会英文杂志以及从国外档案馆收集来

的图片和实物。我院院史馆的陈列解说词和院史文

化网站均同时采用中英文。我院院史馆建立后，成

为接待国外来宾的重要平台，深受外国专家的赞许，

增强了我院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２．５　院史馆传播知识，社区互动的功能，有助于培
育和谐社区关系

医院与社区具有先天联系，一些城市家庭几代

人都是在同一家医院出生，是城市居民生命史的一

部分。医院与社区关系和谐，有利于争取稳定病源，

促进医院稳定发展。随着现代博物馆观念的发展，

博物馆的功能扩大至传播知识，社区互动，成了民众

的公共交往空间。社区博物馆观念更强化了博物馆

与社区的关系。因此，医院院史馆应当有意识地吸

纳博物馆新观念，扩大定位，侧重普通民众视角，关

注医院与社区的历史关系，增加互动环节和趣味内

容，有助于医院的长远发展。

３　目前医院院史馆建设存在的问题

３．１　对院史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由于院史馆属于只有经费投入无经济产出的机

构，有些医院，特别是县、镇基层医院的院领导认为

院史馆可有可无，未将其看成医院文化建设的重点。

在目前政府财政补贴不足，医院经济拮据的情况下，

将用房、经费、人力资源投于院史馆的建设还具有一

定的难度。

３．２　对院史馆的功能定位不全面
随着对医院文化建设重要性认识的提高，一些

医院也筹建了院史馆，但是由于对院史馆功能定位

不全面，影响了院史馆的发展。有些医院的院史馆

仅定位于纪念馆的形式，政治宣传性重于知识传播

性，过多讲述政府领导视察医院的历史，忽略从社

会、文化、科技多个视角阐述医院发展史，缺乏与社

区百姓的互动。从展示设计而言，大多数院史馆陈

列展示形式单一，缺乏史料图片与实物，更未能采用

新兴的多媒体手段，情景再现效果差。

３．３　院史馆缺乏专业的人才和经费
“论从史出”，只有从史料出发寻找医院发展的

足迹才能使院史馆的陈列展示更可信、客观。但由

于目前许多医院的院史馆筹备过程中缺乏专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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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院史馆建设　打造医院文化精品
———以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为例

吴财聪　刘东红

　　【摘　要】　医院院史馆是通过文字、图片、声音、影像、实物多种形式陈列展览，向观者展示医院从建立到发展壮
大的历史过程，保存院史记忆，传播历史知识、研究医院有价值的文物材料的永久性非盈利机构。近年来，民众文化

诉求日趋强烈，医院文化建设的必要性日益凸显，不少医院纷纷筹建了医院院史馆。笔者以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

院为例，浅论医院史的社会意义、院史馆建设的文化功能、存在问题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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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医院史的社会意义

１．１　医院史是近代医疗史的重要部分，反映了人们
防治疫病的历史进程

疾病的历史比人类的历史还要早，还要悠久。医

院作为近代西方兴起的医疗机构，成为了近代医疗的

主要形式，集中体现了近代医疗体制机制的变革和发

展。因此，医院史是近代医疗史的重要部分，院史馆

的建设对推进近代医疗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１．２　医院史是近代社会史的重要部分，关涉到人们
社会活动的多层面

疾病关系到个人的安危，家族兴衰；传染病疫情

还关系到国家，乃至人类的存亡。自１９世纪中叶，
我国开始建立近代的医院机构，应对了包括清末东

北鼠疫在内的多次疫情。这一系列的历史过程涵盖

了政治史和社会史等方面广泛的内容，直接关系到

个人和群体的生命以及生存状态，演绎了近代史上

一个个悲欢离合的故事。

１．３　医院史是近代文化史的重要部分，体现了中西
文化交流和观念的变迁

以医传教是近代传教士最重要的传教途径，带

动了西医东传和西式医院的建立，深入到人们的生

活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西医观念逐渐改变了人

们的医疗观念和身体意识。西医语言代替中医语言

解读身体，以及身体与周遭环境的关系。西方的公

共卫生观念也随着西医东传进入中国。在这一过程

中，西方传教士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他们通过建立

医院治疗病人、设立学校培养华人医生护士、翻译书

籍传播西医，逐渐使医学观念和医院机制在中国奠

定地位。与此同时，传教士群体将中国文化和知识

带到了西方世界，向西方传播了中国的形象。１８３５
年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在广州十三行创办眼科医

局。眼科医局设有候诊室、诊室、配药室、留医室等，

成为中国近代第一间西式医院，是中山大学孙逸仙

纪念医院的前身。１８６５年嘉约翰重建医院，以“博
济医院”命名。作为教会医院，眼科医局和博济医

院的医务人员大多数是西方人。其早期培养的学生

亦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

物。如黄宽、孙中山、关韬、杜亚胜等。因此，医院史

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部分。

１．４　医院史是近代科技史的重要部分，勾勒了医学
发展和医者精神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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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Ａ：处理阶段
　　新制度运行后，值班人员主动深入一线了解临
床各岗位工作动态，掌握医务人员及病人在院情况、

病人数及危重病人数、夜间管理情况等，了解重点科

室的需求，现场解决临床亟待解决的问题等，保证了

医疗安全，逐步建立并完善多项管理制度及流程。

设计“行政总值班满意度调查表”，统计分析临床科

室满意度，不断优化与改进行政总值班工作流程，提

高工作效能。对系统存在的问题协调管理科室和相

关部门共同解决，对共性问题重点解决、个性问题有

针对性地解决，定期总结经验教训，根据找出的教

训、经验，制定有关制度，补充或修改计划，督促实施

和检查，接着进入下一个ＰＤＣＡ循环，如此不断地进
行持续的质量改进［４］。

３　实施成效

　　医院自２０１４年底将 ＰＤＣＡ管理引入医院行政
总值班管理后，新参值人员培训率达１００％，新流程
执行率达到１００％，总值班人员夜查房率达１００％，
提升了总值班人员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较好地

服务临床、服务患者、服务一线。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根据行政总值班 ＰＤＣＡ管理中
发现的问题，医院修订完善了《医院总值班制度》、

《医院总值班应急管理制度》、《急诊绿色通道及“三

无”患者救治费用减免处理流程》、《医疗纠纷处理

流程》、《夜间及节假日病区临时床位调配相应流

程》、《总值班夜查房制度》、《新参值人员培训制

度》、《后勤总值班制度》等，有效提升了管理效率。

４　体会

４．１　提高思想认识，坚持“优质服务于临床”的工
作理念

总值班人员应不断提升主动服务意识，以良好

服务态度和高效的工作效率，积极为临床和患者排

忧解难，优质服务于临床，从而提高临床对行政总值

班的信任度。

４．２　实现角色转变，建立问题预警机制
过去总值班更多履行的是管理职能，但经过调

整后，职能定位转变为管理与服务相结合。查房时，

总值班只要多关心临床工作、多问几句，就有可能将

有些小问题提前预警，甚至予以解决，不断提高总值

班的工作效率。

４．３　提升业务素质，加强对值班人员的培训
一是加强新值班人员培训，使之尽快适应工作

要求。二是可安排有经验的值班人员带教，发挥老

同志的“传、帮、带”作用。三是对总值班处理事件

总结分析，就重点案例警示学习，分享成功处置经

验，强化总值班人员突发事件处置能力、医疗纠纷处

理能力、内部事宜协调能力［５］。四是加强行政总值

班人员应急素质的培养。在突发事件的处理中，行

政总值班的应急素质至关重要。医院应急反应整体

能力的高低与各类人员的应急素质密切相关。因

此，应多开展相关应急培训与考核测评，开展系统的

专门业务技术培训和逼真的应对情景训练，以此提

高行政总值班人员的应急素质［６］。

４．４　定期汇总分析，总结交流工作经验
ＰＤＣＡ循环中，要注重系统改进和整体质量提

高，对服务制度、流程等进行审视、修订、完善，对服务

资源、环节等进行协调、整合、再造［７］。通过对总值班

处理问题进行统计分析，从中发现常见问题、疑难问

题，从而有针对性进行培训；对值班工作中做得的好

案例，进行案例分享和交流，以提升行政总值班整体

工作能力和管理水平；对好的制度和流程，持之以恒

的坚持执行，对需完善的制度流程，不断优化改进。

４．５　探索建立以行政总值班为核心的多轨值班机制
通过医院新建立的后勤总值班工作制发现，这

种“双轨”结合的值班方式，对提升总值班效能大有

裨益。结合现已推行的住院总医师负责制，未来建

立行政、后勤、医疗三轨并行值班机制，一定更能保

障医疗安全，强化医院管理，提升工作质量。

建立一套完整的合乎现实的行政总值班管理体

系，直接关系着医院的稳定与秩序［８］。运用 ＰＤＣＡ
管理工具对行政总值班管理工作进行研究、探索、持

续改进，使之周而复始、螺旋上升，实现被动管理向

主动管理的转变，提高了行政总值班的管理效能，为

持续提升医院管理水平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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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表１可见，２０１５年该院行政总值班共处理
事务２３５例，涉及医院管理的各个方面，其中后勤基
建事务９６例，占总量的４１％；医疗相关事务８３例，
占总量的 ３５％；行政相关事务 ４０例，占总量的

１７％；医院安全事务１６例，占总量的７％（图２）。②
在医疗相关事务中，位列前三的分别是用血申请

（２１例）、医疗投诉纠纷（２０例）、联系专家会诊检查
（１５例）。

图１　影响行政总值班效能的相关因素“鱼骨图”

表１　２０１５年某医院行政总值班处理事件情况 （ｎ）

项目

医疗相关事务 后勤

基建

事务

医院安全事务 行政相关事务

联系专家

会诊检查

用血

申请

“三无”人

员处理

就医

咨询

协调

床位

院感

事件

医疗投

诉纠纷

科室

疏忽

突发

事件

信息系

统故障

器械

故障

行政

协调

合计

发生例数 １５ ２１ ９ １３ ４ １ ２０ ９６ ６ １０ ２４ １ １５

合计 ８３ ９６ １６ ４０ ２３５

图２　２０１５年医院行政总值班处理事件统计表

２．２　Ｄ：实施阶段———执行改进措施
　　应用有效的运行方法是确保拟定计划充分落实
的关键［３］。医院相关职能科室针对相应问题拿出

解决措施：医务部修订了急诊绿色通道及“三无”患

者救治费用减免处理流程、医疗纠纷处理流程。护

理部针对夜间及节假日病区临时床位调配制定相应

流程。院办结合当前新的工作任务，重新修订了医

院总值班制度，对相关工作任务进行了重点强调；实

行总值班夜查房制度，要求总值班人员对全院临床

医技科室进行夜查房，检查值班人员在岗情况、了解

住院病人情况、检查住院总医师夜间在岗情况等；对

２０１４年新增加的年青总值班人员进行授课，讲解
《总值班工作职责》。后勤服务中心建立了“后勤总

值班联系方式”，对总值班期间易出现的后勤问题

分成“零星维修、设备值班、其他服务、行政值班”四

大类１４个小项，每项工作指定专人负责，夜间医院
行政总值班遇到相应问题可直接联系相关工作人

员。

２．３　Ｃ：检查阶段———检查计划执行情况
　　每天总值班工作情况由总值班人员第二天早晨
向院办反馈，涉及到相关科室的问题，能立即解决的

立即解决，需职能部门配合的及时联系解决，对不能

解决的问题第二天移交相关部门协调解决。院办每

月将总值班情况进行总结，并向全院公布。同时，对

各职能部门协调解决的问题进行跟踪，看问题是否

得到及时整改。上述举措对督导和提升各职能科室

的执行力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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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ＤＣＡ在提升医院行政总值班管理效能中的运用

贝　兰

　　【摘　要】　医院行政总值班是医院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通过对医院运用ＰＤＣＡ管理工具加强行政总值
班管理的做法和成效进行阐述，提出应不断提升值班人员服务意识和业务素质，建立问题预警机制和多轨值班机制

等优化行政总值班管理、提升管理效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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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行政总值班是院方在夜间和节假日时段的
行政指挥枢纽，代表院长临时处理医院内发生的一

切事务。通过行政总值班，可以在非办公时间对一

些临时医疗工作进行有效管理，对临床突发、复杂医

疗活动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处理，对值班医务

人员的在岗在位情况进行有效监督［１］。但在执行

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缺陷。笔者从分析行

政总值班存在的问题入手，运用ＰＤＣＡ管理工具，研
究探索有效方法和模式，以期提升行政总值班工作

效能，获得更高的管理成效。

１　存在问题

　　以某医院的行政总值班为例，该院目前行政总
值班由１８个职能科室的正副主任及工作人员组成，
共计５６人。其中：正主任１８名，副主任９名，科员
２９名。非医疗专业教育背景的３３名，占总值班人
数的５８％。长期以来，医院行政总值班存在孤身管
理、外行管理、临时管理、被动管理［２］等缺陷：由于

管理时间是在非工作时间，在管理过程中都是单独

执行；参与行政总值班的都是医院行政工作人员，全

部来源于行政管理部门，大部分缺乏医疗专业背景；

行政总值班实行轮班制，“临时管理”全院事务；值

班时，多数值班人员缺乏主动意识，很少去各科室巡

查，接到需要处理问题的电话时才会到现场处理，管

理相对被动。

２　ＰＤＣＡ管理在提升医院行政总值班效能中的具
体运用

　　ＰＤＣＡ循环管理法包括计划（Ｐｌａｎ）、实施（Ｄｏ）、
检查（Ｃｈｅｃｋ）、处理（Ａｃｔｉｏｎ），是由美国质量管理专
家戴明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提出的质量管理工作循环
（ＰＤＣＡ循环），又称“戴明环”，是全面质量管理的
基本方法。以其对质量控制的全面性、持续改进性、

不断提升性而受到广泛推崇。

２．１　Ｐ：计划阶段———分析现状、查找问题、拟定计
划

２．１．１　开展访谈　为了解总值班人员在进行行政
总值班工作时，最困惑、最迫切需要帮助解决的问

题，组织人员开展总值班人员访谈。共访谈５６名总
值班人员，收集问题５０余个。经过鱼骨图分析，发
现影响总值班效能的相关因素包括专业知识缺乏、

业务流程不熟悉、岗前培训不到位、激励考核机制不

健全、相关制度流程需完善等问题（图１）。
２．１．２　对２０１５年总值班处理的问题进行分析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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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用药等现场培训和讲解。实施药师会诊制度。对

于病情较重或是疑难患者，医院要求申请会诊科室

邀请药师参加临床病例讨论，从临床药学的角度出

发，检查患者医嘱，对医生用药给予指导及建议。通

过上述方式，加强了药剂科、感控室、检验科与临床

科室间的沟通，保证了临床用药的安全有效。

５　严格对标强抓落实，加强抗菌药物购用管理

５．１　迅速对接抓落实
接到上级文件，医院召开了专题会议，在对全院

抗菌药物在用品种、品规进行全面梳理、统计分析的

基础上，按照“满足临床合理需求、优化抗菌药物结

构、规范临床合理用药、遵从军地文件要求”的原

则，清退了３２个品种、４２个品规的抗菌药物，遴选
确定了医院抗菌药物购用４９个品种、７５个品规，并
以文件形式下发公示。仅用不到三周时间圆满完成

了抗菌药物在院品种及品规的调整清退工作。

５．２　医药互动促成效
在加强抗菌药物购用医院内部管理的同时，医

院还注重与药品生产和销售厂商进行积极沟通，督

促其加强自身管理，强化行业自律，并肩为建立抗菌

药物合理应用长效机制而努力。医院召开了“抗菌

药物临床合理应用专项整治活动医药沟通座谈

会”，４４家抗菌药物的生产和销售企业代表参加了

会议，并签下了“抗菌药物规范销售７项承诺书”。
加强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提高合理用药水

平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任务，需要不断完善管理制度

和工作机制，改进工作方法。需要医院领导的高度

重视，并纳入医院质量与安全管理的核心内容，完善

各项规章制度，明晰细化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控制指

标与科室绩效挂钩的考评体系，建立长效管理和持

续改进机制，实现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的制度化、

标准化、规范化，促进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水平的持续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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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我院成立医疗质量数据分析项目领导和工作小

组，全面构建医院领导管理与决策支持系统（Ｈｏｓｐｉ
ｔａｌ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ＨＥＡＤｓｓ）。ＨＥＡＤｓｓ基于医院新一轮的信
息化建设中，选择具有互操作性的医疗信息交换

ＨＩＥ平台作为实现院内信息系统数据共享的基础设
施。ＨＩＥ平台较好地解决了异构系统的数据共享难
题，确保各子系统数据的一致性，平台具备了支持日

常业务的实时、完整的数据，在此基础上开发的管理

与决策支持系统，具有广泛、丰富的应用功能，经过

筛选，形成了包括领导驾驶舱、医院日常统计、绩效

分析等９大类３００多项指标的统计指标和分析型报
表，为医院和科室的精细化管理、医疗质量控制、运

营决策提供了数据支持［８］。

６　实施效果

实施全面质量管理后，我院在工作量持续增长

的情况下，医疗质量监测指标仍得到有效控制，如院

本部平均住院日从２００８年１２０天降至２０１４年８６
天，患者满意度持续提高，投诉率逐年下降。同时，

该项目的应用也得到国内同行医院的高度评价并投

入使用，产生良好效益和示范效能，通过辐射带动，

进一步提升国内医院的质量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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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网站、组织了一次专项考核、开展了一系列合理

用药培训讲座、进行了一系列用药检查分析，营造良

好的专项整治活动氛围，在全院上下掀起了“对标

准、查问题、推整改”的活动高潮。

２．３　自查整改持续推进
医院以“全面对标、全员参与、全程督导、全优

落实”为目标，制订下发了《开展抗菌药物临床应用

专项整治活动》通知，对接文件，将活动内容进行了

细化，确定了“动员部署、自查整改、全面落实”三步

走的工作方案和推进计划。同时医院变“专项”为

“长效”，变“整改”为“推进”，明确提出“科室主任

是科室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和管理的第一责任人”，

将ＤＤＤ值、门诊抗菌药物使用率、Ｉ类手术切口抗
菌药物使用率等抗菌药物控制指标细化到科、分解

到点，列入各发展单元的年度工作目标，签订了责任

书，实行责任追究。通过“三个定期”（临床药师每

天查、合理用药每月查、耐药监测每季查）和“三个

专项”检查（围手术期预防使用抗菌药物专项检查、

Ｉ类切口手术患者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专项检查、
大处方专项检查），对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实施了全

环节、全流程、全方面的监控。

３　着力完善制度建设，促进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不断
规范

３．１　完善监督反馈机制，提升合理应用水平
一是定期监督反馈。医院每月进行一次抗菌药

物临床应用情况通报、每季度组织一次细菌耐药监

测报告和全院合理用药情况分析，及时了解和掌握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情况，并通过院周会、住院总会、

药事委员会、专题网站等及时反馈，及时应对。二是

患方监督反馈。医院网站建立了意见专栏，设立专

项电话、信箱，通过短信回复、电话随访、问卷调查等

形式，拓宽监督渠道，了解患者对医院合理用药意见

和建议，增强患者在合理用药监督方面话语权。三

是动态监督反馈。医院先后研发了“智能医嘱平

台”、“医保管理软件”、“合理用药支持系统”、“病

历质量点评及反馈系统”、“抗菌药物分级管理系

统”等软件，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软件硬推”，不

断提高医院合理用药监测信息化水平，提高了合理

用药水平。２０１１年，利用 ＰＡＳＳ系统共监测医嘱
２４３万条，发出抗菌药物使用医嘱预警５８４６条。
３．２　落实培训考核制度，严格分级使用管理

医院制定了《抗菌药物分级使用管理办法》，按

照“全程管控、动态更新、资质一致”的原则，全面梳

理、统计分析了全院各级医师抗菌药物分级管理权

限，严格了医师抗菌药物处方权和调剂权管理。

２０１１年通过培训考核分别授予了４９９名医师、８４名
药师抗菌药物处方权和调剂权，确保了“资质不达

标不授权、培训考核不通过不上岗”。同时医院自

主研发了“抗菌药物分级管理系统”平台，设立了医

师抗菌药物分级使用权限，建立了基于信息化手段

的抗菌药物分级使用与管理办法。

３．３　实施处方点评制度，提高医嘱处方质量
医院成立了由业务副院长任组长的处方点评专

家组和临床药师为主的处方点评工作小组，制订了

《处方点评管理规范实施细则（试行）》，通过“两大

常规点评”（处方、医嘱）和“五个专项点评”（门诊

抗菌药物处方、门诊医保处方、高价处方、Ｉ类切口
手术患者抗菌药物处方、典型病例处方），对处方书

写的规范性及药物临床使用的合理性进行审核监

控。医院每月抽查处方达１５０张（其中儿科处方６０
张，急诊处方１０张，普通处方８０张），抽样率达到了
３‰。医嘱点评覆盖住院病房临床科室１００％，每月
抽查出院病历不少于５６份，占出院病历的１％。处
方点评可有效改善抗菌药物的使用情况，促进临床

合理用药水平的提高［６］。

３．４　严格奖惩处罚机制，确保依法依规管理
建立了超权限使用、权限管理失职、不合理使用

抗菌药物等情况的警示制度和科室主任诫勉谈话制

度，对限期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科室，通过《药

讯》、院网进行公布，通过药品专项会议、院周会、住

院总会进行通报，并给予经济处罚；对整改不及时或

不到位的医师，视情降级、暂停或取消抗菌药物处方

资格。对全院药品滥用情况明显、不合理使用现象

较多、使用量过大的药品，采取停用、轮休等措施。

２０１１年，共通报处罚和取消处方权医师３名，因不
合理使用等原因停用包括甲砜霉素肠溶片在内的４
种药品。

４　全力构筑支撑体系，保障抗菌药物合理应用水平
持续提高

４．１　完善了组织保障机构
医院作为国家临床药师培训基地，目前已引进

培养临床药师１２名，设有专科临床药师８名、专职
合理用药监测药师２名、专职抗凝药物管理药师１
名；开设了抗菌药物、抗凝药物、儿童、孕妇用药咨询

门诊。完善的组织机构为抗菌药物临床合理应用提

供了强大的组织保障。

４．２　强化了服务临床机制
开展联合业务查房。定期组织临床科室专家、

感控专家以及临床药师联合业务查房，检查在院患

者处方医嘱，分析药物使用情况，对超范围、超剂量、

超疗程、无指征联合使用抗菌药物等不合理用药情

况进行严查。开展一线培训指导。针对监测中发现

的问题和科室需求，药剂科、检验科和感控科坚持到

科室一线指导医务人员开展感染防控、标本采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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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管理的做法和体会

王　琦　廖通权　张　蓉　张云福

　　【摘　要】　通过分析抗菌药物不合理应用的现象，系统梳理抗菌药品采购、流通、使用、管理各个环节中存在的
问题，通过开展教育培训、强化监督机制、实施处方点评、加大奖惩力度等相应的管理措施，提高抗菌药物合理应用水

平，促进抗菌药物规范应用，降低核心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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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由于抗菌药物不合理使用及其导致的
细菌耐药问题不断加剧，已经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给正常医疗工作带来了困

难和安全隐患，引起了社会的广泛重视［１］。针对这

一现状，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抗菌药物临床

应用管理，我院以专项整顿活动为契机，系统梳理抗

菌药品各个环节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改进了抗菌

药品管理流程，健全了制度，规范了工作，实现了

“抗菌药物管理明显增强、临床应用水平明显提高、

合理诊疗程度明显进步、核心控制指标明显下降”

的活动目标。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对此，谈几点

经验和体会。

１　抗菌药物应用的现状及问题

我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形势已不容乐观，在某

些方面还存在使用抗菌药物比例过高问题。我国细

菌耐药总体趋势与国际一致，部分常见细菌的耐药

率逐年上升，耐药性不断增强。抗菌药物使用率和

使用强度偏高，用量较大，使用结构不尽合理，抗菌

药物不合理使用及其导致的细菌耐药问题不断加

剧［２］。同种疾病伴随耐药细菌感染的患者与伴随

敏感细菌感染的患者比较，住院医疗总费用超出３
倍多，住院时间延长将近 １倍，病死率超出 １倍
多［３］。

通过对抗菌药物采购、流通、使用、管理全环节

的调查、梳理和分析，发现抗菌药物不合理应用主要

存在３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用药观念比较落后。一
方面是临床一线医务人员长期以来形成的用药习惯

难以纠正，如有些医师对围手术期感染的预防，仍片

面依赖于抗菌药物的使用，而非加强院感防控措施。

另一方面是社会和患者合理使用抗菌药的观念还比

较薄弱，患者要求医生开抗菌药、自行服用抗菌药的

情况很普遍［４］。二是合理用药水平不高。有些医

师对抗菌药物合理应用的知识欠缺，药物选择不合

理、用药指征不明确、给药途径不正确、用法用量不

合理等现象还时有发生［５］。三是监督管控机制还

有待进一步健全。抗菌药物合理应用指标与科室绩

效和个人奖惩机制的挂钩还需进一步完善。

２　加强组织领导，深入推进专项整顿活动开展

２．１　建立组织保障体系
医院把专项整顿活动作为规范诊疗行为、促进

内涵建设与发展的重点工程来抓，强势抓统筹、全面

推落实。成立了以院长任组长，院部领导、专家教授

为成员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活动领导小组

和办公室，科室成立了以科室主任为组长的工作推

进责任小组，形成了“领导小组 －机关 －科室”专项
整顿活动的三级组织保障体系。

２．２　宣传教育广泛深入
医院以“全面统筹、深入发动、广泛宣传”为思

路，加强了专项整治的宣传教育；实施了“主管主要

抓、分管亲自抓、承办全程抓、科室合力抓、全员齐力

抓”的工作落实联动机制，开展了“五个一”活动：召

开了一次全院动员部署大会、建立了一个整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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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重点科室、重点人群，对重点质量环节采用全

面检查、抽样检查或定期检查，并采取相应控制措

施，及时纠正存在的质量问题。

２．４．３　强化约束机制，严格实施奖惩制度　运用激
励与约束相结合的方式，将每季度医疗质量检查的

考评分数纳入科室综合目标考核，作为科室的绩效

评价指标，与科室奖金分配挂钩，增强质控工作的约

束力；设立医疗质量奖、优秀病历奖，对质量管理工

作突出的科室和个人给予奖励；建立医疗缺陷责任

追究制度，对违反医疗规章制度者坚决严肃处理。

３　引入持续质量改进理念，建立医疗质量安全管理
与持续改进的制度和模式

　　在卫生部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的指导下，
２０１２年我院开始探索并建立了医疗质量安全管理
与持续改进的制度和模式，指导全院实施医疗质量

安全管理与持续改进工作，主要体现为：

３．１　建立科室质量与安全管理小组，明确科主任和
科室质量与安全管理小组的职责

根据医院工作总体要求和安排，科室质量与安

全管理小组需在每年年初制定本科室质量管理计划

和年度目标，并组织实施和落实；小组成员需围绕本

科室病种特点和质量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定期进行

分析影响住院诊疗计划／方案执行和围手术期质量
与安全管理的因素，进行管理与评价，制定质量持续

改进的意见，优化医疗服务系统和流程等。

３．２　形成全院共同参与质量与安全管理的医院文
化

通过制定《医疗质量安全管理与持续改进工作

手册》，建立医疗质量安全管理与持续改进的模式，

组织全院按照ＰＤＣＡ循环实施医疗质量安全管理与
持续改进。以“抓管理、促质量、保安全”为目的，通

过编印 ＰＤＣＡ学习手册、邀请院外评审专家进行质
量管理和ＰＤＣＡ相关知识培训、组织开展 ＰＤＣＡ优
秀案例竞赛等形式，发掘员工的创造力，利用质量管

理工具和手段，查找和改进工作中存在的不足，逐步

形成全院共同参与质量与安全管理的医院文化。

３．３　加强科室质量与安全管理培训学习
医院明确各科室必须组织新来院医生、研究生、

进修生，在进入本科室第一周内学习医院各项规章

制度和质量标准。全科员工每年应进行不少于２次
有关医疗卫生法律、法规的学习，每季组织不少于１
次的医院规章制度学习。

４　建立医疗风险管理体系，强化全院风险管理意
识，有效减低医疗风险的发生，促进医疗质量改进

　　医疗不良事件的正确识别、评估和处理，是医疗
风险管理的重要环节［３］。我院参照企业风险管理

模式，通过优化医院内部环境、制定目标和制度、事

件归纳分类、正确评估、合理应对、流程控制、畅通反

馈、动态监控以及建立不良事件项目管理小组进行

系统流程再造等方面，构建有效的医院不良事件内

部管理体系［４］，改变过去以制度建立、缺陷管理为

主的自上而下行政化管理模式，逐渐转变为以行政

管理与项目推进结合的立体管理模式，改善系统缺

陷，促进医疗质量改进。

５　建设与现代医疗质量管理体系相适应的信息质
控平台，实施医疗质量的系统实时监控

　　２０１１年开始我院实行基于院内信息平台的电
子病历建设改造，通过实施 ＨＩＥ平台建设和改造，
整合医院各级信息系统，从而对内提高实时监控水

平，并着手构建 ＭＲＳ全院智能分析平台，同时对外
接入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如国家网络直报系统），基

本实现了数据共享、对内质量监测与对外网络上报

的管理效能。

５．１　医院内部的体制约束及信息使用规范化和标
准化

　　为确保信息平台的应用规范化，尽可能避免出
现“电子管理真空”，医院制定了一系列规范措施。

５．１．１　电子病历的结构化和标准化　我院对电子
病历反复进行结构化和标准化改造，以达到质量管

理与数据挖掘的要求。

５．１．２　规范首页数据的填写　对病案首页的重点
指标加强质量控制，如病例分型指标、是否有３１天
内再住院计划指标、手术分级指标、手术后非计划重

返手术室等指标，填报缺陷较多，为此医院成立病案

首页数据项目的 ＱＣ小组，通过对病案首页的填写
重新进行规范、制作指引和培训，对数据的填报进行

横断面分析，通过计算机进行自动纠正和提醒等方

式，重新规范数据的填报，提高首页填报质量。

５．２　建立医疗质量实时控制管理功能
基于信息交换平台电子病历系统除满足业务科

室常规功能外，还必须满足医疗质量的实时监控和

分析功能［５］。如全过程病历质控系统、临床路径管

理系统、危急值管理系统、阳光用药监测系统、抗菌

药物分级管理系统、Ⅰ类切口手术和介入治疗抗菌
药物使用管理系统、不良事件上报管理系统等质量

监控系统的开发和使用，基本实现医疗质量实时控

制的要求。

５．３　全面构建医院领导管理与决策支持系统
随着医院信息化的发展，现代医院借助信息技

术逐步从粗放式的管理模式转向精细化的医院管

理［６－７］。为提升我院医疗质量数据分析及质控能

（下转第１８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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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及决策层，每季度召开会议研讨、分析、处理质量

管理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对医疗安全（不良）事件及

医疗纠纷中的典型案例进行评议，综合评价医疗质

量，制定医疗质量管理决策。

１．２　加强部门合作，强化执行层质量监管作用
执行层为质量管理部门和各职能部门。２００９

年为适应现代医院管理的需求，成立了质量管理评

价处，承担全院质量评价、医疗风险管理和评审评价

等职能。各职能部门履行本领域质量与安全管理职

责，制订并实施质量管理工作计划与考核方案，对重

点部门、关键环节和薄弱环节进行定期检查与评估。

１．３　建立科室“三维结构”立体质控网络，加强执
行层的自控和互控

通过发挥高、中、初级技术人员之间自上而下的

技术指导和把关、医护技人员之间的横向技术协同

和监控，以及个体化技术操作的自我质控和自我约

束，形成良性循环的三维质控网络。

２　建立与持续改进全面质量管理评价标准，实施标
准化质量管理

　　基于“大质量观”的理念下，我院建立了与绩效
挂钩的质量管理评价标准体系。《科室质量管理考

核评价标准实施细则》（以下简称《评价标准》）根据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评审评价相关要求持续、动态

调整，逐步实现对医疗技术、服务质量、医疗费用和

科室管理等全方位、系统化的质量评价，并适用于包

括临床医技科室、门急诊、行政后勤的全院所有部门

和科室，科室质量管理考核评价指标占绩效考核的

２０％。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２．１　临床科室质量评价体系

临床科室质量评价体系采用综合指标评价方

式，包括住院部和门诊。例如对住院部的质量评价，

首先设立一级指标，包括医疗管理指标、医学教育管

理指标、护理管理指标、医院感染与疾病预防管理指

标以及科室管理指标等五大类指标，其中医疗管理

指标权重最大，占５７％。在一级指标的基础上，细
化二级指标与三级指标，并制订详细的考核标准、考

核方式与考核周期，最后确定考核部门。

终末指标考核是医疗管理指标的考核重点，具

有较强的客观性和导向性，主要由治疗质量指标、工

作效率指标、诊断质量指标、重返类指标以及抗菌药

物临床合理应用指标等构成，占医疗管理指标

３０％。所有的终末指标均根据前三年数据，制定各
科标准。

在设置终末指标时，综合考虑以下几个方面：①
是否符合国家的相关评审评价标准。②是否与现代
医院发展模式相适应。③是否具有可量化，客观性

强，能综合反映医疗质量和医疗技术的特点。例如

治愈好转率、危重病抢救成功率等指标虽沿用多年，

但主观性强，不能客观评价医疗质量水平；床位使用

率设置上限不适用于大型三级综合医院的发展模

式；平均住院日的经济导向性过大，不利于优化病种

结构和提升疑难危重病种的诊治质量等，因此需逐

步摒弃不适用的指标，降低平均住院日的权重，逐步

引入与医疗质量与医疗技术相适应的ＤＲＧＳ死亡率
指标、重返类指标、手术并发症指标等，摆脱过去

“以量的扩张论成败”和急功近利的思想，实现以质

量指标为导向的医院发展模式的转变，促进医疗技

术与质量的提升，保障患者的安全。

２．２　部分临床与医技科室质量评价体系
部分临床与医技科室质量评价体系既体现了共

性管理，也体现了个体化、精细化质量管理的特色。

２．２．１　共性管理特色　医技科室的质量评价由基
础指标、环节指标和终末指标构成。虽然各科室的

环节指标不同，但在科室管理和服务质量方面存在

共性，因此设置基础指标和终末指标为固定指标。

２．２．２　个体化、精细化质量管理特色　医技科室的
环节指标根据科室的职能和质控重点分设，综合考

虑以下因素：①是否符合医院评审评价标准。②是
否符合医院相关管理规定和流程。③是否以“患者为
中心”。因此环节指标的制定重点关注服务质量、患

者安全和医疗质量安全管理与持续改进等方面。

２．３　行政与后勤职能科室质量评价体系
行政、后勤职能科室的质量评价体系与考核标

准遵循“临床为患者服务，行政后勤为临床服务”的

宗旨，考核重点为行政管理对临床、医技服务的时效

性，主要通过满意度和指标考核两大部分进行考核，

其中满意度考核根据临床与行政后勤接触系数的权

重进行划分，分别由行政后勤互评、领导评价和临床

评价三部分组成，指标考核主要体现为内部管理的

考核等。

２．４　实施多途径的全面质量评价方式
我院通过坚持“六查”、加强重点部门和环节检

查、建立合理的奖惩制度、畅通反馈机制等方式，充

分发挥全院三级质控网络成员的职责，形成分片、分

点自查互控的闭环监控体系，加大了日常质控工作

的督查力度。

２．４．１　坚持“六查”，严格履行质量监控与评价工
作　我院长期坚持自查、互查、抽查、季度检查、年终
检查和突击检查等“六查”质量监控方式，严格按照

《评价标准》实施全面质量检查与评价，评价结果与

绩效管理挂钩。

２．４．２　加强对重点部门、关键环节的质控　实施以
环节质量为重点的全程控制管理模式，尤其抓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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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质量观下现代医疗质量管理体系的构建与应用

李　菁　李嘉颖　黄　茹　刘秋生

　　【摘　要】　目前国内较多医院仍停留于“小质量观”进行医疗质量管理，未能真正建立全过程、全方位的全面质
量管理模式。随着国家评审评价标准的出台以及数字化医院建设的需要，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现代医院质量管

理为管理理念，以信息化平台为依托，以绩效管理为基础，构建多层次、多维度质量管理架构、持续改进全面质量管理

评价体系、建立医疗风险管理体系、实施医疗质量实时控制，全面推行大质量管理，实施标准化、系统化管理，实现医

疗质量持续改进。

　　【关键词】　大质量观；现代医院质量管理；全面质量管理评价体系
　　中图分类号：Ｒ１９７．３２３．４　　文献标识码：Ｂ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３３２Ｘ．２０１６．１２．０３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Ｇｅｎｅｒ
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ＬＩＪｉｎｇ，ＬＩＪｉａｙｉｎｇ，ＨＵＡＮＧＲｕ，ｅｔａｌ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ｍａｎｙ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ａｒｅｓｔｉｌｌｓｔｕｃｋｉｎ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ｅ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ｓｔｅａｄｏｆ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ａｔｒｕｌｙｗｈｏ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ｅｄ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
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ａｎｄ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ｆｆｉｌｉ
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ＳｕｎＹａｔ－ｓ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ｂｕｉｌｔａ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ｂｙ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ｏｖｅｒａｌ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ａｍｅｄｉｃａｌ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ｏｕｔａ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ａｒ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ｍｅｅｔ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ｃｈｉｅｖ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ｌ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ａｒ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ｒ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ｖｅｒａｌ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Ｑｕａｌ
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ｓ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ＳｕｎＹａｔ－ｓ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０８０，Ｃｈｉｎａ

　　传统的医疗质量管理建立在生物医学模式基础
上，这种质量观可称之为“小质量观”，它着重的是

医疗服务的及时性、安全性和有效性，局限于医疗技

术和医疗效果的质量管理，基本不涉及服务质量及

医疗费用。

　　在现代医学模式和医疗市场的影响下产生了现
代的医院质量观，即 “大质量观”，它是指在现有医

学知识的基础上，医疗服务可以提高满意结果可能

性的程度和降低不满意结果可能性的程度。“大质

量观”是涉及医疗技术、服务质量、医疗费用和管理

质量的全方位、系统化的质量管理概念［１］。

　　为适应现代医院管理的需要，符合医院评审评
价的要求，努力创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医院以及建

设数字化医院整体目标的背景下，中山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在基于“大质量观”的理念下，积极借鉴质量

管理方面的经典理论及先进管理方法，在全院范围

内构建一个以病人为中心、五个方位（质量管理组

织架构、质量管理评价标准、持续质量改进体系、医

疗风险管理体系、医疗质量信息监测）的建设，形成

多层次、多维度的立体网状式全面医疗质量管理体

系，推行量化管理，突出全程全时的质量监控，进一

步强化医疗质量管理，转变过去粗放式管理为精细

化管理，实施标准化／系统化质量管理，促进持续质
量改进，增强医院的核心竞争力。

１　建立与完善医疗质量管理组织架构，构建多层
次、多维度质控网络，适应现代医疗服务质量管理模

式的要求

　　从质量管理组织架构上，我院建立一个由决策
层、控制层和执行层组成的全员参与的三级医疗质

控网络，形成宏观管理与微观质控相结合的多层次、

多维度质量管理架构，以适应现代医疗服务质量管

理模式的要求。

１．１　充分发挥院级质控的决策能力
强化院级质量管理委员会功能，参与并落实医

疗质量管理，是实施三级医疗监控的重要支撑［２］。

２００９年我院成立医疗副院长担任主任委员的医疗
质量管理委员会，作为医疗质量管理的院级咨询、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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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药。因此，有了回顾性的输液笺，定期的输液处方

点评有据有查，成为超病种管控的关键一环。

３．２．３　超药品管控是门急诊输液管控的拓展延伸
　　经过半年门急诊输液的存量监控，通过定期的
输液处方点评，有效抑制了超量、超病种输液处方的

开具。在前期，全面取消门诊静脉输液使用控制性

用药的举措、急诊仅保留部分控制性用药的基础上，

我院于２０１６年３月１日起，将门急诊输液管控的范
围拓展延伸到超药品管控，全面禁止在门急诊使用

中成药进行静脉输液，并有计划在下半年禁止绝大

多数抗生素在门诊的静脉使用。

３．３　实时调整，密切关注控制成效
　　在三步措施的实施期，对于实施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我院也及时地给予调整，以杜绝漏洞。如：信

息系统的漏洞被部分医生利用，一个流水号给就诊

患者开具并打印七张输液处方的拆分行为；输液笺

中要求医师录入的患者信息部分，有医师图简便，以

数字选项代替患者主诉；部分备案超量使用的专科，

出诊医生在适应症上把控不严等，我院积极利用信

息系统建设进行漏洞完善，要求信息系统限制处方

的拆分行为；对输液笺进行调整，规范了主诉、病情

摘要（主要体征）和检验检查结果等三部分为必填

项目；加强输液处方的点评力度，每月定期在院内进

行公示处罚等，时刻关注管控进程，确保管控力度与

深度“两手抓，两手硬”。

４　管控成效及存在不足

４．１　门诊输液管控成效
　　管控实施以来，通过门诊巡查、处方点评、诫勉
谈话、处方公示等方式稳步落实各步骤实施效果。

在管控初期，随着管控措施的不断推进，成效明显，

输液量迅速从最初的日均２３０人次／天，降到２０１５
年９月份的８２１人次／天，１０月份管控出现了适度
的疲性，部分管控漏洞、处罚力度不够，输液量出现

适度反弹，在输液笺功能完善、输液点评力度加大、

处罚公示出台后，门诊输液量持续下降，目前门诊的

输液总量已基本降到理想的状态，见图１。

图１　医院实施管控以来门诊输液量变动图

４．２　急诊输液管控成效
　　急诊的输液量相对而言，受季节变化、节假日的
影响较大，在实施管控以来，基本维持在８０～１２０人
次／天的输液量，整体而言，相对平稳。出现波峰的
时间段，主要是国庆、元旦、春节等假期，以及流感爆

发的季节交换时节。而从处方点评的细节来看，超

天数、超病种的管控基本消除，急诊的输液管控空

间，主要出现在适应症的把控不严、仍然存在的部分

控制性药品的使用规范等。在第三阶段，全面取消

中成药制剂提取物的静脉输液后，急诊输液量的水

分将进一步压缩，见图２。

图２　医院实施管控以来急诊输液量变动图

４．３　我院实施门急诊静脉输液管控的不足及思索
　　我院在探索门急诊静脉输液管控中，仍然遇到
部分专科、部分医生的思维观念转变慢；监控处罚时

机滞后；门急诊输液统计口径差异；超适应症输液处

方仍然存在；急诊输液指征把控不严；急诊控制性用

药仍然存有压缩空间等问题，需要医院通过信息系

统功能完善、加大医生宣教处罚力度、梳理数据统计

口径、坚持常态门急诊输液处方点评等方式，通过持

续不懈的努力，进一步压缩门急诊输液的存量，为全

面取消门诊静脉输液，从严管控急诊静脉输液打下

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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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血管，带来的人体细菌耐药性现象越发严重，重症

感染面临无药可用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外，一些门诊

静脉输液带来的药物不良反应，如医源性感染、发

热／过敏反应、诱发肺水肿等等。
２．１　医生诊疗习惯难以改变
　　门急诊静脉输液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
事，在国内外医学专家里眼中，输液相当于一场小手

术，这样的“风险”本可以避免。要想彻底改变，不

仅需要政府主管部门大力推动宣教，还需要以大型

医院为代表的医疗机构积极引导实施，广大患者积

极配合。在实施过程中，政府主导是保障，医院实施

是关键，患者转变是目标。处于关键地位的医院，或

者说是医院的医生占据相对的主动权，这就要求医

生在诊疗过程中，要遵守医疗常规，不乱用不滥用静

脉输液，积极配合政府扭转社会偏颇观点，适度合理

医疗。

２．２　患者就诊观念
　　长期以来，由于门诊输液成为一种治疗习惯，很
多患者仍然保持着“输液病痊愈快”的传统观念，相

关统计显示，２０１０年我国平均每人输液８瓶，门诊
输液率高达６０％至７０％，人均抗生素使用量是国际
水平的１０倍左右，其中八成左右患者根本不需要使
用抗生素。

３　我院实施门诊静脉输液管控的步骤及成效

　　 我院作为一家门诊量大，门诊输液多的大型综
合性医院。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门诊量均达到 ４００多万，
日均门诊静脉输液超过２５０人次以上，高峰时达到
５００人次／天。２０１５年下半年以来，为有效应对分级
诊疗的形势，减少门诊药物不良反应，积极推进大型

综合性医院转型升级，我院决定在我院最大的门诊

部试行门诊静脉输液管控措施。考虑到群众的接受

度，为平稳过度，试运行采用“加强宣传，积极引导，

分步实施、稳步推进”的方式，避免一刀切的武断措

施带来群众的负面投诉。

３．１　加强健康宣教，做转变群众观念的先行者
３．１．１　健康宣教在就诊之前　医院由医务部门牵
头，在试运行期间多次组织多部门协调会，明确门诊

静脉输液管控的要求。为避免就诊患者反应过激，

医院药学部积极进行药物使用引导，通过编制《患

者安全用药小手册》，张贴《患者静脉用药安全小知

识》宣传栏，培育患者正确的治疗观。门诊部门认

真做好导诊分流服务，通过预约挂号、导诊分诊等环

节向咨询服务的患者发放宣传册，向患者进行健康

宣教。在患者就诊的流程之前，就首先将输液管控

的意识在患者中进行传播，耳濡目染，减轻医生诊疗

释疑环节的压力，有效化解了医生在执行政策中的

抵触情绪。

３．１．２　接受转变在就诊之中　对于患者而言，医生
的宣教是最容易接受的。因此，除了就诊之前的健

康宣教外，在输液管控的实操中，医院对临床科室出

诊医师首先进行宣传告知，在医生群体中进行输液

管控的政策引导，并通过处方点评的方式，对多名习

惯于开输液处方的医师事先进行重点谈话，提前告知

医院的管控措施。在得到医师们的广泛认同后，于

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０日正式在医院全部门诊实施静脉输液
管控。同时，通过对医生的有效引导，患者在就诊期

间，开始逐步尝试接受门诊静脉输液管控的事实。

３．１．３　传播观念在就诊之后　“能吃药不打针，能
打针不输液”，治疗手段与病情相适应，这个医学的

基本原则应当重新回归。通过就诊之前、就诊之后

的反复沟通与宣传，让患者了解到过度医疗的危害，

明白不必要的治疗只会让副作用激增，树立：“院门

诊能解决的问题，他就不应该接受输液。将静脉输

液的范围控制在急诊和住院”的观念，自觉向身边

的群众传播输液合理性的观念。能有效对过度医疗

起到遏制作用。

３．２　分步有序实施，密切监控门急诊输液存量
　　医院在分步实施门急诊输液管控中，分成超量、
超病种、超药品三步实施。并根据各阶段管控成效，

调整分步的实施进度，确保门急诊静脉输液管控平

稳推进。

３．２．１　超量管控是门急诊输液管控的基础　医院
在实施初期，即通过信息系统禁止门、急诊开具超过

一天量的输液处方。对极个别需要多天门、急诊静

脉输液的专科、病种，由所在科室的专科医生提出书

面申请，经由药学、门诊、质控等多部门组成的专家

组进行讨论后，经医务部门审批开放部门专科的多

天输液处方权限。

３．２．２　超病种管控是门急诊输液管控的核心　无
论是未来支付方式变革，还是临床管理工具的不断

进化，病种控费、病种管理等依托病种的管理方式，

将是医疗管理的精细延伸。因此，医院引用安徽省

卫计委公布的５３种不需输液治疗的病种，作为我院
门、急诊输液超病种管控的第一步，强调对输液适应

症的管控。在实际推进中，考虑到现有医疗流程中：

医师手写门诊病历，门诊病历由患者自行保管的现

状下，对超病种用药的处方点评难以有病情记录依

据，难以监督医师的诊疗行为。我院在２０１５年１１
月２日通过设立输液笺制度，作为门诊电子病历系
统尚没有完善的补充，主要做法是：让医师在通过处

方系统，开具输液处方的同时，同时填写简要的输液

笺，输入必要的患者信息，方可打印输液处方；患者

在取药时，输液处方和输液笺需同时交给药房，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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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立　李俏君　旋妮玲：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医学科学院　

广东广州　５１００８０

广东某大型公立医院门诊静脉输液管控的实践与探索

姜　立　李俏君　旋妮玲

　　【摘　要】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公立医院加强内部管理、加快转型已经成为业界共识。控制门诊静
脉输液是符合医改方向的一个重要管理举措，无论是对于医院结构转型，还是防止滥用输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各大公立医院都在纷纷开始推行。笔者以广东省人民医院门诊输液管控为例，通过实施管控门诊输液，探索如

何逐步推动公立医院改革，使公立医院回归到收治疑难重症疾病轨道，力求为其他医院开展相关管控措施提供参考

依据。

　　【关键词】　大型公立医院；静脉输液；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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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院自２０１５年８月起，率先在广东省综合型医
院中试行门诊静脉输液管控，以“加强宣传，积极引

导，分步实施、稳步推进”为原则，措施实施以来门

诊输液量得到有效控制与降低，输液反应次数明显

减少，取得了较好成效。本文以我院为例，着重论述

了在实施门诊静脉输液控制过程中的措施和实施效

果，以及存在问题。

１　国内门诊静脉输液及管控现状

　　早在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国家卫计委公布了“合理用
药十大原则”，明确了临床用药的四大基本原则：用

药应遵循“能不用就不用、能少用就不多用，能口服

不肌注、能肌注不输液”。但是，医院对门诊输液的

门槛设置低，对患者适应症把控松，再加上个别医

院、医生、医药公司的经济驱动，从而导致静脉输液

泛滥的现象成了中国各级医疗机构：从小诊所到大

门诊部，再到各大医院门诊的通病，人满为患的“吊

瓶森林”已成为中国国情，超级耐药细菌无情肆虐，

已经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

　　这种现象触动了部分地方政府和医院的调控神
经：如：倒逼出了安徽史上“最严的限抗令”，５３种常
见病不需输液；杭州邵逸夫医院、宁波市第一医院、

江西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北京航空总医院等纷

纷跟进对门诊静脉输液进行了管控甚至取消。２０１５
年江苏省卫计委下发通知，对门诊输液做出最新规

定：从２０１６年７月１日起，除儿童医院，全省二级以
上医院全面停止门诊患者静脉输注抗菌药物；２０１６
年前，除了儿童医院，全省二级以上医院全面停止门

诊患者静脉输液，引发了社会的热议。经过全国各

地多家医院的试点，除了刚开始群众一哄而散的抱

怨，并没有看到这一模式产生的危害，反而我们看到

大型公立医院，通过限制静脉输液，有效转变了门诊

病种结构，将一些门诊常见病、多发病的患者分流至

基层医疗机构；大大减少了药物不良反应，大量人群

免除了不必要的痛苦和医疗风险。可以说，控制门

诊静脉输液不仅仅是有效应对抗菌药物耐药性的有

力举措，更是大型医院分级诊疗的必经之路。

２　静脉输液难以控制的原因

　　静脉输液在目前临床上广泛应用，却又是公认
最危险的给药方式，除了因为大量抗菌药物流入病

８０８１ 现代医院２０１６年１２月第１６卷第１２期　医院管理篇　Ｍｏｄｅｒ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Ｄｅｃ２０１６Ｖｏｌ１６Ｎｏ１２



间的学术交流和成长。在保持对青年科学人员的支

持和激励外，对于３６～４５岁年龄阶段及其他年龄阶
段科研人员的特点，加强激励作用。对于首次申请

面上项目的科研人员，加强对项目特点的解读，不仅

邀请经验丰富的专家，同时也邀请一些科研能力突

出的中青年科研人员进行申请书撰写的辅导，针对

本年龄阶段的特点提高申请书的质量。而且在申报

阶段，科研管理部门为科研人员“减负”，更好地理

解指南要求和变化，针对共性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３．３．２　落实激励措施，加强人才培养　保持学科的
活力需要在学科中营造良好的科研氛围，充分发挥

各学科带头人在学科建设中的领头羊作用，以及全

方位的、有筛选的、有计划的、有目标地培养高层次

人才。结合医院学科特点，积极培养、引进能支撑医

院现有学科发展的杰出人才，以拓宽医院优秀人才

梯队。在今后的科研管理工作中应加强科研管理工

作的针对性，对于不同的项目类型申报以及不同的

申报人群采取对应的激励与支持方法。尤其要充分

发挥中青年人才的潜力，促进中青年研究者间的学

术交流和成长，进一步梳理人才链。树立科研绩效

管理理念，全面地掌握科研进展情况，为科研资源的

优化配置提供科学依据［４］。

３．３．３　多方面促进学科建设，积极开展合作研究　
逐步打破学科间的壁垒，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

促进学科交叉，充分发挥和整合优势资源，对强势学

科进行引导，提供合作平台，促进已有较好基础的研

究方向或学科生长点开展深入、系统的创新性研究，

使得它们能够引领国内乃至国际相关学科的发

展［５］。加强既有重点实验室对学科建设的支撑作

用，通过高层次人才聚集、对外开放交流促进学科交

叉，使重点实验室成为促进学科交叉的平台，并在交

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发展中大有作为［６］。加强建设

国际合作平台，并探索在重要领域与优势研究机构

的合作。有效促进与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彼此交

流和相互学习，产生大量新思想、新理论、新方

法［７］。依托国际合作基地进行整体的规划和孵育，

定期展开国际合作交流以深化合作和促进，保证科

学研究的先进性，能在一定程度提升研究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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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系统、Ｈ０６运动系统、Ｈ０９神经系统和精神疾
病、Ｈ１６肿瘤学、Ｈ１８影像医学与生物医学工程）的
申请数量占总申请数的５９０９％，同时这５个学科
代码是资助占比前５，占总被资助项目的６０６３％。
从科室分布角度，在６９个临床科室中，有１１个科室
近五年资助项目超过１０项，同样有１１个科室没有
获得立项。学科发展的不平衡是医院发展中常见的

现象，如何将强势学科继续做大做强，同时带动医院

其他学科蓬勃发展对于整个医院的学科建设工作亟

待解决的问题。

３　讨论

３．１　十二五期间医院科研工作的特点
　　十二五期间，中山一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和
资助的数量稳定增长，进入良性发展轨道。基金委政

策调整，如设立医学科学部，放宽女性青年科学基金

申报年龄等为医院科研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会，

同时医院及科研管理部门在以下方面做出改进。

３．１．１　建立激励机制，加强青年人才培养　在十二
五期间，中山一院出台、实施了一系列促进科研的项

目和政策。医院每年投入大量资金，为已经获得的

自然基金等科研项目设立“配套基金”为其实施提

供院内支持；通过对于科研成果、科研论文和专著进

行奖励进一步激励科研人员。这些激励措施激励了

科研人员的研究热情，受资助的项目为十一五期间的

２３倍。同时实施“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花力气
培养一批优秀的年轻科研人员。对青年人才的系列

培养工作有效地提高了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率。

３．１．２　优化管理流程，完善科研管理工作　在此期
间中山一院科研管理部门逐步摸索适合本院的国家

自然基金管理办法，不断向着精细化管理努力，并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从申请阶段开始，科研处以多种

形式如举办申报讲座，开展科室动员会最大程度的

传达指南的精神和要求；通过邀请经验丰富的知名

专家举办项目讲座，帮助申请者及时了解最新申请

动态以及申报工作中的注意事项；召集院内外专家

为项目申请者从标书撰写、科学问题凝练方面进行

辅导，从而提高申请书的质量。

３．１．３　加强平台建设，垒实学科建设基础　为夯实
科学研究的基础，中山一院在原有优势学科的基础

上积极建设科研平台，现已建立１个国家级重点实
验室，７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并建设了转化医学中
心平台以及组织样本库为基础的公共实验平台，以

ＰＩ牵头实施目标责任制，进一步培养队伍组成合
理、具有创新能力的科学研究人员。通过平台的孵

育作用，培养科研人员从临床医学工作者日常医学实

践中发掘和凝练科学问题，着眼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

相结合的转化医学研究。同时中山一院着眼于国际

合作，现阶段已与世界２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机
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交流关系，和其中一些医疗机构

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作为“广东省国际合作国际科

技合作基地”。国际合作学术交流活动活跃。

３．２　存在的问题
３．２．１　科技人员分布不均衡　医院中级职称人员
和３６～４５岁年龄段的资助率明显低于其他年龄段。
这种不均衡的现象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引起的。首

先，在医教研综合性医院，广大科研人员存在“临

床”和“科研”两肩挑的情况。现有的临床任务繁

重，作为各科室临床“中坚力量”的中级及副高人员

普遍反映由于时间紧张导致在申报阶段无法更好地

理解指南要求并雕琢好申请书。其次，３６～４５岁年
龄段申报的项目正从青年基金向面上基金转变。两

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申请人的职称、社会兼职、课

题组中级人数、获奖情况对青年科学基金申请书获

得资助有重要影响［３］，而面上项目与青年科学基金

不同，影响其资助的重要因素包括：申请书中ＳＣＩ文
章、已完成和承担的课题、中英文参考文献等［３］。

科研人员尚未充分理解两者的申报要求差异，科学

问题的凝练和提出不充分，撰写的思路和技巧不足。

３．２．２　科技人才队伍竞争力有待提升　现阶段３５
岁以下青年科研人员的青年科学基金资助率较高，

体现了较高的平均科研素质。但是在人才基金的其

他类别，即更高水平的人才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等项目获资助的项目数较少，且未

获得过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的资助。我院的科技人才

队伍竞争力亟待进一步加强。学科带头人的遴选，以

及作为科研工作的中坚力量中青年人才的培养。

３．２．３　重大重点项目承担能力欠佳　现阶段中山
一院重大重点类项目承担数量较少，研究深度还较

大的上升空间。现阶段的研究团队的组建结构相对

松散，基本上是科室为主。尚未做到以重要科学问

题或者重大疾病为中心组建科研团队。在科学问题

的选择上缺乏立足本学科所在领域需要的大局观，

科研团队的建设未完全落实以 ＰＩ制度集中优势力
量整合。国际合作方面，现阶段以自发为主，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和非规律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合作

工作的进展和深化。

３．３　对策
３．３．１　完善科研管理，实施精细化管理　针对人员
分布不均衡的情况，科研管理部门应分析并结合现

状，充分发挥中青年人才的潜力，促进中青年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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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的资助率明显高于基金委的平均资助率。

表１　中山一院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度国家自然基金申请和资助项目类别情况 （资助数／申报数）

２０１１年度 ２０１２年度 ２０１３年度 ２０１４年度 ２０１５年度 总计

面上项目 ４１／２０１ ４４／２１１ ５２／１７７ ３８／１１５ ３９／１６５ ２１４／８６９

青年科学基金 ２６／６７ ２３／７５ ２３／７９ ２７／８３ ３４／１０２ １３３／４０６

重点项目 １／７ ０／２ ０／５ １／５ ２／６ ４／２５

联合基金 ０／０ ０／１ ０／２ １／５ ０／０ １／８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０／２ ０／５ １／５ ０／５ ０／５ １／２２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０／３ １／１ ０／１ ０／１ １／６

国际合作项目 ０／０ ０／０ ０／３ ０／１ ０／０ ０／４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１ ０／０ ０／１

其他 ０／２ ０／１ ０／１ ０／０ ０／０ ０／４

图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中山一院与基金委整体平均资助率情况

　　在十二五期间，中山一院重大重点类项目较少，
高层次人才项目也较少。其中重点项目、联合基金

重点项目、杰青、优青等项目获得数量较少，重大研

究计划仅获培育项目资助，重大项目、国际合作项目

等项目类型中山一院暂时没有获得资助。在申报阶

段，面上和青年项目占到了总申报项目的９４７０％，
在资助项目中，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占到了

９８２４％，整体的研究水平还处于比较基础的阶段。
２．２　年龄分布及职称情况
　　在申请方面，中山一院年龄结构基本合理，３５
岁及以下占２８２０％，３６～５０岁占到了总申请人数
的５６９９％，５１岁及以上人员占总申请人数的
１４８１％。但是在获得资助的人群中，３６～５０岁占
比下降到４３４８％，其中３６～４５岁在获得资助的人
员中占比较低。分析到各个年龄段的资助率也可以

发现，３６～４５岁年龄段的资助率明显低于其他年龄
段（图２）。

图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年龄段资助率

　　拥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人员占申报
人员的大多数，为 ６９４３％，其中正高职称人员
４１８４％，在所有职称中占比最高。副高职称人员占
２７５９％，中级和初级职称人员分别为 １６６５％、
１３８０％，博士后人员占 ０１２％。这个比例在获得
资助的人员中却出现明显变化，正高职称人员占

４５７８％，副高职称人员 １６３９％，中级职称人员
１７５９％，初级职称人员占２０２４％。初级职称和正
高职称人员占比升高，副高职称人员的资助占比较

之申请相应占比出现明显下降（图３）。

图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和

资助各职称占总比情况

　　有研究显示研究最佳年龄集中在２５～４５岁之
间的区域里，其峰值年龄约为３７岁［２］。但是在中山

一院国自然资助人员中分布并不完全一致，３５岁以
下的人员资助率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但是３６～４５
年龄段在中山一院资助率中较低。

２．３　学科分布情况
　　在项目的申报中９６０９％选择在医学科学部，
在资助方面９５６５％的项目为医学科学部，充分体
现了医院的学科特点。在医学科学部的３１个学科
代码中，中山一院近５年申报了其中的２８个，其中
２５个学科代码获得了项目资助。学科分布较为广
泛。但学科之间差距较大，有１１个学科代码下申报
少于或等于１０项，申报最多的５个申报代码（Ｈ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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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笔者对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集中受理阶段项目的申请和资助
信息进行分析，主要指标为科研人员项目类别、职称、年龄、学科分布。结果表明近５年中山一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情况与申请情况比较，学科发展及人群分布不均衡，研究深度需进一步加深。在日后的工作中，应结合自身特

征，加强科研管理的针对性，加强学术交流，促进学科引导从而保证申请的数量及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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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国内资助基础研究的主要
渠道之一，其资助的项目代表了我国基础研究的国

家水平，其以公平、公正、公开的评审程序和科学规

范的管理机制为科技界所广泛认同。各高校和科研

院所均以获得基金项目的类别和数量作为衡量本单

位基础研究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指标，对于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学术核心竞争力的培育等工作都具有重

要意义［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是中山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中山一院）获批科研经费中

最典型和最稳定的项目类型。本文以中山一院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自然基金申请和资助情况作为分析
对象，分析中山一院自然基金的申请和资助特点，并

总结基金的管理方法，为临床医学科研管理的进一

步发展提供建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医院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集中受理阶段）项目的申请和资助信息。收

集并分析申请人和受资助人员的职称、年龄及项目

类别等信息。

１．２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软件建立数据库，对于连续性
数据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项目类别情况
　　从２０１１年开始，中山一院的科研人员在项目指
南的指导下进行申请。如表 １所示为中山一院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各项目资助和申报情况（资助数／申
报数）。在共计１３４４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
请（集中受理阶段的项目申请）中，面上项目占

６４６６％，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占３０２１％。在受资助
的３５４个项目中，面上项目则占６０４５％，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占３７５７％。国际合作项目及海外及港澳
学者合作研究项目申报数量较少，且未获得资助。

　　中山一院主要项目类型（面上项目及青年科学
基金）的资助率与基金委整体项目平均资助率比

较，除面上项目２０１１年资助率略低于基金委平均资
助率，其他均高于基金委平均水平（图１）。其中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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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作为公立医院的举办主体和监管者，

在医联体构建中应负责整体系统的顶层设计，发挥

主导和统筹作用，根据不同需求予不同配套措施和

政策支持，为各种形式整合创造条件，提升公共资源

公平性。当务之急是出台医保、人事、补偿、运行和

监管等配套政策，实现政府、医院、社会和患者共

赢［１２］。要积极探索建立紧密型医联体，突破现有体

制约束，给予医疗机构更多的自主权，增强整合动

力。统一医联体内财政拨款和医保政策，对整个医

联体实行总额预付制，并分不同级别对各机构进行

报销，给社区患者更多利益，引导患者合理就医。建

立统一的服务质量标准、学科建设规划、信息化标

准、利益分配及绩效考核体系，解决医生在医联体内

合理流动，确保医联体稳妥推进。要借鉴英国在

ＮＨＳ体系中导入内部市场制，实现公立医疗机构的
法人化［３］，以缓解供需矛盾，满足患者医疗服务多

元化与个性化发展的需求，迫使医疗机构把医疗服

务质量置于整体工作的中心，促进其质量的提高。

３．２　合理整合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不同层级医疗机构的合作共赢是组建医联体的

核心。在组建医联体时，应建立科学合理的收益共

享、风险共担机制，改变各机构间相互割裂的局面，

建立医疗一体化系统，在人事、财政、医保统筹方面

科学有序连接，促进资源统筹，真正实现优势互补和

共同发展的目的。要加强合作和对口支援，推动医

生和患者流向基层医院，以提升基层的基本公共医

疗服务水平、功能及参与度，提高居民对优质资源的

可及性。要结合当地的区域规划，限制大医院变相

扩张或单纯追求经济利益，也要避免在整合中出现

大医院对小医院、高层级对低层级医院“帮扶”而削

弱整合动机的现象。同时要提升医联体内部协调合

作能力，避免机构间的竞争，通过分工协作，逐步构

建基层首诊、急慢分治、双向转诊的分级诊疗模式，

现实资源、效率、效益最大化［１３］。

３．３　各级医院应合理定位，实现平衡发展
新医改以来我国基层医疗机构的硬件设施已有

较大提升，而英国的社区守门人制度表明，当前强化

我国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的关键是培养一支以全科医

生为核心的医疗服务团队。逐渐建立社区首诊的双

向转诊制度，将大部分患者和小病截留在社区，实现

公共卫生及保健功能为主，促进和维护居民健康为

其职责。二级医院负责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及急

症患者的抢救，并承接三级医院下转的康复期患者。

三级医院作为区域医学核心，承担危重疑难患者的

救治，开展医学科研，以及指导基层开展业务、培训

学科骨干，全面提升基层技术水平，建立患者对社区

医疗服务能力的信任，让居民放心在基层就诊、康复

等，从而促使各级医疗机构平衡发展，优化资源配

置，推动卫生与社会服务的整合，真正实现“小病在

社区，大病在医院”。

３．４　搭建共享信息平台，丰富诊疗模式
医疗信息的互联共享是实行整合医疗、促进分

工协作的必要条件。英国的医疗信息化建设对医疗

一体化网络的推动作用说明了医联体的有效运行依

赖于信息化［１４］。因此，在我国的医联体建设中，应

搭建沟通各级医疗机构和卫生行政部门的卫生信息

网络平台，全面优化整合区域内的医疗卫生资源，实

现医疗机构和资源的统一调度和共享服务。在社区

卫生机构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并进行健康信息的

动态管理，综合性医院设计健康指导方案并进行评

价，同时保持良好的双向服务的绿色通道。各医疗

机构通过信息平台实现居民在各机构间诊疗资料的

实时采集、全面共享和交换，促进业务协同，以实现

预约诊疗、远程会诊、专家社区坐诊、结果互认和双

向转诊等便捷的优质诊疗服务，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降低医疗成本。

３．５　完善医保政策，发挥其主导性作用
英国的医疗预算７０％ ～８０％由全科医师负责

并承担相应的费用风险，ＮＨＳ与全科医生签约并按
居民健康信息采用按人头付费方式，为社区参与医

联体提供强大激励。对医院多按保险方或国家预先

商定疾病的付费标准采用按病种付费，提高其成本

意识，削弱过度服务动机，并激励将恢复期患者转到

社区后续治疗［３］。而当前我国医联体成员的医保

总量互不相干，严重影响资源共享。要吸引居民首

诊在基层，应通过强化医保政策导向，开展由按项目

付费逐渐过渡到按人头付费结合按病种付费的方式

改革［１３］，将医保费用的管理权逐步下放社区，对医

院转诊患者的医保额度进行单列，真正发挥全科医

师健康守门人的作用。并在医联体各成员间建立稳

定的利益平衡机制和长期有效的激励机制，全方位

推进双向转诊和分级诊疗服务。同时在总额预付制

度下，驱动以居民健康管理为中心，形成由全程的医

疗服务向疾病预防的保健服务演变。

　　总之，在我国医联体的实践探索中依然存在很
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但其优势显而易见。管理学上

没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适合的模式。英国医联体

的实践经验虽给了很多启迪，但由于两国在经济水

平、文化背景、服务模式、人口数量、医疗体制等多方

（下转第１８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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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专科医师共同承担了患者的全程健康管理，保

证了资源的有序共享。

２　我国联合体发展的现状和问题

　　近年来，随着新医改的不断深入，我国医疗卫生
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依然存在医疗资源配置不

平衡、患者流向不均衡等问题［７］。为促进优质医疗

资源纵向流动，２０１３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提出“要
积极探索和大力推广上下联动的医疗联合体机

制”，医联体全面建设工作正式拉开序幕。我国医

联体以三级综合医院为核心，纵向联合区域内的三

级、二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组成的区域性医院联

合体，可分为松散型和紧密型两种形式。松散型医

联体由于未打破原有所有制关系和资产属性，各机

构间在人员调配、利益分配等相对独立，其联盟稳定

性和可续性较差。紧密型是突破原有体制，在所有

权和资产整合的基础上实行人、财、物的统一管理，

形成了真正的利益和责任共同体，但因各级机构既

有的差异，增加了联合难度。而在当前的医疗体制

下，松散型仍然是我国医联体的主要形式［８］。２年
来，医联体在促进区域医疗资源整合、理顺患者就医

秩序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实践探索，但在取

得成绩的同时也凸显了新问题。

２．１　现有的管理体制，阻碍医联体的运作效率
当前公立医院的管理和跨行政区的整合受诸多

行政掣肘，导致医院整合动力不足。在既有的医联

体中组织结构松散，合作多以政府行政命令为导向，

往往流于形式。现行的分级管理制度中，不同级别

和地属机构的财政补偿不统一，三级医院多采用总

额预付制，而二级和社区医院多采取总额控制，导致

资源调控能力不强。同时，多点执业制度仍处于探

索阶段，相应的编制也约束了大医院医生深度参与

基层服务。由于各机构间的业务整合、信息标准及

文化理念等都有较大差异，没有形成依赖利益和责

任紧密关联的相关体及规范的合作方式和具体操作

实施的模式，阻碍了人、财、物统筹管理，导致职能不

清、效率不高，甚至成为医联体推进的瓶颈［９］。尽

管卫生行政部门一直在积极落实相关激励和保障政

策，但缺乏顶层设计，相关政策滞后。

２．２　各机构间的利益博弈，限制资源的紧密整合
当前我国不同层级、地域的医疗机构服务水平

差异较大，也有不同的利益需求和风险承担能力。

在疾病治疗周期中，主要费用支出是前期的检查检

验、手术和药物治疗，其利润空间往往远大于后期的

延续性和康复性治疗。而且在整个利益链条中，受

益最多的是三级医院。在当前未建立有效利益分配

机制，以及医院和医生未获得相应利益的情况下，若

医联体内各医疗机构在患者数量均有所增加时，可

能出现各医院为争取优质患者而推诿普通患者的情

况，难以形成医疗资源的紧密整合。因此各机构利

益的博弈，已成为限制医联体发展的主要障碍。

２．３　各机构间的条件差距，造成患者的错位就医
医改的目的是实现卫生资源的公平可及和高效

利用，这需要医患双方共同参与。但当前我国卫生

资源配置的不均衡，造成居民对基层医院缺乏信任，

担心社区首诊和康复治疗远不及大医院，抵触自上

而下的转诊，而且大医院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缺乏

把患者下转的积极性。同时由于三级医院的药品种

类和数目多于基层医院，患者转诊到基层医院可能

会增加药费支出或难以延续治疗［６］，造成下转的困

难。此外，质量控制标准在各级医院的差距，导致了

结果无法互认。因此，在没有完善的促进医生流动

及引导患者合理就医的激励约束机制下，仅靠医生

下派和再培训，对基层医疗水平的提升十分有限，难

以缓解当前错位就医问题。

２．４　信息共享平台建设的不完善，影响了资源共享
医联体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资源共享，信

息化的发展为资源共享提供了战略平台。通过信息

平台的建设，可以完善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实现双向

转诊、远程会诊、慢性病随访和统一预约，并缩小医

联体成员间的信息化水平差距。但由于当前我国的

信息平台建设仍不完善，造成医联体内的医保统筹

层次和联网结算等问题并未能解决，以及各医疗机

构及相关行政单位间彼此孤立，不能及时交流患者

信息，共享医疗资源［１０］。

２．５　不合理的医保政策，影响医联体的可续性
通过利益调配为合作提供持续有力的经济激

励，是推动医联体模式可续性的基础条件。但当前

我国尚未出台与医联体发展相配套的医保政策，按

项目付费的医保支付方式仍占主导，导致患者和提

供服务越多，医院收入就越高，从而影响了医院双向

转诊的积极性。即便政府强推医联体模式，也会出

现基层医院本已不多的患者被大医院吸走的现

象［１１］。同时按项目付费也不利于建立合理的利益

分配机制，使得患者在双向转诊时因各级医院医保

起付线的差异而需重复交纳起付费用［８］。当前国

内虽在积极推进机构间的合作，但在机制设计上仍

然是行政强制或鼓励的方式，缺乏经济刺激，使得医

院自身推行整合的意愿不足。

３　对我国发展和完善医联体的建议

３．１　创新管理体制，提高医联体运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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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英国经验视角下的我国医联体建设

邱国钦　许丽贞

　　【摘　要】　发展医院联合体，合理整合医疗卫生资源，以应对医疗服务中存在的供需矛盾，是国际医疗体系发展
和改革的趋势，也是我国深化医改的重要新措施。笔者通过总结分析当前我国医联体尝试和实践探索过程中遇到的

主要问题，并借鉴英国成熟的“整合医疗网络”模式，对我国的医联体建设与发展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更好地达成医改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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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联体是一定区域内由不同类型、层级的医疗
卫生机构通过纵向或横向的资源整合而形成的协作

联盟或医疗集团，是利益与责任的共同体［１］。患者

在医联体内可享受到基层医疗机构和医院间的双向

转诊、结果互认、专家社区坐诊和远程会诊等便捷的

优质诊疗服务。在当前我国的国情和医疗体制下，

建设与发展医联体对提高卫生资源利用效率、缓解

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具有积极作用，也是深化新医

改的重点和热点，并在很多城市进行了实践探

索［２］。然而，我国医联体的组织模式尚未成形，预

防、诊治和康复的服务全链条也未真正一体化，尤其

是对其组织基础、制度环境及运行机制的理解仍不

充分，使得医联体的发展遭遇了困难［３］。而医联体

最早起源于欧洲，最成功的是英国，其一些成熟的实

践经验可为医联体在我国本土发展提供一定的借

鉴。

１　英国医联体发展的经验

　　英国的医联体被称作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ＮＨＳ），建立于１９４８年，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与
完善，已成为英国福利制度的特色工程［４］。ＮＨＳ由

各级公立医院、社区医疗中心、各类诊所和养老院等

组成，构成了医疗服务体系的基本单位，即医院联合

体。在英国大多数城市和市镇都有自己的医院联合

体，能够为国民提供日常所需的医疗服务。ＮＨＳ的
宗旨是实现医疗服务的公平和可及，通过实施以社

区全科医生首诊为基础和双向转诊为途径的分级医

疗体系，实现了医疗服务体系内的资源整合［５］。包

括将不同环节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整合为患者提供

“一条龙”式服务的纵向整合和通过联盟、控股或合

作伙伴等方式在同类医疗机构间建立长久合作关系

的横向整合，形成英国整合型卫生服务体系。纵向

整合对方式和衔接等要求更高，但对成本节约和服

务提供更具优势和潜力。

　　近年来，英国开始探索建立整合医疗网络
（ＩＣＮ），推进医疗服务体系的资源整合和一体化。
其做法包括初级卫生保健之家和一站式医疗与社会

照护服务。前者以全科医疗为基础，承担９０％的卫
生保健服务，支持自我保健、家庭保健和护理管理，

并与公共卫生相衔接；后者整合原来分割的医疗服

务为社会照护体系，为患者提供一站式医疗服

务［６］。这些探索大大提高了卫生资源利用率并降

低了卫生总费用，同时也降低了慢病的发病率和死

亡率，保障了国民健康和福利水平。作为医疗体系

守门人的全科医师决定着患者的就医选择，并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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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完善医保制度改革。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

哪个部门对群众健康负责，对病有所医负责，医保就

归哪个部门管理，所以医保应该划归卫生行政部门

管理，这样对病人和控制医疗费用都有利，实现群众

健康权益的最大化。完善医保费用支付方式，探索

实行按病种付费、总额预付等方式，及时足额支付合

理的医保费用，把有限的医保资源发挥为最大的医

疗服务效果［７］

３．１．３　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政府与公立医院新型监
管关系　一是积极推进公立医院“管办分开”。改
变过去政府“大包大揽”和职能“越位”“错位”问

题。在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中，政府制定宏观政

策和法规，通过卫生法规和行政手段进行宏观管理，

把“办”医院的职能剥离，不再当医院的“总院长”。

设立铜陵市公立医院管理中心，受政府委托管理医

院，主要负责院长聘任、资产管理、财务监管等，建立

高效、协调、统一的医院管理机制。二是建立公立医

院法人治理结构。明确权责，科学界定政府作为所

有者和院长作为管理者之间的责权，建立以理事会

管理制度下的法人治理结构，按照决策、经营、监督

三权制衡运行机制。三是健全公立医院监管机制。

卫生行政部门只对医院全行业监管，负责人员、技

术、设备等准入和退出机制。加强医疗安全质量监

管，完善经济审计制度，引进第三方审计。鼓励社会

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

３．２　公立医院自身层面改革和创新
３．２．１　深化医院人事制度改革　全面实施全员聘
用制，完善岗位管理，健全绩效考核制度，建立人才

战略计划和分配激励机制。人员招聘按需设岗，竞

争上岗，医院自主聘用，按岗定酬。建立人才合理流

动机制，打破过去身份管理模式，变“单位人”为“社

会人”，畅通卫生人才流动渠道。打破论资排辈的

惯例，建立注重专业技术水平、工作实绩和医德医风

为主的选聘标准，对重大技术创新者破格晋升。建

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制度，完善激励分配制度，充

分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公立医院

是否能吸引和留住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配

激励机制和保险福利补偿机制［８］。

３．２．２　建设医院职业化管理队伍，创新管理理念和
管理制度　医院的决策管理层的管理水平和素质是
医院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建立一支高度专业化、

职业化的医院管理队伍对医院发展至关重要。管理

者要以现代医院管理理念经营医院，建立现代医院

管理模式，过去那种“双肩挑”管理者，已不能适应

时代发展要求，实行院长职位的职业化管理已迫在

眉睫。我国的公立医院管理也开始逐步进入职业化

管理阶段［９］。

３．２．３　强化质量管理，改善医疗服务　医疗安全和

质量是医院的生命线，必须时刻把加强医疗服务质

量管理和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和能力放在心上、抓在

手里。完善和落实医院核心制度，执行医疗质量控

制管理，推行临床路径管理和药物临床应用指南，规

范诊疗行为，强化医疗质量，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

务水平，保障患者权益，推进医学重点学科建设，全

面提高医疗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

３．２．４　进一步提高医院信息化水平　要以打造数
字化医院建设为基础，完善医院管理信息化系统

（ＨＩＳ），全面推行电子化病历，实现收费和财务管理
系统电子化等。要建立铜陵公立医院之间信息化共

享平台，提高信息交流覆盖面，加强医疗信息互通，

为患者提供高效快捷的医疗服务，提高工作效率，降

低运行成本，达到高速、快捷、便民、资源共享的现代

化水平。

３．３　社会层面的培育和监督
３．３．１　发挥社会资本作用，鼓励多元化办医　铜陵
市民营医院只占 ４３％，社会资本办医院比重小。
政府要维持如此大规模的公立医院的公益性，确实

存在一定困难，结果是办没办好，管也没管好。所

以，必须进一步放开医疗市场，发挥社会资本作用，

鼓励社会办医，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倒逼公立医院

自觉改善管理，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同

时，加强监管，引导民营医院依法经营。

３．３．２　培育第三部门和行业协会组织　铜陵要与
全国接轨，积极培育医院投资或医院管理公司，保持

竞争力，确保在将来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同时加强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的培育，积极发展

医师协会、医院管理协会等行业协会组织。随着政

府职能的转变，将部分职能逐步转移到行业协会，行

业协会发挥着联系政府与医院的桥梁，在卫生行业

内的服务、协调、监督、自律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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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总收入的１０％左右，医院的人员工资、基础建
设、设备购买基本靠医院创收自行解决，医院为了生

存发展，只有创收，导致医疗费用过高，患者负担加

重，追求当下利益，可能会导致医院文化和医德医风

发生偏差［３］。这与公立医院应该坚持公益性背道

而驰。

２．３　医疗费用增长过快，百姓医疗负担加重
　　从铜陵市公立医院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１３年的医疗总
收入、住院人次和门急诊人次的数据来看，总体呈现

逐年上升趋势。医疗总收入２０１１年为６８２２亿元，
增加到２０１３年的９０４２２亿元，增长３２５％，增长
速度远远高于铜陵经济增长速度。从分布情况来

看，铜陵医疗总收入、住院人数和门急诊人数８５％
以上集中在铜陵二级以上医院。导致这种状况的出

现，首先是公立医院创收盈利、盲目扩大是其主要原

因；其次，由于医患关系紧张，医生从医疗安全考虑，

避免医疗纠纷，把本不该住院治疗的病人也收住院

治疗；其三，由于基层医院由于人才缺乏，技术水平

不高，本该在基层救治的病人都到大医院就诊，加重

百姓经济负担。其四，药品价格高居不下。

２．４　医院职业化管理人才缺乏，管理理念和管理方
法落后

　　“火车跑的快，全靠车头带”。管理者就像火车
头。但现行医院专业管理者少，大多“半路出家”，

没有经过正规的管理专业知识培训，基本上是靠

“经验式”管理，缺乏医院管理的专业知识，“重业

务、轻管理”，忽视了医院管理的重要性，职业化管

理意识不强，管理理念和方法落后，导致决策失误又

没有有效的院长问责制度［４］。

２．５　医院内部管理机制僵化
　　基本沿袭计划经济时代医院管理方式，机构设
置臃肿，人浮于事，医院经营缺乏科学化的战略规

划，注重眼前利益，没有长远规划。一是人事管理制

度僵化，人员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想要的人进

不来，职称晋升、干部选拔论资排辈；二是分配制度

僵化，无法体现多劳多得，挫伤医务人员积极性［５］；

三是机关后勤闲人多，机构多，效率低；四是医疗技

术水平不高，科学研究较少，无法满足群众多层次医

疗需求；五是科学的人才培养、管理和使用的观念淡

化，高精尖的技术人才缺乏；六是粗放式发展，盲目

扩大规模。

２．６　铜陵基层公立医院技术人才匮乏
　　铜陵近几年加强对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建设，投
入大笔资金对全市１１个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乡
镇卫生院的硬件建设和医疗环境并不比城市医院

差，但专业技术人才缺乏，技术水平不高。目前，铜

陵１１所乡镇卫生院在职人员４１３名，全日制本科毕
业没有一个人，有的甚至没有正规学历，执业医师严

重短缺，百姓对基层医疗技术水平不信任，本该基层

看的病都拥到大医院，造成基层医院资源浪费，大医

院医疗资源紧张。

２．７　合理化市场竞争没有形成
　　铜陵医疗市场化竞争没有形成，基本是公立医
院一家独大，铜陵市９３所医院中，民营医院只有４
家，只占总数的４３％，不但数量少，且规模小，基本
都是专科医院。加上政府对民营医院办医门槛要求

高，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竞争根本就不在同一起跑

线上，所以民营医院无论从数量上、规模上，都一时

难以抗衡。

３　铜陵市公立医院改革的对策

　　公立医院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根据铜
陵地区实际情况，就公立医院改革对策进行研究，提

出从政府、社会和医院自身三个层面进行改革。

３．１　铜陵政府层面的改革与推动
３．１．１　进一步完善铜陵公立医院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建设　一是加强公立医院的科学规划与调控。研
究制订铜陵市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标准，科学编制区

域卫生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结合铜陵面积小、人

口少、市区面积不大、人口分布不均的特点，合理控

制公立医院的规模、数量，合理布局，解决大型公立

医院在城区相对集中的现象，进行有计划地搬迁、整

合、转型和改制等，保证医疗资源布局的科学性和合

理性。二是严格控制公立医院建设规模。根据医疗

服务需求和服务人口，合理确定公立医院建设规模

和床位数。加大控制大型综合医院建设规模，充分

发挥基层医院在医疗中的基础作用，让大型医院重

点放在提高医疗技术研究和治疗疑难疾病方面。三

是建立医疗联合体和有效的分工协作机制。各级医

疗卫生服务机构应该统一协调，建立高效的分工协

作机制。以城市大医院为龙头，组建３～４个技术紧
密型医疗联合体，加强各级医院之间协作机制，逐步

建立和完善分级诊疗体系。

３．１．２　调整和改善铜陵公立医院补偿机制　一是
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制定合理补偿标准。公立医院

改革目的就是要体现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实现公立

医院的可持续发展，保证医疗服务的公平性，提高医

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政府应加大卫生投入，承担起

公立医院基础建设、大型医疗设备购置、重点学科发

展的职责，补助政策性亏损，根据医院的级别、效益、

工作量进行补助。只有加大卫生投入，建立稳定的

医院经济补偿机制，同时取消药品加成，医院逐利现

象才能破除，使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６］。二是合理

调整医药价格，推进医药分开。革除以药补医的关

键在于政府要保证医院经济补偿渠道的畅通，提高

政府补助比例，去除医院以赚钱来维持生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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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心健康是人类进行社会活动的前提，医院是
疾病预防治疗、保障人民身心健康的机构，医院的改

革和发展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当前我

国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主体在公立医院，公立医院

担负着主要的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的职责，是

负有一定公益性和福利性的社会公益事业［１］。公

立医院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

主力军。但是现行公立医院公益性在弱化，病人负

担加重，“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没能得到有效解决。

加快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建立公平、高效、便捷、价廉

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健康需

求已经刻不容缓。

１　铜陵市公立医院概况

　　铜陵市地处安徽省中南部、长江下游南岸，是工
矿城市，因铜得名、以铜而兴。现辖一县三区，面积

１１１３平方公里，常住人口７２３９５８人［２］，其中，市区

人口约３５万左右。截止２０１４年底，铜陵市共有医
院（医疗机构）９２所，其中公立医院８８所，民营医院
４所，公立医院占９５７％。铜陵共有三级医院３所
（其中：１所是三级甲等综合医院，２所是专科三级
医院），二级医院１０所，一级医院１３所，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站）５６个，乡镇卫生院１４个。４所民营医

院均为一级医院。二级以上医院９０％分布在市区。
铜陵市医院编制床位数４５４１张，实际开放床位数
４９７９张，其中，公立医院床位数占全市总床位数
９６％。全市卫生技术人员５２３７人，其中，执业医师
２０２３人，注册护师、护士２３２４人。其中８３％的卫
生技术人员集中在二级以上公立医院。

２　铜陵市公立医院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铜陵市作为安徽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试点城
市，在医改过程中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并取得明

显的成果，但还存在一些不足。

２．１　整体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分布不均
　　不管从医院规模还是数量看，铜陵医疗资源主
要集中在市区，尤其是大医院都集中在主城区。全

市９家二级以上医院、９６％床位数集中在市区。而
相对偏远地区的医疗资源紧缺，百姓不能公平享受

医疗服务，不能体现城乡公平性。造成这种状况既

有铜陵历史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原因，随着经济社会

的发展，城乡差距逐步缩小，但卫生规划没有紧跟时

代步伐，导致医疗资源在市区集中。

２．２　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不健全
　　现行公立医院经济补偿主要有政府投入、医疗
服务收费和药品差价三种渠道，其中，政府投入应该

成为主要渠道。但现实中正好相反，政府对医院的

财政投入所占比例最小，医院主要靠药品差价和医

疗服务收费。目前铜陵财政对市级公立医院投入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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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三甲中医院：挖掘支援动力，多种创新举措并
用　与预想不同，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三甲中
医院医生大多愿意对口支援社区，但其中对不同事

项，意愿度又会有差异。对带教社区医生有较大意

愿，却对出诊社区等服务意愿较低，这说明三甲中医

院医生对支援社区卫生服务仍存有一定的认识阻

力，可进一步挖掘。宜让支援医生充分意识支援社

区意义所在，不仅可实现社区居民医疗需求，亦可使

自己接触更多病例，延伸服务触角，开拓医疗视野，

进而实现“双赢”或“三赢”。

　　具体到所采取激励措施上，首先，在带教医师方
面，三甲中医院除专家直接带教社区医护人员外，宜

免费接收社区中心医生到相应科室进修学习，跟随

出诊、参与查房、病例讨论等，可借鉴温州市人民医

院成功经验，效仿国外实行“Ａ＋Ｂ”导师制，以结对
子形式建立“１＋８”联系制度，即８位公立医院专家
技术支持一个社区的医师团队［８］。其次，在派遣医

师的安排方面，在条件许可前提下，支援医院与受援

社区医院进行充分沟通，一方面增大带教人员范围、

数量，另一方面，相对固定心血管、呼吸、内分泌、消

化等热门专业的出诊社区医师，延长支援时间。其

中，对外科等专科特点强的专业，可多采取讲座等健

康教育方式。此外，对口支援医生配发社区卫生服

务指南、社区药品目录等，深化其对社区卫生服务了

解程度，提高全科意识。再次，在宏观方面，提高医

院领导的重视程度，强化评价考核与监督管理，给予

支援医生一定精神奖励，确使对口支援工作长期有

序开展。

３．３　社区医院：有序管理，建立医疗网络社区平台
　办好社区医院，离不开两个词“信任”与“特色”。
“信任”是指社区医院使得就诊居民放心，而让就诊

居民放心的首要前提便是社区医院自身规范化建设

和管理的强化。规章上，宜建立健全的工作规范，如

建立标准，使得双向转诊工作有章可循。财政上，所

有社区医院的财政统一实行“收支两线管理”方式，

确使资金公开透明。人才管理上，进行全科医师培

训，提升社区医师综合服务水平。“特色”是指较综

合医院，社区医院须具备自我优势。具体可表现在：

第一，医疗有侧重。社区医院医疗资源有限，不仅服

务对象宜有所偏向，主要针对辖区内慢性病患者、老

弱病残和低保人群，服务内容亦要有所侧重，以预

防、健康教育、康复等保健服务为主。第二，服务亲

民，如开展上门服务。可将社区医生奖金同上门服

务次数或患者测评挂钩，激活社区医生服务积极性。

第三，结合新技术，方式便民。有条件社区医院，可

逐步建立互动的医疗网络社区平台，甚至可在居委

会帮助下，建立辖区居民健康档案，进而实现社区医

院同对口医院和社区患者的三方互动。此举不仅有

利于管理社区医疗服务，也将间接增加就诊患者对

社区医院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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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强。社区医院多为中老年慢性病患者服务。相较

于西医，中医重养除根，更受社区患者人群信赖。三

甲中医院对口支援社区可确使社区患者在家亦可享

受放心治疗。另一方面，宣传方式针对性强。针对

中老年慢性病患者，授之以渔比授之以鱼更重

要［３］。结合中医优势，通过健康大课堂、老年健康

大学等形式定期在社区举办健康知识宣教活动，可

引导病人培养健康行为习惯与生活方式。

２　望表知里

２．１　配套政策落实困难　第一，在政策层面上，对
口支援社区工作的开展屡受掣肘的原因更多在于口

号落地的困难。面临专项资金投入困难，社区医生

待遇迟迟不能提升等老大难的解决不在于口号是否

喊得响亮。而当前各地政府多走上误区，口头上大

力支持对口支援社区医疗工作，却在实际资金投入

上叫穷［４］。第二，三甲中医院医生在社区医院执业

过程缺乏相应法律保护，就诊社区居民或对出诊医

师在社区执业合法性产生质疑。第三，相比于国外

较成熟双向转诊制度，我国社区卫生工作起步较晚，

双向转诊的相关政策法规尚不完善，全民医保等政

策在三甲中医与社区医院的衔接工作仍存有不足。

２．２　支援与被支援医院各有难题　首先，全科医疗
式支援方式存有先天不足。三甲综合医院术业专攻

的分科方式虽可为患者提供精细化医疗，但到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支援的医生常受限此：一方面，专业技

术施展空间小，转而担当病情顾问或更多提供咨询

服务又显得大材小用，对口支援的现实意义落空；另

一方面，带教功能难以发挥。提供自身专业领域的

指导，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业务能力的提

高作用较小。因此，全科医疗服务提供的不足不但

影响支援服务效果，更造成了医疗人力资源的浪费。

其次，社区医院本身制度不健全。具体体现如下：一

是常出于自身经济利益打“折扣”执行具体规定。

如部分无资质社区医院仍在做药物流产，易造成医

疗纠纷。二是治疗过程规范性缺失，药价不公开透

明、收受红包等现象较普遍。三是人才流失严重，社

区医生所享受待遇较差，优质医生往往另觅良院。

四是对口支援环节中医疗资金的控制程度难以把

握。现社区医院多为独立法人单位，即财政上实行

收支两条线管理，该措施虽保障社区卫生服务公益

性质不变，切断从业人员其个人收入和业务收入的

联系，却会致使工作量加大前提下，固定收入不利于

调动社区医师工作积极性。同理，无可支配自由经

费亦将限制人才引进等自由发展空间。

２．３　医生意愿度低　首先，医生自我意愿度低。对
于社区医生而言，除自身能力不足外，还因待遇较差

致使工作积极性不高。对支援医生而言，发展、薪水

及名声等原因使得大医院医生对到社区提供出诊等

服务存有认识阻力。其次，医生意愿度受现有条件

约束。一是根据对口支援文件规定，医生对口支援

时间为１５天，但并不要求连续，致使现实中支援医
师更换频繁，医生意愿度在工作时间段被零散敲碎

条件下自然难言积极。二是支援医师在诊断、治疗

等诊疗程序中多有所习惯方式及用药考虑，但受限

于社区医院的设备、用药等条件，病情稍复杂患者便

在社区难以完成必要检查，采购必需药品，只能回大

医院补做检查及购买药品，社区诊疗成为鸡肋。

２．４　社区患者少且杂　一方面，当前对口支援过程
中，就诊社区患者少，对口支援实施效果不佳。调查

数据显示，仅２６５％的人在社区中心看过病，而不
知者竟占４１５％。原因在于患者信任度低。社区
医院缺少优质医疗设备，且医生水平普遍不如三甲

医院，而患者往往不能满足于一般医疗检查或治疗

任务，再加之很多社区医院“以药补医”手法的滥

用，使得社区看病并不便宜，患者对于社区医院的信

赖感自然不高［５］。另一方面，就诊社区患者病症

杂，且多集中在内科系统慢性病上。而三甲中医院

所派医师不仅受限于精细化医疗分科方式医术有专

攻，且未针对社区患者主要病症派遣医师，故常出现

麻醉等冷门科室医师出诊时无人问津的尴尬局面。

再加之三甲医院对出诊医师下社区时间的频繁调

整，使得社区接诊被动，慢性病患者的诊疗难延续。

３　对症下药

３．１　政府：注重宣传，探索多种双向转诊形式　针
对对口医疗支援进程屡受阻问题，我们认为，政府应

该实施三步走策略。第一步，多方宣传。针对患者

对社区医院不信赖现象，一方面引导民众改变大病

小病都去大医院的传统就医习惯，提高基层首诊率。

另一方面鼓励三甲医院合力社区医院多开展免费咨

询、定期开展讲座等健康宣教活动，在将医疗资源沉

到基层实处基础上提升社区居民诊疗信心。第二

步，落实配套政策。首先，为解决“医生不愿下社

区”难题，出台专门政策。可适当降低医生准入门

槛，以定向委培等方式推动人才交流，此外，完善绩

效考核办法和薪酬制度，使得基层医疗人才待遇得

以改善，进而提高社区医院吸引力［６］。其次，完善

现有政策。如取消医保制度区域性限制，进阶拉大

三甲医院与社区医院间的自付医保报销比例及明确

对口支援医生的执业合法化等。第三步，探索双向

转诊新形式。一方面，地方试点以家庭医生为核心

等多种双向转诊形式，实现患者“医院 －社区”一体
化式健康管理［７］。另一方面，简化双向转诊步骤，

制定可操作转诊指标，开辟转诊患者绿色通道，缩短

等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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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对口支援社区卫生服务现状分析

方　乐　张翔宇　赵楠楠　何威澎　张　趙

　　【摘　要】　目的　通过阐述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对口支援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利好之处，探讨其工作开展进程
中现有问题，进而从政府、三级甲等中医医院、社区医院三个层面提出建议。方法　由调查问卷得出初步数据，结合
ＣＮＫＩ文库相关主题文献检索出文献资料，进而分析、归纳。结果　政府、医院等层面出现配套政策落地困难、双向转
诊制度不成熟，三级甲等中医医院支援方式存有偏差，医生意愿度低，社区患者少且杂等问题。结论　应深化宣传，
试点探索多种双向转诊形式，挖掘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内部支援动力，建立标准化社区医院工作规范，搭建医疗网络社

区平台。

　　【关键词】　三级甲等中医医院；社区医院；对口支援；双向转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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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服务体系、公共
卫生服务体系”的战略目标于十七大报告中提出

后，北京陆续推出“医院对口支援社区”等制度。其

中三级甲等中医医院（以下简称：三甲中医院）作为

中国文化精髓的首要传承者，较西医有更多群众基

础。三甲中医院对口支援社区卫生服务自然成为新

型医疗模式的首选。但受限于多重因素，该模式进

展缓慢，现存诸多问题亟待理论界与实务界解决。

１　利好阐述

１．１　共享医疗，平衡卫生资源配置　共享医疗具体
指为更好满足民众的医疗卫生需求，增加全社会医

疗资源供给［１］。其中，民众医疗需求又可细化为治

疗需求与人文需求。一方面，三甲医院专家多具有

丰富临床经验，可解决社区医疗卫生服务难以治疗

的健康问题，但上级医院在病人康复、疗效回访、健

康宣教等后续医疗方面存在实际困难。而社区医疗

正好有此便利优势。另一方面，三甲中医院在对社

区病人进行一系列诊疗活动的同时，亦对社区医师

起到传、帮、带的作用，进而提升整体医疗服务水平。

１．２　双向转诊的进阶实现　卫生资源有效利用率
低与就医费用高昂一直是卫生事业改革中现面临的

两难困境。原因在于，一方面，卫生服务体系结构不

合理致使看病难。大医院门庭若市，不断扩大规模，

却始终床位供不应求。而社区医院门口罗雀，医疗

资源被闲置。另一方面，卫生资源大材被小用致使

看病贵。资料显示，三甲医院均诊次费用为社区医

院５９倍，且三甲医院门诊病例中，６４％的问题可在
社区解决，若可实现患者分流，将极大节省医疗费

用。而双向转诊受制于医疗资源不平衡始终未取得

良好效果。通过三甲中医院对口支援社区卫生服务

可使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医院密切协作、合理分工，

实现小病养在社区，大病治在三甲［２］。大医院减少

常见门诊的同时，将有精力、时间专注于重症诊治、

临床科研、人才培养，进而实现患者合理分流与医疗

资源合理使用的优化升级。

１．３　针对性开展健康宣教　一方面，治疗对象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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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关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示范项目实施有关

问题的通知》等系列文件，陆续公布了一批ＰＰＰ示范
项目，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提供前期政策引导，ＰＰＰ
模式已成为当前资本应用模式的重要研究热点。

２．２　ＰＰＰ办医先例　２００３年，为顺应国企监管需
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履行出资人职

责，指导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及重组，其工作重心是

国企资产监管。当前，在医疗卫生事业领域，比较典

型的 ＰＰＰ办医案例有江苏宿迁、湖南湘雅、云南甘
美、北京和睦家启望肿瘤中心、浙江台州市立医院、

煤炭总医院、凤凰医疗等。其案例结果成功、失败各

有千秋。

３　关键环节

３．１　萃取方式　①文献复习法。通过学习各级政
府部门有关公立医院改革、ＰＰＰ项目推进的相关文
件精神，利用信息系统检索中国知网、万方、维普、中

国生物医学文献等数据库中国内公开发表的国企改

制防范国有资产流失的相关文献。②结构化研讨。
借鉴国企改制防范国有资产流失的环节控制经验、

结合公立医院特点，运用思维导图、分层图法，通过

独立思考、汇集、借鉴、分类和排序，初步梳理 ＰＰＰ
办医主要模式下国有资产流失防范关键环节。③德
尔菲（Ｄｅｌｐｈｉ）法。提炼ＰＰＰ办医主要模式下国有资
产流失防范关键环节，选择大学相关专业学术专家、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管理层、卫计委主管领导、公立医

院决策层、公立医院职能部门负责人、公立医院资产

管理员等相关人员组成专家组，对 ＰＰＰ办医主要模
式下国有资产流失防范关键环节进行定性确认。④
定性系统评价法。归纳出 ＰＰＰ办医的若干主要模
式下国有资产流失防范关键环节，分为若干类、几十

个关键环节。

３．２　关键环节　经梳理，ＰＰＰ办医主要模式下国有
资产流失防范关键环节较多。比较典型的类别和环

节有：①外包模式下招标方式及流程的确定，标底的
拟定，医疗服务质量的确保，费用结算方式及期限的

确定。②租赁方式下私营范围的划分，共享资产、成
本及利益的分担，招标方式及流程的确定，合约条款

的维护，合约期资产改造及维护成本的划分，租赁过

程中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标的实施，资产归还时剩

余价值的评估。③特许经营方式下政府扶持政策的
拟定，开办期援助人力成本的核算与结算，政府购买

医疗服务的价格确定，招标方式及流程的确定，通过

篡改病案套取医保资金的防范。④建造→拥有→回
租方式下租赁费的合理确定，合约期改造维护成本

的分担等。⑤建造→拥有→运营方式下开办期人力

资源援助的结算，购买服务的标准价格确定，服务质

量的确保，经营范围的划分。⑥出售方式下公立医
院资产的清产核资与评估，政府购买医疗服务的价

格确定，医疗服务质量的确保。⑦股权产权转让及
合资合作方式下招标方式及流程的确定，公立医院

资产的清产核资与评估，公私双方责权利的划分，合

同期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确保，关联方交易的途

径，合同期结束后国有资产的收回，破产的认定以及

各自责任的分担等。

３．３　重点归纳　为此，ＰＰＰ办医方式下应重点关注
原则底线、资产范畴、价值评估、政策法规、操作流

程、监督考核等方面的内容。

４　意见建议

　　ＰＰＰ办医方式下国有资产流失防范关键环节可
分为若干类、几十个，应根据具体模式具体把握，其

中尤其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４．１　明确ＰＰＰ办医方式的原则底线　以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目标为出发点，进一步维护公立医院的公

益性、进一步缓解老百姓反映较多的“看病难”和

“看病贵”的问题、进一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确定

ＰＰＰ办医方式下国有股份占比、职工参股与否、设定
指导价格等原则底线。确保 ＰＰＰ办医模式的初衷，
防止过度追求经济效益而丧失提供公益服务的最终

目的。

４．２　明确划分公立医院资产范畴　公立医院资产
是指由公立医院过去经营交易或各项事项形成的，

由公立医院拥有或控制的，预期会给公立医院带来

经济利益的资源。２０１０年，财政部发布《医院会计
制度》，明确医院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

常见的有银行存款、固定资产、无形资产［５］等，但未

明确商誉、医疗技术、人力资源［６］等新兴资产的国

有资产范畴，而医院商誉、医疗技术与医疗人才恰恰

是一个公立医院的灵魂所在。建议在 ＰＰＰ办医方
式转换过程中合理评估，将新兴资产的价值纳入公

立医院资产整体范畴。

４．３　合理进行公立医院资产评估　通过合理合法
程序，必要时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具有较强业务能

力的社会中介机构，对公立医院国有资产情况进行

合理评估［７］、正确衡量，积极参照２０１６年７月已通
过的，即将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资产评估法》，提升资产整合过程质量。

４．４　提升ＰＰＰ办医的流程规范性　明确重大事项
集体决策机制和流程、明确招投标流程和具体方式

方法、充分披露公立医院资产交易信息、建立相对科

学的医疗服务价格定价机制、构建ＰＰＰ合作办医的
（下转第１７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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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Ｐ办医方式下国有资产流失防范初探

李乐波　高彦兵

　　【摘　要】　文章分析确定ＰＰＰ办医方式的主要模式，界定公立医院国有资产范畴，萃取国企改制中防范国有资
产流失的关键环节、结合公立医院特点，确定 ＰＰＰ办医方式下国有资产流失防范关键环节，初步提出防范意见与建
议，为相关管理者与决策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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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医改里程碑式
的文件《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

要求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一方

面以缓解政府资金压力，另一方面也积极发挥“鲶

鱼效应”，促进公立医院服务效率的大幅度提高［１］。

国家“十三五”规划也已明确提出“完善各类国有资

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防止

国有资产流失”的具体要求。为此，医疗卫生事业

领域在引进 ＰＰＰ方式的同时，如何防范国有资产流
失、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当前急需研究的内容，

为下一步提出防范流失的措施方案、制度体系打下扎

实的基础，为科学、合理的推进ＰＰＰ办医方式改革提
供先期探索，为ＰＰＰ办医改革管理者和决策者提供参
考，以进一步促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科学发展。

１　概念现状

１．１　ＰＰＰ办医的定义　ＰＰＰ是英文 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的缩写，即公私合作关系。ＰＰＰ合作办

医就是指在公共医疗领域引进社会资本，实现公私

合作办立医疗机构，提供医疗服务的方式［２］。

１．２　ＰＰＰ办医的模式　ＰＰＰ模式主要有１０余种模
式，例如民间主动融资（ＰＦＩ）、建造→运营→移交
（ＢＯＴ）、建造→拥有→运营→移交（ＢＯＯＴ）、建设→
移交→运营（ＢＴＯ）、重构→运营→移交（ＲＯＴ）、设
计建造（ＤＢ）、设计→建造→融资→经营（ＤＢ－
ＦＯ）、建造→拥有→运营（ＢＯＯ）、购买→建造→营运
（ＢＢＯ）、只投资、作业外包、运营和维护合同
（Ｏ＆Ｍ）、移交→运营→移交（ＴＯＴ）、股权产权转让、
合资合作等模式。经对比分析上述方式优劣点及适

用背景，结合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特点及 ＰＰＰ办医原
则，本文认为适合ＰＰＰ办医方式的主要模式有外包、
特许经营、租赁、建造→拥有→回租、建造→拥有→运
营、出售、股权产权转让及合资合作等几种方式。

２　应用先例

２．１　ＰＰＰ应用历史　ＰＰＰ理论源于欧洲，多应用于
供水、供热、交通、电缆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行

业［３］；在我国，１９０６年新宁铁路修建投资是中国
ＰＰＰ模式的最先雏形［４］。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非禁即入”政策标志着民营资本可以全面进入国

家公用事业领域。２０１４年以来，国家相关部委陆续
印发了《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

关问题的通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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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操作系统放置于患者头侧，方便主刀操作，

ＨａｂｉｂＴＭ４Ｘ主机、能量平台主机放主刀同侧。
１．３．３　相关设备仪器的正常调节　保证 ＨａｂｉｂＴＭ

４Ｘ、能量平台和无线超声刀、３Ｄ腹腔镜操作系统、
ＣＯ２气腹机、冷光源等设备仪器连接正确，性能运作
正常。另外，协助手术医生及助手、洗手护士佩戴

３Ｄ眼镜，严密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变化，正确记录
出入量，时刻关注手术进程，并随时做好中转开腹的

应急准备。

１．４　器械护士的配合
１．４．１　正确放置手术器械　器械护士应提前 ３０
ｍｉｎ洗手整理手术器械，并和巡回护士共同清点手
术所用的器械，开放用的手术器械、腹腔镜器械等要

分类、分开放置，确保手术中能及时、正确转递。

１．４．２　术中正确传递器械　手术开始时，递２把布
巾钳和小圆刀，手术医生在脐孔处穿刺建立人工气

腹，穿刺放置１０ｍｍＴｒｏｃａｒ置入３０°镜头。进行手
术主要操作的２个穿刺孔分别位于剑突下偏左、左
肋缘下，另外的１～２个穿刺孔视主刀医生个人习惯
放置，主要原则是方便术者术中进行操作。

１．４．３　准备两套负压吸引装置　手术中，电凝钩分
离切割、ＨａｂｉｂＴＭ４Ｘ电极针工作时会发生各种烟雾
影响手术视野清晰，连接一套负压吸引管至穿刺器

的进气接头处，器械护士术中根据手术视野清晰情

况调节进气处开关调节负压吸引的大小。另一套负

压吸引装置用来术中吸影响术野的积血、积液等，连

接吸引接头备用。

１．４．４　集中精神关注手术进展　手术过程中，随着
手术步骤的进展，主刀所需的器械随时有变化，手术

台上助手和器械护士要全神贯注。对手术步骤一定

要熟悉，做到心中有数，才能很好配合主刀医生，及

时、准确递送所需的手术器械。如果手术中腔镜镜

头变模糊，不够清晰时可用热注射用水（７０～８０℃）
浸泡擦拭腔镜镜头，及时吸除手术视野周围废气等。

手术台上的器械要保持清洁，用湿盐水纱布及时去

除ＨａｂｉｂＴＭ４Ｘ电极针、无线超声刀头和电凝钩的焦
痂。病变脾部分切下来后，在腹腔内放置无菌标本

袋，把脾标本放入标本袋内，然后收紧标本袋的线从

１０ｍｍ的穿刺器拉出，主刀用有齿圈钳挟碎标本袋
内的脾标本，取出后放在放有５００ｍＬ盐水的盆内。
脾肿瘤标本取出后，用３７℃温盐水冲洗腹腔，检查
保脾断端创面是否有出血或者渗血，放置引流管，主

刀认真细致核查脾创面干净且无再渗血方可解除人

工气腹。手术结束前，器械护士和巡回护士一起共

同清点手术器械、纱布、缝针等双方确认无误后，才

可以关闭穿刺孔。

２　结果

在医护严密的配合下，３例脾肿瘤手术，在应用
３Ｄ腹腔镜和 ＨａｂｉｂＴＭ４Ｘ辅助下均顺利完成脾肿瘤
切除的微创保脾手术，无一例发生中转开放，无一例

术中需输血，无一例因手术而引起的并发症或死亡

发生。术后恢复时间快，患者、家属十分满意，收到

良好的效果。

３　讨论

　　开展脾部分切除手术对相关设备、仪器以及医
护配合的要求都非常高，仪器状态的好坏将对手术

效果产生非常大的影响［４］。我院是比较早开展腔

镜微创手术的地区医院，也是目前已开展完全腹腔

镜微创下完成保留脾脏的脾肿瘤切除的基层医院。

ＨａｂｉｂＴＭ４Ｘ（双极射频电极）由英国帝国大学 Ｈａｂｉｂ
教授发明，能将高频电流传输至周围组织，造成组织

中的分子沿电流方向互相摩擦产热，使组织发生凝

固性坏死，可以封闭血管，使分离组织过程达到无血

切割的效果，目前已广泛应用于腹腔镜肝切除手术

中［５］。

　　３Ｄ腹腔系统优点在于成像更加立体富有空间
距离感觉、视野清晰，更方便手术医生进行清晰的手

术操作；微创手术中用到的相关仪器、设备种类繁多

且贵重，必须建立完善登记管理制度，手术结束时巡

回护士认真检查相关仪器、设备是否完好，出现故障

的及时处理，并做好交接和登记保管。

　　在医护配合方面，助手和手术室护士必须熟悉
掌握手术的步骤和主刀医生的手术配合习惯，手术

过程中严格执行无菌操作，做到聚精会神，主动、正

确、及时传递手术所需器械。医护人员的严密有效

的配合［６］，一个默契的团队为手术的成功完成提供

有效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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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腔镜微创手术因损伤少、出血少、康复快等优
点，现在已经广泛应用于外科手术治疗中［１］。脾脏

的血运非常丰富，而组织比较脆，手术时处理不当很

容易造成大出血，完全腹腔镜下脾切除手术难度很

大，而保留脾脏的脾肿瘤切除术难度更加大，临床上

很少见开展，我院是目前已开展这类手术的地区医

院［２］，关于３Ｄ腹腔镜下应用 ＨａｂｉｂＴＭ４Ｘ脾部分切
除手术护理配合探讨未见有报道。现将２０１３年１２
月１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我院３例３Ｄ腹腔镜下
应用ＨａｂｉｂＴＭ４Ｘ行脾部分切除手术护理配合的相
关资料总结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我院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日－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收

治脾肿瘤患３例，其中男２例，女１例；年龄 ３２～５６
岁，３例患者中淋巴管瘤 １例、多结节性血管瘤 １
例、海绵状血管瘤１例，均在３Ｄ腹腔镜下实施保留
脾脏的脾肿瘤切除手术，平均手术时间２１０ｍｉｎ，出
血量１２０～２１０ｍＬ。手术过程顺利，３例患者中手术
后平均住院时间为７ｄ。术后恢复顺利，无肺部感
染、脾创面再出血等严重并发症，全部康复出院。

１．２　手术方法
患者采取静脉诱导行气管插管麻醉，置入穿刺

针建立人工气腹，置入１０ｍｍＴｒｏｃａｒ放置３Ｄ腹腔
镜头，探查腹腔情况后，摆置头高脚低斜卧位右侧倾

斜１５°～３０°体位。首先用无线超声刀游离脾周围
网膜组织，根据病变组织的范围选择性地切断供脾

的分支血管，可以将先脾的动脉分离出来，选择性地

阻断血供减少术中出血，应用ＨａｂｉｂＴＭ４Ｘ和无线超

声刀进行脾病变组织切除。置入无菌标本袋，把脾

病变组织放入标本袋中，用有齿圈钳把脾病变组织

挟成小块组织后经腹部 １０ｍｍ穿刺器切口取出。
使用ＨａｂｉｂＴＭ４Ｘ对脾切断面充分止血，冲洗，放置
引流管，关闭腹腔的几个小切口。

１．３　巡回护士配合
１．３．１　术前准备　术前一天巡回护士到病房收集
相关信息，态度和蔼。了解患者的病情、精神状态和

心理等，可以拿手术室环境图片、相关仪器设备相片

给患者和家属观看，并告之放松心情，减轻其心理负

担［３］。手术当天热情接待患者，认真核对无误后，

检查病房带入的静脉通道是否畅通，连接好三通以

便麻醉诱导用药。提供舒适的护理服务，待麻醉诱

导后留置尿管和胃肠减压管，可以减轻患者恶心、疼

痛等不适感。准备好手术器械和设备。常规腹腔镜

器材，无损伤抓钳，５～１２５ｍｍ穿刺器（Ｔｒｏｃａｒ），无
菌标本袋，可吸收夹和施夹钳，Ｈｅｍ－Ｏ－Ｌｏｃｋ夹和
施夹钳，ＨａｂｉｂＴＭ４Ｘ，无线超声刀，普利灵缝线３－０、
４－０、５－０数条。
１．３．２　术中配合　①严格执行安全核对制度，在患
者入室后由麻醉医生、手术室护士、手术医生三方共

同认真核对患者相关信息，确认无误后在《手术安

全核对单》上三方签名。在麻醉诱导后为患者留置

尿管和胃肠减压管，尽量减轻患者不适感。②手术
体位摆放：实施麻醉完毕后，和手术医生、麻醉医生

一起摆放手术体位，确保麻醉、手术安全的顺利进

行，同时要特别注意避免摆放体位时造成患者肢体、

神经的损伤。术前用嗜哩垫适当垫高脾区位，患者

双上肢内收并用中单加以固定，注意麻醉血氧监测

探头的固定。此外，双下肢用约束带固定，肢体皮肤

避免直接接触手术床的金属，以免手术中使用电刀

等设备时引起电灼伤。③手术仪器的放置：３Ｄ腹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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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鼻咽癌在我国南方是常见的恶性肿瘤，对其治
疗主要是放疗［６］。应用放疗后容易出现吞咽困难

现象，严重的患者还会造成营养不良以及肺炎等，因

此，针对鼻咽癌放疗后吞咽功能障碍的诊断与治疗

是非常重要的［７］。最早期对吞咽功能采用饮水实

验进行测试，帮助患者与医师对吞咽功能有初步了

解。后来发展出吞咽造影检查、超声检查以及内镜

等，每种检查方式都有各自特点［８］。随着各种医疗

器械、治疗技术的逐步发展，钡餐的应用开始被推

广，食道钡剂造影技术通过应用不同浓度的钡进行

评价，成为理想的检测方法［９］。

　　目前临床上多以电视 Ｘ线透视吞咽造影检查
（ＶＦＳＳ）作为检查吞咽困难的“金标准”，但是钡剂
的具体浓度难以确定，以致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误吸

的情况。相对而言，食道钡剂造影检查过程中不仅

提高了清除能力，而且显著降低了误吸、反流等异常

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本文通过对鼻咽癌患者不同放

疗后采用食道钡剂造影对吞咽功能障碍进行评估，

观察组出现潴留在梨状窝和舌会厌隙和通过咽部不

畅、时间延长等吞咽功能障碍以及总的比例均显著

低于对照组，符合徐国增等人的报道［１０－１１］。通过随

访调查统计以及喉镜检查结果显示观察组出现吞咽

功能障碍的比例也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并且最后对

比三种检查结果得到两组中食道钡剂造影与随访调

查、喉镜对鼻咽癌放疗后吞咽功能检查结果对比均

无显著差异。随访调查中患者通过主观意识对吞咽

功能障碍进行统计，能避免操作时漏诊、误诊造成的

影响。但是同时因为随访调查患者的主观意识太

强，导致性别、年龄以及教育程度都会对检查结果造

成一定的影响。喉镜检查在较早期应用在吞咽功能

的检测中，因为其只能对会厌卷曲以及声带出现的

异常进行及时反映，从而限制了临床广泛应用。相

对而言，食道钡剂造影能避免主观意识带来的负面

影响，又能保证检查范围的广泛性，而且食道钡剂造

影主要是通过不同浓度钡剂完成，不同浓度的钡剂

形成不重叠的结果，所以能在极大的程度上完成检

查目的。但是食道钡剂造影也存在较大的缺点，首

先是钡餐造影操作时间过早食道内相关残留物会黏

贴在管壁上，这就有可能出现误诊，而操作时间过长

又达不到造影效果，所以时间点的选择相对重要。

再者是食道钡剂造影应用过程中不难发现吞咽时间

非常短，需要用特殊处理软件对整个吞咽活动进行

回放才能得到结果，不仅增大了操作量，而且较难保

证造影效果。需要医师对操作时间进行准确选择、

对造影结果准确分析才能保证评估价值。

　　综上所述，食道钡剂造影在鼻咽癌患者放疗后
评估吞咽功能障碍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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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对２０１２年１月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间收集的鼻咽
癌放疗后的１５６例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其中７８例
进行过调强放疗治疗（设为观察组），７８例进行过常
规放疗治疗（设为对照组）。观察组男４１例，女３７
例；年龄３９～７１岁，平均（５４２±４１９）岁。对照组
男４３例，女 ３５例；年龄 ３８～７１岁，平均（５４４±
４２１）岁。两组在年龄、性别等基本资料对比（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研究方法
　　观察组进行过调强放疗治疗，对照组进行过常
规放疗治疗。均在放疗１年后进行食道钡剂造影检
查，对吞咽功能障碍进行统计。每位患者先后吞服

８０％Ｗ／Ｖ的稀钡、２００％Ｗ／Ｖ的稠钡以及８０％Ｗ／Ｖ
的混有钡剂的馒头。最后行正、侧位“Ｘ线透视”，
由两名专业医师将观察到的情况进行记录后计算平

均值。

１．３　疗效评价［５］

１．３．１　食道钡剂造影检查是否具有以下症状：①因
患者舌根处往后的力量减弱以致受阻无法下咽；②
分流至声门或气管导致呛咳，在吞食稀钡时表现明

显；③潴留在梨状窝和舌会厌间隙，尤其是稠剂结果
明显；④舌骨、会厌活动受到明显的限制；⑤通过咽
部不畅，导致吞咽时间延长；⑥通过食道入口处变得
不顺畅，速度缓慢。

１．３．２　随访调查：对参与调查的患者进行当面提问
或电话访问，患者根据自己自身情况进行回答。包

括：是否出现进食从鼻孔流出、进食或饮水呛咳、食

物或流质滞留喉部以及就餐时间延长等情况。

１．３．３　喉镜检查：所有患者均进行过喉镜检查，主
要是对会厌以及声带活动进行深入检查。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２检验。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放疗后食道钡剂造影检查结果对比
　　观察组出现潴留在梨状窝和舌会厌隙和通过咽
部不畅，时间延长等吞咽功能障碍的患者比例显著

低于对照组；观察组出现吞咽障碍总计为５５１３％
（４３／７８），显著低于对照组的８５９０％（６７／７８）。见
表１。
２．２　两组随访调查中吞咽功能障碍发生率对比
　　观察组食物或流质滞留喉部、就餐时间延长等
吞咽功能障碍患者比例显著低于对照组。随访调查

中发现出现吞咽功能障碍患者总计 ６０２６％（４７／

７８），显著低于对照组的９１０３％（７１／７８）。见表２。

表１　两组放疗后食道钡剂造影检查

结果对比 ［（ｎ＝７８），ｎ（％）］

食道钡剂造影结果 观察组 对照组 ２ Ｐ
在口腔受阻无法下咽 ４（５．１３） ６（７．６９） ０．４２７ ０．５１３
分流至声门或气管 ５（６．４１） ４（５．１３） ０．１１８ ０．７３１
潴留在梨状窝和舌会厌隙 　１２（１５．３８）１） ２３（２９．４９） ４．４５７ ０．０３５
舌骨、会厌活动受限 ７（８．９７） １０（１２．８２） ０．５９４ ０．４４１
通过咽部不畅，时间延长 　１０（１２．８２）１） ２１（２６．９２） ４．８７１ ０．０２７
通过食道入口处速度缓慢 ５（６．４１） ３（３．８５） ０．５２７ ０．４６８
合计 　４３（５５．１３）１） ６７（８５．９０） １７．７５８ ０．０００

　注：与对照组相比，１）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随访调查中吞咽功能障碍

发生率对比 ［（ｎ＝７８），ｎ（％）］

随访调查结果 观察组 对照组 ２ Ｐ
进食从鼻孔流出 ６（７．６９） ７（８．９７） ０．０８４ ０．７７２
进食或饮水呛咳 ９（１１．５４） ５（６．４１） １．２５６ ０．２６２
食物或流质滞留喉部 　２１（２６．９２）１） ３８（４８．７２） ７．８７８ ０．００５
就餐时间延长 　１１（１４．１０）１） ２１（２６．９２） ３．９３１ ０．０４７
合计 　４７（６０．２６）１） ７１（９１．０３） ２０．０３９ ０．０００

　注：与对照组相比，１）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喉镜检查结果对比
　　观察组出现会厌活动异常及声带活动受限等吞
咽功能障碍的比例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喉镜检查结

果显示观察组出现吞咽功能障碍总计５６４１％（４４／
７８），显著低于对照组的８８４６％（６９／７８）。见表３。

　　　表３　两组喉镜检查结果对比 ［（ｎ＝７８），ｎ（％）］

喉镜检查结果 观察组 对照组 ２ Ｐ

会厌活动异常 ３２（４１．０３）１） ４６（５８．９７） ５．０２６ ０．０２５

声带活动受限 １２（１５．３８）１） ２３（２９．４９） ４．４５７ ０．０３５

合计 ４４（５６．４１）１） ６９（８８．４６） ２０．０６６ ０．０００

　注：与对照组相比，１）Ｐ＜００５

２．４　食道钡剂造影与随访调查、喉镜对鼻咽癌放疗
后吞咽功能检查结果对比

　　两组中食道钡剂造影与随访调查、喉镜对鼻咽
癌放疗后吞咽功能检查结果对比均无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鼻咽癌放疗后吞咽功能检查结果对比 ［（ｎ＝７８），ｎ（％）］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食道钡剂造影 ４３（５５．１３） ６７（８５．９０）
随访调查 ４７（６０．２６） ７１（９１．０３）
喉镜 ４４（５６．４１） ６９（８８．４６）
食道钡剂造影 ｖｓ随访调查

　２ ０．４２０ １．００５
　Ｐ ０．５１７ ０．３１６
食道钡剂造影 ｖｓ喉镜

　２ ０．０２６ ０．２２９
　Ｐ ０．８７２ ０．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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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立　凌　岳：佛山市顺德区龙江医院　广东佛山　５２８３１８

食道钡剂造影对鼻咽癌患者放疗后的吞咽功能评估

徐永立　凌　岳

　　【摘　要】　目的　研究食道钡剂造影对鼻咽癌患者放疗后吞咽功能的评估价值，为临床诊治提供参考。方法　
对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间收治的鼻咽癌放疗后的患者１５６例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７８例进行过调强放疗治
疗（设为观察组），７８例进行过常规放疗治疗（设为对照组）。两组患者均进行食道钡剂造影检查及随访调查，并与其
喉镜检查结果比较，对比三者结果并作深入分析。结果　应用食道钡剂造影检查发现观察组出现吞咽障碍总计为
５５１３％（４３／７８），显著低于对照组的８５９０％（６７／７８）；通过随访调查统计得到观察组出现吞咽功能障碍患者总计
６０２６％（４７／７８），显著低于对照组的９１０３％（７１／７８）；对喉镜检查结果对比发现观察组出现吞咽功能障碍总计
５６４１％（４４／７８），显著低于对照组的８８４６％（６９／７８）。最后对比三种结果得到两组中食道钡剂造影与随访调查、喉
镜对鼻咽癌放疗后吞咽功能检查结果对比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鼻咽癌患者进行放疗治疗后普
遍出现吞咽功能障碍，而调强放疗后出现的比例较低。采用食道钡剂造影检查后对吞咽功能障碍了解详细，可为了

解病情发展严重程度及治疗提供依据，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　鼻咽癌；放疗；吞咽功能障碍；食道钡剂造影；评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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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ｌｕ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ａｄｄｒｅｓｓ】　Ｓｈｕｎｄｅ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Ｆｏｓｈａｎ，Ｆｏｓｈａｎ５２８３１８，Ｃｈｉｎａ

　　鼻咽癌是我国南方常见的恶性肿瘤，发病率明
显高于其他地区［１］，在医疗技术不断进步的现在，

鼻咽癌的治疗已经取得较大进展，但依旧存在预后

不良的结果。因为鼻咽癌在早期难以发现，并且出

现转移、术后复发等状况，造成临床上对鼻咽癌的治

疗效果不佳［２］。由于鼻咽癌解剖部位的特点及生

物学特性，放射治疗为其首选的治疗手段。治疗剂

量的增加能提高肿瘤的局控率，但单纯通过提高外

照射剂量常导致口干、张口困难、放射性脑病等放疗

后遗症增加，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存质量［３］。所

以，对于如何选择治疗方式以及对治疗效果的评估

极其重要。鼻咽癌的放化疗近年来不断进步，但是

放疗后会造成患者短时间的吞咽功能障碍，影响患

者生活。因此，需要对放疗的患者进行吞咽功能检

查，其中食道钡剂造影是通过应用钡餐后根据吞咽

情况进行的吞咽功能判断［４］。本研究通过对比不

同放疗方式后采用食道钡剂造影评估吞咽功能，现

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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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敏度为８２３５％，特异性为７２２２％，ｄＩＶＣ的灵敏
度为９３７５％，特异性为８５００％。预测ＣＶＰ升高５
ｃｍＨ２Ｏ，ＩＶＣｍａｘ灵敏度为 ７１４３％，特 异 性 为

６６６７％，ＩＶＣｍｉｎ灵敏度为 ７６１９％，特异性为
８３８７％，ｄＩＶＣ 灵 敏 度 为 ８６３６％，特 异 性 为
９３３３％。见表３。

表２　下腔静脉直径与ＣＶＰ、ＣＯ、ＳｃｖＯ２和Ｐｃｖ－ａＣＯ２的相关性

下腔静脉

直径

ＣＶＰ ＣＯ ＳｃｖＯ２ Ｐｃｖ－ａＣＯ２

ｒ Ｐ ｒ Ｐ ｒ Ｐ ｒ Ｐ

ＩＶＣｍａｘ ０．８１４ ０．０００ ０．６４７ ０．０００ ０．６３１ ０．０００ －０．７８７ ０．０００

ＩＶＣｍｉｎ ０．８９４ ０．０００ ０．７１９ ０．０００ ０．６９５ ０．０００ －０．８８３ ０．０００

ｄＶＩＣ ０．８３６ ０．０００ ０．７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６７２ ０．０００ －０．８２２ ０．０００

表３　下腔静脉直径预测ＣＶＰ升高的价值

预测项目 下腔静脉直径 灵敏度／％ 特异性／％ Ｃｕｔ－ｏｆｆ值 约登指数 ＡＵＣ

ＣＶＰ升高２ｃｍＨ２Ｏ ＩＶＣｍａｘ／ｃｍ ７２．５０ ６６．６７ １．３９ ０．３９２ ０．６１５

ＩＶＣｍｉｎ／ｃｍ ８２．３５ ７２．２２ １．５２ ０．５４６ ０．７８６

ｄＩＶＣ ９３．７５ ８５．００ ０．３６ ０．７８８ ０．８４６

ＣＶＰ升高５ｃｍＨ２Ｏ ＩＶＣｍａｘ／ｃｍ ７１．４３ ８０．６５ １．５４ ０．５２１ ０．６８２

ＩＶＣｍｉｎ／ｃｍ ７６．１９ ８３．８７ １．３８ ０．６０１ ０．７６１

ｄＩＶＣ ８６．３６ ９３．３３ ０．２８ ０．７９７ ０．８７４

３　讨论

　　对需要容量复苏的重症患者，ＣＶＰ、ＰＩＣＣＯ、ＰＡＣ
可有效监测患者血流动力学，但一方面这些监测为

有创性监测，另一方面部分环境或条件导致不能及

时建立动、静脉通道会影响监测，医生常凭临床经验

对患者进行救治，寻找简单、无偿的监测患者血流动

力学的指标将有助于指导重症患者的临床救治。下

腔静脉直径与右心功能呈高度相关性，且下腔静脉

直径受到容量丢失所致动脉收缩代偿机制的影响较

小，对容量的判断可靠性高，指导容量复苏有重要的

临床意义，近年来，床边超声探测 ＩＶＣＤ已经成为无
创化判定重症患者血容量研究热点［３－５］。但目前对

ＩＶＣＤ与ＣＶＰ、ＣＯ及血气分析的相关性研究较少。
　　本研究中，对重症患者 ＩＶＣＤ与血容量相关指
标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研究中所有患者均排除三

尖瓣狭窄、心功能不全、严重心律失常、严重心力衰

竭和门脉高压等患者，确保补液试验时血容量变化

是影响ＩＶＣＤ与 ＣＶＰ等指标的主要因素。ＩＶＣＤ受
呼吸影响较大，一般情况下，吸气时胸腔压力下降，

回心血量增加，ＩＶＣＤ减少，呼气时胸腔压力升高，回
心血量减少，ＩＶＣＤ增大［６－８］，因此本研究中，对吸气

末和呼气末指标进行测量，测量患者的最大下腔静

脉直径和最小下腔静脉直径，并对 ＩＶＣｍａｘ、ＩＶＣｍｉｎ
和ｄＩＶＣ与相关监测指标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结果
显示，ＩＶＣｍａｘ、ＩＶＣｍｉｎ和ｄＩＶＣ对ＣＶＰ、ＣＯ、ＳｃｖＯ２和
Ｐｃｖ－ａＣＯ２均有很好的相关性，ｄＩＶＣ的相关系数绝对
值均高于 ＩＶＣｍｉｎ和 ＩＶＣｍａｘ，说明 ｄＩＶＣ与 ＣＶＰ、
ＣＯ、ＳｃｖＯ２和 Ｐｃｖ－ａＣＯ２等血气动力监测指标相关性
更高。根据有关研究中 ＣＶＰ导向的容量负荷试验

的报道［１］，研究采用补液试验后，ＣＶＰ改变幅度 ＜２
ｃｍＨ２Ｏ为可以重复大量补液的指征，ＣＶＰ改变幅度
＞５ｃｍＨ２Ｏ为不能继续补液的指征，评价了 ＩＶＣＤ
预测ＣＶＰ改变幅度 ＝２ｃｍＨ２Ｏ和５ｃｍＨ２Ｏ的临床
价值。结果显示，ＩＶＣｍａｘ预测的界值分别为 １３９
ｃｍ和１５４ｃｍ，ＩＶＣｍｉｎ预测的界值分别为１５２ｃｍ
和１３８ｃｍ，ｄＩＶＣ预测的临界值分别为 ０３６和
０２８，ｄＩＶＣ预测的灵敏度、特异性、约登指数、ＡＵＣ
均高于 ＩＶＣｍａｘ和 ＩＶＣｍｉｎ，说明 ｄＩＶＣ对 ＣＶＰ的预
测价值更高，与相关性分析结果一致。本研究拟合

了ＩＶＣｍａｘ和ＩＶＣｍｉｎ与ＣＶＰ的回归方程，临床工作
中可通过对下腔静脉 ＩＶＣＤ的检测预估 ＣＶＰ的数
值，更好地指导临床工作。

　　综上所述，下腔静脉直径变化与补液试验过程
中血流动力学指标有显著相关性，对 ＣＶＰ变化的指
征点有良好的预测价值，值得临床推广应用。本研

究的局限性主要为病例数纳入较少，尚需要进一步

纳入病例来证明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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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胜睿　刘　超　朱华勇：赣州市人民医院　江西赣州　３４１０００

超声监测下腔静脉变化与补液试验前后血流动力学

变化的相关性研究

张胜睿　刘　超　朱华勇

　　【摘　要】　目的　评测超声监测下腔静脉直径变化与补液试验前后血流动力指标相关性。方法　本研究选择
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０１６年９月在我院重症医学科住院治疗的重症患者进行研究，患者均经评估可能存在有效循环血量
不足。补液试验前后测定患者的中心静脉压（ＣＶＰ）、每分输出量（ＣＯ）、中心静脉血氧饱和度（ＳｃｖＯ２）、静－动脉血二
氧化碳分压差（Ｐｃｖ－ａＣＯ２）、下腔静脉直径最大值（ＩＶＣｍａｘ）、下腔静脉直径最小值（ＩＶＣｍｉｎ）和下腔静脉扩展指数（ｄＩ
ＶＣ），评价ＩＶＣｍａｘ、ＩＶＣｍｉｎ和ｄＩＶＣ与 ＣＶＰ、ＣＯ、ＳｃｖＯ２和 Ｐｃｖ－ａＣＯ２的相关性。结果　ＩＶＣｍａｘ、ＩＶＣｍｉｎ、ｄＩＶＣ与 ＣＶＰ、
ＣＯ、ＳｃｖＯ２呈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１），与Ｐｃｖ－ａＣＯ２呈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１）。预测ＣＶＰ升高２ｃｍＨ２Ｏ，ＩＶＣｍａｘ的灵
敏度为７２５０％，特异性为６６６７％；ＩＶＣｍｉｎ的灵敏度为８２３５％，特异性为７２２２％；ｄＩＶＣ的灵敏度为９３７５％，特异
性为８５００％。预测ＣＶＰ升高５ｃｍＨ２Ｏ，ＩＶＣｍａｘ灵敏度为７１４３％，特异性为６６６７％；ＩＶＣｍｉｎ灵敏度为７６１９％，特
异性为８３８７％；ｄＩＶＣ灵敏度为８６３６％，特异性为９３３３％。结论　下腔静脉直径变化与补液试验过程中血流动力
学指标有显著相关性，对补液试验的评价有良好的预测和指导价值，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下腔静脉；直径；补液试验；中心静脉压；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Ｒ４４５．１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３３２Ｘ．２０１６．１２．０２５

　　补液试验的监测指标如中心静脉压（ＣＶＰ）、脉
波指示剂连续心排血量监测（ＰＩＣＣＯ）、肺动脉漂浮
导管（ＰＡＣ）等均为有创监测［１］。研究显示，采用彩

超监测下腔静脉管径（ＩＶＣＤ）可评估患者的血容量
状态［２］，因此对下腔静脉监测可实现无创下直接客

观准确地观察补液后容量状态的变化，本研究通过

观察超声监测下腔静脉直径与补液试验相关性，从

而为危重患者的抗休克治疗提供帮助，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择２０１５年６月至２０１６
年９月在我院重症医学科住院治疗的重症患者进行
研究，本研究中共纳入５２例患者，其中男２９例，女
２３例；年龄２４～５９岁，平均年龄（３６９１±７６４）岁。
患者均经评估可能存在有效循环血量不足。排除三

尖瓣狭窄、心功能不全、严重心律失常、严重心力衰

竭和门脉高压等患者。

１．２　研究方法　测量患者中心静脉压、每分输出量
（ＣＯ）、血气分析、中心静脉血氧饱和度（ＳｃｖＯ２）、中
心静脉血二氧化碳分压（ＰｃｖＣＯ２）、动脉血二氧化碳
分压（ＰａＣＯ２），计算静 －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差
（Ｐｃｖ－ａＣＯ２），测量 ＩＶＣＤ的最大直径（ＩＶＣｍａｘ）和最
小直径（ＩＶＣｍｉｎ），连续测量３次取平均值，计算下
腔静脉扩张指数（ｄＩＶＣ）＝（ＩＶＣｍａｘ－ＩＶＣｍｉｎ）／
ＩＶＣｍｉｎ。补液试验完成后再次测定上述指标。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中获得的数据采用统计
学软件ＳＰＳＳ２２０进行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珋ｘ±ｓ方

式进行表示，采用ｔ检验，相关性检验采用ｐｅｒｓｏｎ相
关，采用 ＳＰＳＳ绘制受试者工作曲线（ＲＯＣ），评测下
腔静脉直径预测ＣＶＰ＝５ｃｍＨ２Ｏ的灵敏度、特异性、
最佳临界值，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补液试验前后有关指标的变化　补液试验后
ＣＶＰ、ＣＯ、ＳｃｖＯ２和 Ｐｃｖ－ａＣＯ２、ＩＶＣｍａｘ、ＩＶＣｍｉｎ、ｄＩＶＣ
较治疗前显著变化（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补液试验前后有关指标的变化 （珋ｘ±ｓ）

项目 补液试验前 补液试验后 ｔ Ｐ

ＣＶＰ（ｃｍＨ２Ｏ） ６．０３±２．０３ ８．８２±１．９８ －５．２６１０．０００

ＣＯ（Ｌ／ｍｉｎ） ４．８４±１．１６ ５．８０±１．６５ －４．７５００．０００

ＳｃｖＯ２（％） ６９．３４±５．３８ ７５．０８±６．０１ －２．２２７０．０３０

Ｐｃｖ－ａＣＯ２（ｍｍＨｇ） ７．６５±１．８４ ５．０６±１．９２ ７．７２７０．０００

ＩＶＣｍａｘ（ｃｍ） １．２１±０．２５ １．６２±０．２１ －３．４９７０．００１

ＩＶＣｍｉｎ（ｃｍ） ０．８４±０．１８ １．１６±０．２４ －５．９１２０．０００

ｄＩＶＣ ０．４４±０．１４ ０．３９±０．１２ ３．９６００．０００

２．２　下腔静脉直径与 ＣＶＰ、ＣＯ、ＳｃｖＯ２和 Ｐｃｖ－ａＣＯ２
的相关性　拟出ＩＶＣＤ与 ＣＶＰ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ＣＶＰ＝５２６×ＩＶＣｍａｘ－０２９和 ＣＶＰ＝８７６×ＩＶＣ
ｍｉｎ＋２２０，ＩＶＣｍａｘ、ＩＶＣｍｉｎ、ｄＩＶＣ与 ＣＶＰ、ＣＯ、Ｓｃ
ｖＯ２呈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１），与 Ｐｃｖ－ａＣＯ２呈显
著负相关（Ｐ＜００１）。见表２。
２．３　下腔静脉直径预测ＣＶＰ升高的价值　本研究
中以ＣＶＰ升高２ｃｍＨ２Ｏ和５ｃｍＨ２Ｏ评价下腔静脉
直径预测的价值，预测 ＣＶＰ升高２ｃｍＨ２Ｏ，ＩＶＣｍａｘ
的灵敏度为７２５０％，特异性为６６６７％，ＩＶＣｍｉ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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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的这一特性也为其检出带来困难［９］。目前针对结

核病的实验室检验方法很多，检验效果也不尽相同。

我国政府发布的《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中，鼓励、强调应用新技术、新方法来提高患
者发现水平。结核病传染率较高，提高发现率、加强

传染源管理对于控制结核病的传播有重要作用［１０］。

　　目前结核病的诊断上，医患较为接受的方式还
是倾向于“眼见为实”的细菌学检查以及影像学检

查。抗酸染色镜检是最基础的诊断方法，但其灵敏

度较低，据报道仅有２０％ ～３０％；荧光染色法镜检
灵敏度略高，但受限于昂贵的仪器设备，普及率不

高［１１］。涂片镜检敏感性和特异性波动很大，无法区

分活菌与死菌。罗氏固体培养法目前仍是结核病诊

断的金标准，常与涂片镜检结果相结合作为临床用

药依据，但其培养周期较长，需要４～８周方能出结
果，实效性较差，并且其阳性率也仅略高于镜检法，

一般不超过４０％，同时培阳结果需要经过菌种鉴定
和药敏试验才能确定［１２］。细菌学检查还存在对环

境及检测人员的生物安全性问题。近年来，飞速发

展的分子生物学技术也为结核病的诊断带来了新方

法，２０１０年ＷＨＯ便推荐将 ＸｐｅｒｔＭＴＢ／ＲＩＦ作为结
核病的主要诊断工具。ＸｐｅｒｔＭＴＢ／ＲＩＦ是以荧光定
量ＰＣＲ为工作原理，能够实现对结核杆菌的快速检
出及半定量，并能作为患者是否对利福平耐药的参

考。整个诊断过程在２ｈ以内，需要人工操作的时
间不超过５ｍｉｎ，其余步骤均在封闭系统中进行，对
环境和操作者而言安全性较高［１３］。

　　本研究中，ＸｐｅｒｔＭＴＢ／ＲＩＦ阳性率高于抗酸染
色涂片法，但与罗氏固体培养结果相仿，这一阳性率

低于已有报告，可能与入选样本量较少，特别是培阳

样本量较低所致。本研究以罗氏固体培养法作为金

标准，ＸｐｅｒｔＭＴＢ／ＲＩＦ检测涂阳与涂阴患者 ＭＴＢ的
敏感度分别为 １００％相比 ９４１２％，总体检测 ＭＴＢ
的敏感度为９８２１％，特异度为９２３１％，与罗氏培
养法的一致性较高（ｋａｐｐａ＝０８８７），这与国内学者
李妍等［１４］的实验结果相似。同时，本研究对 Ｘｐｅｒｔ
ＭＴＢ／ＲＩＦ与金标准检测 ＭＴＢ分级情况作一致性分
析及差异性分析，发现两者一致性适中（ｋａｐｐａ＝
０５７９），差异性较小（ｕ＝０８２０９，Ｐ＝０４１１７）。有
研究证实ＸｐｅｒｔＭＴＢ／ＲＩＦ在肠结核的快速诊断中具
有较高的效能，敏感度等同于快速培养，高于抗酸染

色［１５］。

　　此外，高谦等［１６］在针对结核病的传播研究方面

发现，我国的结核病传播以近期传播为主，而１／３的
近期传播由涂阴培阳结核病患者所致。从结果可发

现 ＸｐｅｒｔＭＴＢ／ＲＩＦ对涂阴培阳患者的检出率高达
９４１２％（１６／１７），可见，引进 ＸｐｅｒｔＭＴＢ／ＲＩＦ技术

作为肺结核的主要诊断方法，对于控制我国结核病

发病情况有重要意义。

　　综合以上分析，ＸｐｅｒｔＭＴＢ／ＲＩＦ检测肺结核患
者痰样本 ＭＴＢ敏感性和特异性较高，对 ＭＴＢ分级
结果与罗氏固体培养法较一致，同时其操作简便、检

出结果较短、安全性高，可作为临床参考。但由于样

本量有限，未进行肺外结核样本的相关研究，后期需

要加以开展，以期更好地指导结核病临床诊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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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ＸｐｅｒｔＭＴＢ／ＲＩＦ及传统检测方法进行比较分
析，以期为ＸｐｅｒｔＭＴＢ／ＲＩＦ技术的推广宣传提供临
床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６月 －２０１６年６月初次到我院就

诊的疑似肺结核患者１４７例，其中男１０５名、女４２
名，年龄３２～５４岁，平均年龄（４２４±６３）岁，所有
患者检测前均未进行过相关抗结核治疗。本研究经

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知情同意。

１．２　检测方法
充分漱口后用力深咳收集下呼吸道痰液及时送

检，一式三份，分别进行痰液标本的抗酸染色涂片镜

检、罗氏固体培养法及 ＸｐｅｒｔＭＴＢ／ＲＩＦ技术检测。
抗酸染色涂片及罗氏固体培养相关试剂材料购自珠

海贝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方法参照《结核病实验

室标准化操作与网络建设》［４］。ＸｐｅｒｔＭＴＢ／ＲＩＦ仪
器及试剂购自美国 Ｃｅｐｈｅｉｄ公司，方法参照产品说
明书。

１．３　观察指标
①比较三种检测方法的阳性检出率。②以罗氏

固体培养结果作为金标准，比较两组检验结果一致

性。其中ＸｐｅｒｔＭＴＢ／ＲＩＦ技术分级标准参照Ｂｌａｋｅ
ｍｏｒｅＲ等［５］文献，具体如下：Ｃｔ值＜１６为高，１６≤Ｃｔ
值＜２２为中，２２≤Ｃｔ值＜２８为低，２８≤Ｃｔ值＜３８为
极低，Ｃｔ值＞３８为未检出；罗氏固体培养法分级标
准如下：菌落布满斜面为 ＋＋＋＋（高），菌落布满
斜面达３／４为＋＋＋（中），菌落布满斜面达１／２为
＋＋（低），菌落布满斜面达１／４为 ＋（极低），无菌
落生长为阴性［６］。

１．４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进行处理分析，计数资料

用ｎ（％）表示，样本率比较采用 ２检验，等级程度
差异分析采用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秩和分析。一致性检验标
准：ｋａｐｐａ＜０表示一致性程度极差，０≤ｋａｐｐａ＜０４
表示一致性程度较差，０４≤ｋａｐｐａ＜０７５表示一致
性程度适中，ｋａｐｐａ≥０７５表示一致性程度较好。
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三种检验方法阳性率比较
共１４７份有效痰样本，抗酸染色涂片法阳性率

为３０６１％，罗氏固体培养法阳性率为 ３８１０％，
ＸｐｅｒｔＭＴＢ／ＲＩＦ阳性率为４２１８％，显著高于抗酸染

色涂片法（２＝４２４６４，Ｐ＜００５），与罗氏固体培

养法相当（２＝０５０９６，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不同检验方法阳性率情况 ［ｎ，ｎ（％）］

Ｘｐｅｒｔ
ＭＴＢ／ＲＩＦ

抗酸染色涂片法 罗氏固体培养法

阳性 阴性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４３ １９ ５５ ７ ６２（４２．１８）

阴性 ２ ８３ １ ８４ ８５（５７．８２）

合计 ４５（３０．６１）１０２（６９．３９） ５６（３８．１０） ９１（６１．９０）１４７（１００．００）

２．２　ＸｐｅｒｔＭＴＢ／ＲＩＦ检测肺结核效能分析
详细分析 ＸｐｅｒｔＭＴＢ／ＲＩＦ方法的效能，以罗氏

固体培养结果作为金标准，其检测涂阳患者ＭＴＢ的
敏感度为１００％（３９／３９）、特异度为３３３３％（２／６）；
检测涂阴患者 ＭＴＢ敏感度为９４１２％（１６／１７），特
异度为９６４７％（８２／８５）。全部患者检测的敏感度
为９８２１％（５５／５６），特异度为９２３１％（８４／９１），阳
性预测值为 ８８７１％ （５５／６２），阴性预测值为
９８８２％（８４／８５），Ｋａｐｐａ值为０８８７。见表２。

表２　ＸｐｅｒｔＭＴＢ／ＲＩＦ检测肺结核效能分析 （ｎ）

Ｘｐｅｒｔ
ＭＴＢ／ＲＩＦ

涂阳 涂阴

培阳 培阴 合计 培阳 培阴 合计

阳性 ３９ ４ ４３ １６ ３ １９

阴性 ０ ２ ２ １ ８２ ８３

合计 ３９ ６ ４５ １７ ８５ １０２

２．３　ＸｐｅｒｔＭＴＢ／ＲＩＦ与金标准对痰样本分级一致
性分析

两种检测方法具体分级情况见表３，进行一致
性检验得ｋａｐｐａ值＝０５７９，经秩和分析ｕ＝０８２０９，
Ｐ＝０４１１７。见表３。

表３　ＸｐｅｒｔＭＴＢ／ＲＩＦ对ＭＴＢ分级的检出情况 （ｎ）

级别 ＋＋＋＋ ＋＋＋ ＋＋ ＋ 阴 合计

高 ６ ３ １ ０ ０ １０

中 ７ １１ ２ ０ ０ ２０

低 ０ ５ ８ ２ １ １６

极低 ０ ２ １ ４ ３ １０

未检出 ０ １ ６ ３ ８１ ９１

合计 １３ ２２ １８ ９ ８５ １４７

３　讨论

　　结核病是重要的传染病，感染率及死亡率均较
高，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全球性卫生问题。世界卫生

组织（ＷＨＯ）出版的《２０１５年全球结核病报告》中指
出，中国结核病患病率已降至全球第三，这得益于我

国政府的有力调控，但也能看出，我国结核病防治工

作依旧任重道远［７－８］。结核分枝杆菌（ＭＴＢ）是引起
结核病的病原菌，可侵犯全身各器官，但以肺部结核

较为多见。结核杆菌生长缓慢，约 １８ｈ才分裂一
代，而多数细菌在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便能繁殖一代，

故感染结核杆菌后往往起病较慢而被忽视，结核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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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ｐｅｒｔＭＴＢ／ＲＩＦ技术在肺结核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张灿强　赖晓宇　郭稢琳

　　【摘　要】　目的　探究ＸｐｅｒｔＭＴＢ／ＲＩＦ（结核分支杆菌／利福平）技术在肺结核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使用
ＸｐｅｒｔＭＴＢ／ＲＩＦ技术、抗酸染色涂片镜检、罗氏固体培养法对１４７例疑似肺结核初诊患者进行诊断，评价 ＸｐｅｒｔＭＴＢ／
ＲＩＦ技术检测ＭＴＢ的敏感度和特异性、与金标准的一致性。结果　三种诊断方法阳性率分别为抗酸染色涂片法
３０６１％，罗氏固体培养法３８１０％，ＸｐｅｒｔＭＴＢ／ＲＩＦ法４２１８％，ＸｐｅｒｔＭＴＢ／ＲＩＦ阳性率显著高于抗酸法，但与罗氏固

体培养法相当（２＝４２４６４，０５０９６）。以罗氏固体培养结果为金标准，ＸｐｅｒｔＭＴＢ／ＲＩＦ对涂阳患者敏感度更高
（１００％ ｖｓ９４１２％），但对涂阴样本的特异度高于涂阳患者（３３３３％ ｖｓ９２３１％）；全部样本敏感度为９８２１％，特异
度为９２３１％，阳性预测值为８８７１％，阴性预测值为９８８２％，ｋａｐｐａ＝０８８７。ＸｐｅｒｔＭＴＢ／ＲＩＦ与金标准对痰样本分
级一致性适中（ｋａｐｐａ＝０５７９），差异不显著（ｕ＝０８２０９，Ｐ＝０４１１７）。结论　ＸｐｅｒｔＭＴＢ／ＲＩＦ技术检测肺结核阳性
率、敏感度与特异度均较高，对痰样本带菌量分级与罗氏固体培养法相仿，但其检测周期短，生物安全性高，可作为临

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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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对结核病特别是肺结核的防治干预工
作受到较大的关注和重视。然而由于其传播途径阻

断较难、易产生耐药性，且大多数人存在婴幼儿时期

接种疫苗便一劳永逸的偏误，导致结核病患者数量

依旧居高不下［１］。目前诊断结核病的主要依据是

影像学检查及微生物学检查技术，但早期患者影像

学特征不明显，带菌量较低，微生物学检查技术阳性

率低，患者确诊较难，这对于病情发展及传播的控制

不利［２］。寻求一种特异度及灵敏度均较高且检测

周期短的诊断方法是研究人员在结核病防控工作中

所追求的目标之一。结核分枝杆菌／利福平耐药实
时荧光定量核酸扩增检测技术（ＸｐｅｒｔＭｙｃｏｂａｃｔｅ－
ｒｉｕｍ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Ｒｉｆａｍｆａｍｐｉｎ，ＸｐｅｒｔＭＴＢ／ＲＩＦ技术）
是由美国Ｃｅｐｈｅｉｄ公司开发一种结核病诊断及利福
平耐药性检测方法，其实现了诊断过程的自动化，操

作简便、检测周期短［３］。其传入我国时间较短，普

及率较低，为实现对结核病的早期快速准确诊断，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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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技术处理总则》［５］、《副溶血弧菌食物中毒诊断及

处理原则》［６］可判定本次疫情为一起副溶血性弧菌污

染食物引起的食物中毒。实时荧光ＰＣＲ检测结果为
疫情早期快速处置提供了依据，也为后续分离培养工

作指明方向，提高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效率。

３　讨论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依然形势严峻，食源
性致病菌污染为引起食物中毒的主要原因，集体食

堂、家庭和饮食服务单位是中毒的高发场所。副溶

血性弧菌（ＶｉｂｒｉｏＰａｒａｈａｅｍｏｌｙｔｉｃｕｓ，ＶＰ）是一种嗜
盐性细菌，属弧菌科（Ｖｉｂｒｉｏ）弧菌属，主要存在于近
海岸的海水、海底沉积物和鱼类、虾类、贝类、牡蛎等

海产品中，人们多因食用被本菌污染而又未煮熟的

海产品而引起腹泻症状，在细菌性食物中毒中所占

比例高，我国每年都有副溶血性弧菌引起食物中毒

的报道，发病率呈上升趋势［７－８］。往年主要集中发

生在沿海地区，但随着海鲜市场经贸往来、区域一体

化、物流的发展，使得该类食物中毒在全国范围内均

可发生。而引起副溶血性弧菌聚集性食物中毒的主

要原因多为餐饮厨房卫生管理混乱，生熟食物混放

而交叉感染，夏季温度升高，细菌更容易繁殖。在本

次食物中毒中，引发中毒的原因是酒家食品安全卫

生管理不规范，冰鲜海鱼与熟食混放，其所含有的副

溶血性弧菌间接污染了熟食，某公司２２名员工共同
进食了受污染的食物而引发了此次食物中毒。

　　细菌性食物中毒常规检测方法经过
!

菌、分离、

生化试验、血清学反应等过程，操作繁琐，检测周期

长，约５～７天，而且引起食物中毒的细菌种类较多，
每一个细菌都要开展分离所花费的时间特别长，耗

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不利用疫情的快速处置。实

时荧光 ＰＣＲ技术具备快速、特异、灵敏、简便等特
点，可在数小时内出初步的结果，指明了引发食物重

点的罪魁祸首，因此，该技术在细菌性食物中毒快速

检测中被广泛应用［９－１１］。在本次食物中毒应急处

置过程，应用实时荧光 ＰＣＲ技术对患者标本、可疑
食品进行常见食源性致病菌进行快速筛选，结合传

统细菌分离鉴定技术，根据实时荧光 ＰＣＲ检测结
果，缩少了致病菌的范围，集中有限的实验室力量，

对副溶血性弧菌核酸扩增阳性的标本开展细菌分

离、培养、鉴定工作，使实验人员可集中精力在种类

繁多的标本中尽快地分离出引起食物中毒的病原

菌，避免了其它细菌的干扰，提高工作效率，快速地

为疫情控制处理提供科学准确的病原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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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８８（２）：２４３－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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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ＤＮＡ提取与实时荧光ＰＣＲ检测
　　取前增菌后的样本２００μＬ，采用 ＤＮＡ／ＲＮＡ快
速提取试剂盒（磁珠法）提取核酸ＤＮＡ，在ＮＰ－９６０
核酸提取仪上进行，３０ｍｉｎ可完成提取。按照实时
荧光ＰＣＲ检测试剂盒说明书，分别配制沙门氏菌、
志贺氏菌、副溶血性弧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霍乱弧

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等常见食源性致病菌

实时荧光 ＰＣＲ反应体系，在实时荧光 ＰＣＲ仪上设
置循环条件如下：９５℃预变性２ｍｉｎ；９５℃变性１０ｓ、
６０℃延伸４０ｓ（收集荧光），４０个循环。
１．５　传统方法分离培养
　　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现行有效的微生物检
验技术规范和相关传染病诊断标准进行食源性致病

菌分离鉴定，对实时荧光ＰＣＲ阳性的标本进行重点
分离，鉴定结果与实时荧光ＰＣＲ方法比较。

２　结果

２．１　流行病和卫生学调查概括
　　本次食物中毒集中发生在某公司在该酒家进行
聚餐的３９名员工中，餐后２２人相继发病，以腹痛、
腹泻、恶心、呕吐、发热为主，罹病率达５９５％，潜伏
期最短１５ｈ，最长２５ｈ，平均潜伏期约１２ｈ。个案
调查发现，１５名发病的员工均进食了聚餐的各类食
物，２名无发病的员工没有进食或很少进食餐前小
吃、卤水拼盘、扣肉和鱼食物。该餐前的所有餐次，

员工各自在家进餐，其家属未见发病，且聚餐前均无

另外进食。对酒家厨房的卫生学调查发现，熟食间

冰箱内有冰鲜海鱼、生鲜鸡肉与卤熟食物混放。

　　根据现场调查情况，采集了患者肛拭１３份、酒
家厨房工作人员肛拭５份、手拭１份，厨房用具容器
和工作台物表涂抹５份、相关食物１２份（咸香鸡脚、
卤大肠、熟食间冰鲜海鱼、麻油、豉油、卤牛展、卤掌

翼、卤鸭掌、卤鸭头、芫茜葱、潮式富贵拼、白切鸡）。

２．２　实时荧光ＰＣＲ结果
所采集的标本经 ＴＳＢ温箱培养６ｈ后，进行常

见的食源性致病菌实时荧光ＰＣＲ检测，包括沙门氏
菌、志贺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单核增生李斯特氏

菌、大肠杆菌 Ｏ１５７、副溶性血弧菌。结果显示，３６
份标本中有１１份副溶血性弧菌核酸扩增阳性，其中
包括８份患者样本和３份食品标本（图１、图２），食
品样本分别为冰鲜海鱼、咸香鸡脚、卤大肠，其它食

源性致病菌实时荧光ＰＣ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２．３　传统细菌分离鉴定结果
　　 同时按现行有效的微生物检验技术规范和相
关传染病诊断标准进行食源性致病菌分离鉴定，检

测项目包括了沙门氏菌、志贺氏菌、致病性大肠埃希

氏菌、侵袭性大肠埃希氏菌、产肠毒素大肠埃希氏

图１　患者标本副溶血性弧菌实时荧光ＰＣＲ扩增结果图

图２　食物标本副溶血性弧菌实时荧光ＰＣ扩增结果图

菌、出血性大肠埃希氏菌、副溶血性弧菌、金黄色葡

萄球菌、霍乱弧菌、蜡样芽胞杆菌、单核细胞增生李

斯特氏菌。重点分离实时荧光ＰＣＲ阳性的标本，以
副溶血性弧菌为重点目标，按食品安全标准进行副

溶血性弧菌分离、生化反应、血清学试验。结果，从

实时荧光ＰＣＲ阳性的８份患者样本和３份食品标
本中检出生物学特性一致的副溶血性弧菌，血清型

为Ｏ３∶Ｋ６，其中食物标本为咸香鸡脚、卤大肠、熟食
间冰鲜海鱼。副溶血性弧菌实时荧光 ＰＣＲ检测结
果阴性的标本均未分离出副溶血性弧菌，两种方法

检测结果完全一致，其分布情况见表１。

表１　两种检测方法在各类标本中对副溶血性弧菌的结果分布

样品名称 份数
检出副溶血

性弧菌

ＰＣＲ
扩增阳性

分离鉴定和ＰＣＲ
结果符合率／％

患者肛拭 １３ ８ ８ １００

食物检材 １２ ３ ３ １００

厨具及工作台涂抹 ５ ０ ０ １００

酒家员工肛拭 ５ ０ ０ １００

酒家员工手拭 １ ０ ０ １００

合计 ３６ １１ １１ １００

２．４　食物中毒结果判定
　　根据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结合临床表现以及实验
室检验结果进行综合分析，依据《食物中毒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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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荧光 ＰＣＲ在食源性致病菌食物中毒应急处置中的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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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实时荧光ＰＣＲ在食源性致病菌食物中毒快速应急检测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对一起食
物中毒进行流行病学调查，采集患者、相关食品、厨房工作人员和厨具拭子等标本，对前增菌液进行食源性致病菌实

时荧光ＰＣＲ快速筛查，同步进行分离培养。结果　该事件３９名聚餐人员中共有２２人发病，罹病率达５９５％，对采
集的３６份标本进行实时荧光ＰＣＲ和分离培养，其中８份患者标本和３份食品标本副溶血性弧菌实时荧光 ＰＣＲ阳
性，并相应分离出１１株血清型为Ｏ３∶Ｋ６的副溶血性弧菌。结论　本次食物中毒是由冰鲜海鱼中的副溶血性弧菌污
染熟食品而引起的，实时荧光ＰＣＲ快速、特异、灵敏，可为食物中毒快速处置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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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溶血性弧菌、沙门氏菌是主要的食源性致病
菌［１］，可引起食物中毒，常规检测方法经过

!

菌、分

离、生化试验、血清学反应等过程，操作繁琐，检测周

期长，约５～７天，不利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
处置。快速、特异、灵敏的实时荧光 ＰＣＲ技术在病
原微生物检测中应用广泛［２－４］。本研究探讨实时荧

光ＰＣＲ技术在一起食源性致病菌引起的食物中毒
中的快速检测应用效果。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主要仪器与培养试剂
　　实时荧光ＰＣＲ仪（ＬｉｇｈＣｙｃｌｅｒ１５）、核酸提取仪
（西安天隆 ＮＰ－９６０）、电热恒温培养箱（上海跃进
医疗器械一厂）等；胰大豆蛋白胨肉汤、缓冲蛋白胨

肉汤、ＧＮ肉汤、３％ＮａＣｌ碱性蛋白胨肉汤、碱性蛋白
胨肉汤、７５％ＮａＣｌ肉汤、李斯特氏菌增菌液、Ｂ－Ｐ

琼脂平板、血平板、ＨＥ平板、ＴＣＢＳ平板、血浆凝固
酶试剂盒、肠杆菌生化鉴定试剂盒、弧菌生化鉴定试

剂盒等
!

菌、分离、生化鉴定试剂均由广东环凯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生产。

１．２　实时荧光ＰＣＲ检测试剂
　　磁珠法ＤＮＡ／ＲＮＡ快速提取试剂盒（广州华银
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实时荧

光ＰＣＲ检测试剂盒包括了：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
氏菌、志贺氏菌、副溶血性弧菌、霍乱弧菌、单核增生

李斯特氏菌、肠出血性大肠 Ｏ１５７∶Ｈ７（深圳生科源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１．３　样本采集与前处理
　　食物中毒应急队员到现场开展流行病和卫生学
调查，追踪病例和个案调查。根据现场调查情况，用

无菌棉签采集患者和厨房工作人员肛拭子、环境拭

子，放置５ｍＬＴＳＢ保存液，无菌瓶或样本袋子采集
可疑引起食物中毒的留样食品，并在２ｈ内迅速送
回实验室。检验人员收到样本后，立即开展样本的

前增菌实验，３７℃温箱培养６～８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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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治疗前后临床疗效比较
　　如表１所示，治疗组治愈１３例，显效１０例，有
效５例，总有效率９３３％；对照组治愈８例，显效８
例，有效８例，总有效率７３３％，两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评估对比 ［（ｎ＝３０），ｎ（％）］

临床治愈 显著疗效 治疗有效 治疗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１３（４３．３） １０（３３．３） ５（１６．７） ２（６．７） ２８（９３．３）１）

对照组 ８（２５．０） ８（２５．０） ６（２０．０） ８（２５．０） ２２（７３．３）

２．２　两组治疗前后肺功能对比
　　如表２所示，治疗前两组 ＦＥＶ１和 ＦＥＶ１／ＦＶＣ
比较，无显著差异性（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 ＦＥＶ１
和ＦＥＶ１／ＦＶＣ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治疗组肺功能改善明显优对照组。

　　　　表２　两组患者肺功能评估 （ｎ＝３０，珋ｘ±ｓ）

时间 ＦＥＶ１／ｍＬ ＦＥＶ１／ＦＶＣ／％

治疗组 治疗前 ５２．５３±１０．１５ ５６．９５±４．７７

治疗后 ６９．２２±５．４８ ６１．９４±５．４３

对照组 治疗前 ５３．３１±１０．７７ ５５．８４±７．５８

治疗后 ６２．５２±５．７８ ５６．７１±４．８５

２．３　两组治疗前后血气分析指标对比
　　如表 ３所示，治疗前，两组 ｐＨ值、ＰａＯ２和
ＰａＣＯ２比较，无显著差异性（Ｐ＞００５）；治疗后，两
组ｐＨ值、ＰａＯ２和 ＰａＣＯ２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组动脉血气分析指标改善优于治
疗组。

　　　表３　两组患者动脉血气情况分析 （ｎ＝３０，珋ｘ±ｓ）

时间 ＰＨ ＰａＯ２／ｍｍＨｇ ＰａＣＯ２／ｍｍＨｇ

治疗组 治疗前 ７．２０±０．０９ ４８．０８±９．０７ ７０．１２±５．３５

治疗后 ７．４４±０．０７ ７１．２４±８．２２ ４６．６２±５．０７

对照组 治疗前 ７．１８±０．１２ ４７．３６±７．４８ ６９．６８±５．０３

治疗后 ７．２８±０．１０ ６２．３２±６．５２ ５８．７９±４．３３

３　讨论

　　祖国医学将ＣＯＰＤ主要划归于“肺胀”范围，肺
胀的发生多因久病肺虚，痰浊潴留，而致肺不敛降，

气还肺间，肺气胀满，每因感外邪引发“宿痰”使病

情加重或加剧。病变首先在肺（肺为贮痰之器），继

则影响脾（脾为生痰之源）、肾，后期病及于心［２］。

病理因素主要为痰浊、水饮与血瘀互为影响，相互转

化。病理性质为本虚标实，本虚为肺、脾、肾俱虚，标

实为因本虚而生痰、瘀、水饮等病理物质［２］，有研究

表明，ＣＯＰＤ的细菌阈值学说与 “宿痰伏肺”中医病
机是相通的，宿痰不能尽除是 ＣＯＰＤ反复急性发作

的根本原因所在［５］，因些，“扶正固本、除痰瘀”

是本研究的基本治疗理念。

　　我院自拟补肾益肺健脾膏方是以肺、脾、肾三脏
为出发，通过扶正固本以加强机体抵抗外邪能力和

除痰瘀，提高治疗有效性。方中党参、黄芪、白术

味甘微温、益气固表，为补气之良药，现代药理研究

表明，健脾益肺中药有抑制气道炎性反应作用［６］，

党参、黄芪、白术能提高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

促进蛋白质和核糖核酸的合成，增强机体对各种有

害物质的抵抗力［７－８］。山萸肉具有补益肝肾两脏之

功效；麦冬、五味子配伍可养阴生津的同时还可收敛

肺气，是养阴润肺主药［９］，蛤蚧主要具有入肾经，补

肾纳气，固本平喘的功效；痰饮乃属阴邪，半夏可以

温化之，起到肃清气道的作用；杏仁具有宣肺平喘的

功效。上述药物共凑补肺益脾固肾，统筹治疗肺脾

肾三脏，起到固本扶正的效果。

　　运用活血化瘀中药进行中药离子导入治疗是从
痰、瘀、水饮是 ＣＯＰＤ发病的病理物质出发，具体辨
证的重要性［１０］。有研究表明，理气活血中药成分经

直流电导入能够抑制炎症介质及蛋白酶的释放，有

明显的抗炎作用［１１］，活血化瘀疗法能够促进血管再

生，改善肺部缺血缺氧状况［１２］。同时，借助外部电

场的作用，使药物通过肌肤毛细血管吸收进体内以

增强疗效的方法之一［１３－１４］，可有效地调控给药剂量

和传导速度，对皮肤作用是安全的［１５－１６］。

　　本研究发现：①中药膏方联合中药离子导入治
疗ＡＥＣＯＰＤ时，能够显著改善临床症状、肺功能及
血气分析相关指标，提高了 ＡＥＣＯＰＤ整体治疗效
果。②中药膏方具有组方全面、便捷与口感好等优
点，离子导入法则具有借助外部电场的作用，无痛、

便捷与安全等优点，两法均易于被患者接受，提高了

患者治疗依从性。③本研究体现了中医治疗的“多
途径、多靶点、多效应”治疗优势。综上所述，本研

究进一步验证了中西医结合治疗临床疾病的可行性

与优越性，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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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世海　夏清华　黄光辉　程继荣　何慧嫦：清远市中医院　广东

清远　５１１５００

补肾益肺健脾膏方联合离子导入治疗慢阻肺急性加重期

临床观察

洪世海　夏清华　黄光辉　程继荣　何慧嫦

　　【摘　要】　目的　观察及分析中药膏方配合离子导入法治疗慢阻肺急性加重期（ＡＥＣＯＰＤ）的临床治疗情况。
方法　将６０例ＡＥＣＯＰＤ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每组分别为３０例。对照组予以现代医学规范化治疗；
治疗组则在其基础上加服补肾益肺健脾膏方，并配合中药离子导入，两组疗程均为６周。观察两组治疗前后的临床
症状、肺功能及动脉血气分析指标情况。结果　治疗组临床总有效率、肺功能（ＦＥＶ１、ＦＥＶ１／ＦＶＣ比值）和血气分析
ＰＨ、ＰａＯ２、ＰａＣＯ２指标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中药膏方联合离子导入
治疗能有效地改善慢阻肺患者急性发作期的临床症状，改善肺功能，提高生活质量，进一步验证了中西医结合治疗临

床疾病的可行性与优越性。

　　【关键词】　中药膏方；离子导入；补肾益肺健脾膏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功能
　　中图分类号：Ｒ４５４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３３２Ｘ．２０１６．１２．０２２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ＣＯＰＤ）是一种以呼吸道气
流受到限制为主要表现的呈逐渐性发展的慢性肺部

疾病。较高的患病率和死亡率，在全世界人类主要

死亡原因中排位为第四位，５年后将成为世界上消
耗在疾病上的费用负担的第五位，死亡原因位居第

三位。据不完全统计，我国ＣＯＰＤ患者在４０岁以上
人群患病比率高达 ８２％，约占总患病人群的
３％［１］。ＣＯＰＤ呈缓慢进行性发展，自身防御和免疫
功能不断降低，肺功能的不断毁损，病情反复发作和

反复住院治疗，严重影响了患者的劳动能力和生活

质量，也增加了家庭的人力负担。ＣＯＰＤ急性加重
期（ＡＥＣＯＰＤ）约有１／３病例急性加重原因尚难以确
定［１］。本研究旨在发挥补肾益肺健脾膏方联合离

子导入治疗“多途径、多靶点、多效应”中医药特色

优势，提高了ＡＥＣＯＰＤ整体治疗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６０例患者均选自我院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肺病科住

院患者。按随机分成等数两组，每组各３０例。治疗
组平均年龄（６５３１±６１２）岁，平均病程（９２３±
４３４）年；对照组平均年龄（６５０２±７３４）岁，平均
病程（１１１１±４３８）年。经检验，普通资料对比并
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１．２　诊断标准
１．２．１　中医诊断标准　采用“中医内科学”［２］的诊
断标准，符合祖国医学肺胀病中证属“肺肾两虚，痰

与瘀结”诊断标准：反复喘咳，胸闷痰多，质地偏粘，

难咳吐，心慌不适，不可平卧，或心烦失眠，口唇指甲

紫绀等，舌质淡或紫暗，苔白，脉滑。

１．２．２　西医诊断标准　采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诊治指南（２０１３年修订版）”［３］的诊断标准，排除慢
性咳嗽、哮喘病人，或ＣＯＰＤ合并严重心肝肾或脑血
管疾病和严重贫血或者白血病等。

１．３　治疗方法
１．３．１　对照组　给予现代医学综合性常规治疗，包
括控制性氧疗、支气管扩张剂、糖皮质激素和抗菌药

物等。

１．３．２　治疗组　在常规现代医学诊疗基础上加服
本院自拟补肾益肺健脾膏方配合中药离子导入法。

补肾益肺健脾膏方：党参７５ｇ、黄芪７５ｇ、玉竹２５ｇ、
白术３０ｇ、山药３８ｇ、陈皮１５ｇ、法夏２５ｇ、杏仁２５
ｇ、苏子３８ｇ、鱼腥草２５ｇ、枇杷叶３８ｇ、阿胶６３ｇ、鹿
角胶６３ｇ、蜂蜜６３ｇ、冰糖６３ｇ、山萸肉１５ｇ、蛤蚧７５
ｇ、麦冬５０ｇ、五味子５０ｇ，每天晨、晚分别服１小勺，
温开水冲。每周制作一次。中药离子导入：活血祛

痰为治则，方药：丹参３０ｇ、桃仁１５ｇ、川芎１５ｇ、贝
母１５ｇ、白芥子１５ｇ、半夏１２ｇ、鱼腥草２０ｇ，浓煎３０
ｍＬ，取穴：肺腧。采用北京（型号：ＨＹ－ＤＯ１）中药
离子导入仪，通过定位于穴位上导入中药离子的方

法，即在肺腧穴位上放置电极板，将中药液体渗湿纱

布置于电极片和肌肤之间，采用电流为３０～６０ｍＡ
全波导入治疗，时间：３０ｍｉｎ／次，１次／ｄ，直至出院。
１．４　观察指标
　　①临床疗效评估：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
导原则》［４］，共有临床治愈、显著疗效、治疗有效、无

治疗效果４级。②血气分析：ＰＨ、ＰａＯ２、ＰａＣＯ２。③
肺功能：ＦＥＶ１、ＦＥＶ１／ＦＶＣ比值。
１．５　统计学分析
　　应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统计分析软件，计量资料以
珋ｘ±ｓ表达，运用ｔ检验比较；计数资料以百分率（％）
表示，采用２检验，以Ｐ值作为统计学差异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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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对比其治
疗后的收缩压与舒张压，组间差异显著且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显著优
于对照组，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ｎ＝３２），ｎ（％）］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１９（５９．３８） １２（３７．５０） １（３．１３） ９６．８８

对照组 ９（２８．１３） １５（４６．８８） ８（２５．００） ７５．００

２ ６．３５ ０．５８ ６．３４ ６．３４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压变化比较 ［（ｎ＝３２），（珋ｘ±ｓ）］

组别
收缩压 舒张压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１６３．６±１１．３ １３２．６±１２．８ １１０．２±７．５ ９８．３±４．３

观察组 １６４．６±１２．２ １１５．７±１０．５ １１０．５±６．９ ８３．４±５．３

ｔ ０．３５６ ６．０３９ ０．１７４ １２．９１６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同时对比两组患者组内治疗前后的收缩压与舒张压差异，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对比
　　对照组出现不良反应５例（１５６３％），其中头
晕２例、呕吐２例、恶心１例；观察组出现不良反应
３例（９３８％），其中头晕２例、呕吐１例；对比两组
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组间差异不明显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

３　讨论

　　目前临床上对于原发性高血压的发病机制尚不
清楚，有可能导致发病的因素主要包括有饮食不均、

情志失衡、内伤亏虚等，由风、火、痰、瘀、虚引起人体

脏腑阴阳气血失调、气机升降失司、津液代谢障碍而

发病。《丹溪心法·头眩》偏主于痰，有“无痰则不

作眩”的主张，提出“治痰为主”的方法。临床上在

治疗此病时较常采用贝那普利治疗，此种药物属于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药物的一种，其能够在人体

当中转化为活性型贝那普利并产生药效，可起到较

为良好的血管内皮舒张效果，对于人体的心肌缺血

情况也有明显的改善效果，同时还可增强左心室功

能，普遍适用于各期高血压的临床治疗［３］。

　　在祖国传统医学理论中认为高血压属“头痛”
“眩晕”的范畴中，其致病因大多与饮食不均、脏腑

亏虚以及过度劳累关系密切［４］。证型主要包括肝

火抗盛、阴阳两虚、痰湿壅盛为主，一般地，中医或者

中西医结合治疗高血压及其伴随症状，均能取得较

好的疗效［５－７］。有调查研究表明，在高血压患者当

中超过有半数以上的患者为痰浊血瘀型，对此可采

取活血化瘀法进行治疗。在本次研究中所采用的健

脾活血化瘀汤，其中炒白术、半夏、茯苓及陈皮等具

有良好的燥湿化痰及健脾除湿之效；丹皮、丹参可起

到引热下行、活血化瘀之效；郁金可达到活血止痛、

行气解郁之效；并且再辅之以柴胡可起到明显的调

理气机、疏肝解郁的效果。将以上各类药物合并煎

制服用可起到通畅气血、强健脏脾的效果，瘀浊症状

便可自行缓解，将之与贝那普利联合应用便可显著

改善的血压情况［８］。在本次研究中观察组的总有

效率达到了９６８８％，明显优于对照组的７５００％，
其组间差异明显且具有统计学意义，同时对比其收

缩压与舒张压观察组同样优于对照组，组间对比差

异明显（Ｐ＜００５）。
　　综上所述，临床上在治疗痰浊血瘀型高血压时，
可采用健脾活血化瘀汤联合贝那普利的治疗方法，

降压效果显著，且相较于单用贝那普利不良反应未

有显著提高，用药较为安全，可在临床上予以大力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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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脾活血化瘀汤联合贝那普利治疗痰浊血瘀型高血压病

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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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健脾活血化瘀汤联合贝那普利治疗痰浊血瘀型高血压病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２０１４年
６月－２０１６年６月于我院接受治疗的６４例痰浊血瘀型高血压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比采用盐酸贝那普利片（对照
组，３２例）与健脾活血化瘀汤联合贝那普利（观察组，３２例）的临床治疗效果，观察治疗前后的舒张压、收缩压，及不
良反应情况。结果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达到了９６８８％，明显优于对照组的７５００％；同时在血压对比方面观察组
的改善情况也明显优于对照组，组间对比差异明显且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不良反应发生率方面组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临床上在治疗痰浊血瘀型高血压时，可采用健脾活血化瘀汤联合贝那普利的治疗
方法，降压效果显著，且用药较为安全，可在临床上予以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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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Ｒ２５５．３；Ｒ５４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３３２Ｘ．２０１６．１２．０２１

　　原发性高血压即为无法表明造成患者血压升高
的具体原因，这一病症还会导致患者的心脑肾等器

官受到严重的损伤，并且时常还会存在有多种心血

管危险因素，使得患者的生命健康受到严重的威

胁［１］。本次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对痰浊血瘀型

高血压病的临床治疗效果，选取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０１６
年６月于我院就诊的６４例痰浊血瘀型高血压病患
者为研究对象，其中观察组患者在接受了健脾活血

化瘀汤联合贝那普利联合用药治疗后取得了十分显

著的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以我院于２０１４年６月 －２０１６年６月所收治的
６４例痰浊血瘀型高血压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入
选患者均符合《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中关于高血

压的诊断标准，以及《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中痰

浊血瘀型的诊断标准［２］：舌下络脉粗张，舌苔白腻，

脉弦滑或沉涩，舌质暗红，出现瘀点或瘀斑。排除对

苯那普利或其他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过敏者；

有血管神经性水肿史者；孤立肾、移植肾、双侧肾动

脉狭窄而肾功能减退者。

　　将患者依据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
每组各３２例。其中观察组男１８例，女１４例；年龄
３７～７６岁，平均（５４６±４３）岁；高血压分级：Ⅰ级
１７例，Ⅱ级１５例。对照组男１９例，女１３例；年龄
３８～７５岁，平均（５４４±４２）岁；高血压分级：Ⅰ级
１８例，Ⅱ级１４例。对比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及高

血压分级情况，其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对照组：给予盐酸贝那普利片（北京诺华制药
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３０５１４，规格１０ｍｇ／
片），５ｍｇ／次，２次／ｄ。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之
上增用健脾活血化瘀汤，方剂构成：丹参５ｇ，炒白术
９ｇ，陈皮、郁金、半夏、柴胡各１０ｇ，茯苓１５ｇ，丹皮
２０ｇ。以水煎至２００ｍＬ，早晚各一次，每天１剂。以
２周为一个疗程。
１．３　疗效评定
　　显效：舒张压下降幅度≥１０ｍｍＨｇ，并达到正常
范围，或下降幅度≥２０ｍｍＨｇ；有效：舒张压下降幅
度＜１０ｍｍＨｇ，但已达到正常范围，或未达到正常范
围，但下降幅度为１０～１９ｍｍＨｇ之间；无效：未达到
以上标准。总有效率＝显效率＋有效率。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将上述统计数据录入到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学软件

中，其中计数资料采取率表示，组间率对比采取 ２

检验或ｔ检验；对比以Ｐ＜００５表示结果差异明显，
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对比
　　观察组的治疗总有效率达到了９６８８％，明显
优于对照组的７５％，其组间差异明显且具有统计学
意义，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压对比
　　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前的收缩压与舒张压差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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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９］。

　　本次研究显示，甲组患儿总体有效率为
９７６７％，乙组为８６０５％，甲组患儿总体有效率明
显高于乙组（Ｐ＜００５），与王文金［１０］学者研究结果

一致，说明，与中成药参苓白术丸相比，玉屏风散加

味治疗脾虚型小儿慢性泄泻效果更佳。且治疗前，

两组患儿脾虚症状积分比较无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治疗后，甲组患儿脾虚症状积分明显低于乙
组（Ｐ＜００５），说明，与中成药参苓白术丸相比，玉
屏风散加味治疗脾虚型小儿慢性泄泻，能有效改善

患儿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本次研究中，两组患

儿治疗期间均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

　　综上所述，玉屏风散加味治疗脾虚型小儿慢性
泄泻能有效改善患者脾虚症状，提高治疗效果，且不

良反应少，安全有效，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１］　谭　婷，杨　康．应用补中益气汤加味治疗脾虚泄泻的临床
经验［Ｊ］．湖北中医杂志，２０１５，３７（１０）：２７－２８．

［２］　徐君英，赵君平，王爱茹．中医综合治疗小儿脾虚型泄泻的临

床治疗进展［Ｊ］．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１３，２２（１１）：１２４１

－１２４３．

［３］　孟欢欢，杨　倩，刘春莹，等．加味玉屏风散治疗慢性肾小球

肾炎蛋白尿的临床观察［Ｊ］．现代中医药，２０１５，３５（１）：８－

１０．

［４］　关江伟，陈进杰，苏淑仪，等．低渗口服补液盐治疗新生儿光

疗后腹泻３５例观察［Ｊ］．现代医院，２０１４，１４（２）：５３－５４．

［５］　潘杰维，王　轶，欧阳琴．护理举措在预防医院内获得艰难

梭菌相关腹泻的作用［Ｊ］．现代医院，２０１３，１３（７）：８４－８６．

［６］　王文金．玉屏风散加味治疗小儿慢性腹泻６５例疗效观察［Ｊ］．

中国中西医结合儿科学，２０１１，３（６）：５５４－５５５．

［７］　左成扩，周　维．七味白术散加味治疗小儿脾虚泄泻的临床

研究［Ｊ］．健康必读旬刊，２０１３，１２（１２）：１８８－１８９．

［８］　陈　丹，陈文利．七味白术散加味治疗小儿脾虚泄泻临床观

察［Ｊ］．四川中医，２０１６，３４（４）：１５１－１５３．

［９］　韦茂渊．参苓白术散加味治疗小儿脾虚型泄泻４００例［Ｊ］．实

用中医药杂志，２０１３，２９（８）：６４５．

［１０］王文金．玉屏风散加味治疗小儿慢性腹泻病疗效观察［Ｊ］．现

代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１３，２２（２）：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１５０－１５２．

（上接第１７７２页）

律失常等症状；但该药苏醒速度较快，较丙泊酚快，

对于加快患者术后恢复具有重要意义，且对患者早

期术后认知功能的影响较小［６］。瑞芬太尼为一种

经非特异性酯酶水解麻醉药物，在体内作用迅速，消

除较快，且具有较好的临床可控性。实现七氟醚与

瑞芬太尼的联合应用，能抑制应激反应［７］，术中维

持稳定，术后复苏安全快速［８－９］。尤华等［１０］研究证

实七氟醚与瑞芬太尼复合麻醉用于老年冠心病患者

胃癌根治术时其保护心肌的效果比丙泊酚复合瑞芬

太尼麻醉更强。

　　本次结果显示，两组患者插管前、插管１０ｍｉｎ、插
管３０ｍｉｎ、插管６０ｍｉｎ比较血压及心率均无明显差
异（Ｐ＞００５），波动较小；Ａ组苏醒时间为（７６２±
２０１）ｍｉｎ，Ｂ组苏醒时间为（９５８±１８９）ｍｉｎ，Ａ组
苏醒时间明显短于 Ｂ组（Ｐ＜００５）。Ａ组有１０例
患者发生不良反应，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１４３％，Ｂ
组有１６例患者发生不良反应，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２２９％；Ａ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 Ｂ组
（Ｐ＜００５）。
　　综上所述，七氟醚联合瑞芬太尼，可明显维持患
者血流动力学稳定，并缩短麻醉苏醒时间，加快术后

恢复，且可减少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发生。在妇科

腹腔镜手术中实施七氟醚联合瑞芬太尼麻醉，可获

得理想麻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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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方法
　　维持患儿水、电解质平衡，酸碱平衡，治疗期间
禁止食用刺激、辛辣食物，合理调理饮食，加强营养。

在对症治疗的基础上给予甲组患儿玉屏风散加味治

疗，汤剂包括：白术６ｇ、黄芪６ｇ、广木香６ｇ、茯苓１０
ｇ、防风３ｇ、仓术６ｇ。另外对于乳食不化患儿加焦
山楂６ｇ、鸡内金６ｇ、炒麦芽６ｇ；完谷不化患儿加干
姜６ｇ、桂枝６ｇ、熟附子６ｇ；滑泻不止患儿加诃子肉
６ｇ、赤石脂６ｇ、石榴皮６ｇ。水煎服，每天１剂，取汁
１５０ｍＬ，每天分３次温服。连续治疗１０天。
　　给予乙组患儿口服中成药参苓白术丸（北京同
仁堂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Ｚ１１０２０９４７）３ｇ，每天
３次。连续治疗１５天。
１．４　观察指标
　　观察记录两组患儿大便次数、性状、全身症状及
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１．５　判断标准
１．５．１　疗效判断标准［３］　显效：治疗５天内，患儿
全身症状完全或基本消失，大便次数、性状恢复正

常；有效：治疗５天后，患儿全身症状有所改善，大便
次数、性状有所改善；无效：治疗５天后，患儿全身症
状及大便次数、性状等无改善或加重。总体有效

率＝（显效例数＋有效例数）／总例数×１００％。
１．５．２　脾虚症状积分判断标准［４］　从小儿大便次
数、性状、精神状况、体力等方便综合考虑。软便、成

堆不成形，每天２～３次，精神不振，无食欲但保持原
有饭量为１分；稀便，每天４～５次，精神疲乏，无食
欲且饭量减少１／３为２分；稀水便，每天超过５次，
精神极度疲乏，无食欲且饭量减少２／３为３分。
１．６　统计学方法
　　根据ＳＳＰＳ１９０统计学应用软件对收集到的研
究资料和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
以 珋ｘ±ｓ进行表示，计数资料（％、ｎ）采用 ２检验。
Ｐ＜００５表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儿临床效果比较
　　甲组总体有效率为９７６７％，乙组为８６０５％，
甲组总体有效率明显高于乙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脾虚症状积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儿脾虚症状积分比较无统计学
差异（Ｐ＞００５），治疗后，甲组脾虚症状积分明显低
于乙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儿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两组患儿治疗期间经大便常规、尿常规、血常
规、肝肾功能等检查，心率、血压监测均显示正常，均

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

　　表１　两组患儿临床效果比较 ［（ｎ＝４３），ｎ，％］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体有效率

甲组 ２７ １５ １ ９７．６７

乙组 １６ ２１ ６ ８６．０５

２ ３．８９

Ｐ ０．０４９

　表２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脾虚症状积分比较 （ｎ＝４３，珋ｘ±ｓ）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甲组 １．４７±０．７４ ０．５３±０．０９

乙组 １．４５±０．７８ ０．１４±０．０８

２ ０．０８ １１．８８

Ｐ ０．９３５ ０．０００

３　讨论

　　小儿慢性脾虚型泄泻为多原因、多因素导致的
消化道疾病，常见原因为内伤乳食、脾胃虚弱、外邪

入侵，主要病变在于脾胃，脾主运化，运化受累则不

能输化［５］。小儿慢性脾虚型泄泻主要临床表现为

大便性状改变、次数增多，主要发病人群为６个月到
２岁婴儿，误诊、漏诊后病情迅速发展，严重者导致
水电解质及紊乱、脱水，甚至出现休克症状，威胁患

儿生命安全［６］。久泄不愈可导致患儿营养不良、呼

吸道感染等，影响患儿正常发育及生活［７］。小儿脾

胃虚弱是引起脾虚型泄泻的主要原因，调理失宜、邪

毒入侵，脾胃虚弱导致泄浑反复发作，累及肾及其他

脏器，加重病情，所以中医治疗该病过程中主要在于

健脾益气、除湿止泻［８］。

　　中成药参苓白术丸主要成分为人参、白术、甘
草、茯苓、山药、桔梗等，人参能够增强体力，促进愈

后恢复；白术主治消化不良、脾虚食少、慢性腹泻；甘

草清热解毒、祛痰止咳；茯苓渗湿利水、健脾和胃、宁

心安神；山药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补肾涩精，可用于

治疗久泻不止、脾虚食少等症；桔梗宣肺祛痰、利咽

排脓、补气血、养气。各中药组合在一起具有健脾益

气的功效，主治体倦乏力、食少便溏。

　　玉屏风散加味汤剂中白术具有除湿益燥，去脾
胃中湿，和中益气，强脾胃等功效；黄芪保肝利尿、增

强免疫力、补肺壮脾；广木香主要用于调气解郁、健

胃消胀、温中和胃；茯苓主治便溏泄泻、脾虚食少；防

风主治脾虚湿盛，具有祛风解表的功效；仓术为运脾

药，具有燥湿健脾、祛风散寒等功效。多种药物相互

作用，对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等具有广泛影响，增强

机体免疫力，提高抗细菌感染、抗变态反应、自然杀

伤细胞活性、肾炎病理修复等的作用，其中的多糖成

分影响肠道黏膜免疫系统作用机制及方式，增强呼

吸道黏膜免疫，作用于全身性特异性剂非特异性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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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恩超：江西省儿童医院　江西南昌　３３０００６

玉屏风散加味在小儿脾虚型慢性泄泻中的应用

许恩超

　　【摘　要】　目的　探究玉屏风散加味在小儿脾虚型慢性泄泻治疗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８６例于２０１４年１
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来我院治疗的脾虚型慢性泄泻患儿，随机分为甲乙两组，每组４３例。给予甲组患儿玉屏风散加味
治疗，给予乙组患儿中成药参苓白术丸治疗，对比观察两组患儿临床效果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治疗前，两组
患儿脾虚症状积分比较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治疗后，甲组患儿脾虚症状积分、总体有效率明显优于乙组（Ｐ＜
００５），两组患儿治疗期间均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结论　玉屏风散加味治疗脾虚型小儿慢性泄泻能有效改善患者
脾虚症状，提高治疗效果，且不良反应小，安全有效，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玉屏风散加味；小儿慢性泄泻；脾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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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儿脾虚型慢性泄泻为常见儿科消化系统疾
病，若不进行及时有效治疗，影响患儿生长发育［１］。

现代医学认为小儿泄泻发病原因主要为饮食不当、

脾胃虚弱、双糖酶缺乏等，西医常使用抗生素治疗，

但易形成对药物的过度依赖，降低抗生素疗效的同

时，给小儿身体健康造成危害［２］。本次研究通过分

析来我院治疗的８６例脾虚型慢性泄泻患儿临床资
料，探究玉屏风散加味在小儿脾虚型慢性泄泻治疗

中的应用价值，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８６例于２０１４年１月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来我
院治疗的脾虚型慢性泄泻患儿，随机分为甲乙两组，

每组 ４３例。甲组男 ２１例，女 ２２例，年龄在 ５个
月～３岁之间，平均年龄为（２１±０７）岁。病程２～

６周，平均病程（３８±０９）周。每天大便次数３～７
次，平均次数为（４２±０６）次；乙组男２２例，女２１
例，年龄在６个月 ～２岁之间，平均年龄为（２３±
０７）岁。病程 ３～６周，平均病程（３９±０８）周。
每天大便次数３～８次，平均次数为（４４±０５）次。
两组患儿病程、大便次数等一般临床资料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有可比性。本次研究经医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

１．２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所有患儿均确诊为脾虚型慢性泄
泻。②每天大便不低于３次。③大便呈糊状或水便
样。④经监护人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合并严重心肝肾等重要脏器功能
障碍患者。②大便脓血、黏脓便患儿。③大便常规
异常，出现较多红细胞、白细胞或脓细胞患儿。④合
并严重营养不良、贫血患儿。⑤原发性免疫缺陷、先
天性肠道器质性疾病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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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ｋｇ。所有患者均自愿参与本次研究，且均自愿
签署知情同意书；患者均无明显肝肾功能疾病，其患

者均意识清醒，可配合本次研究；排除不愿参与本次

研究的患者，排除合并有肝肾功能障碍的患者；排除

精神异常者；排除中途退出者。对比两组年龄、体质

量及麻醉分级等基本资料比较无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患者入室后，首先对患者的心电图（ＥＣＧ）、平
均动脉压（ＭＡＰ）、经皮脉搏血氧饱和度（ＳＰＯ２）以
及心率（ＨＲ）等指标进行连续监测；开放患者上肢
静脉，进行麻醉诱导时，为患者静脉注射２ｍｇ咪达
唑仑、０１ｍｇ芬太尼、０１ｍｇ／ｋｇ维库溴铵以及１～２
ｍｇ／ｋｇ丙泊酚。３ｍｉｎ后对患者进行气管插管，连接
麻醉机实施机械通气，１２～２０次／ｍｉｎ，潮气量设置
为８～１２ｍｌ／ｋｇ，并将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调整为
３５～４５ｍｍＨｇ。在上述治疗的基础上，Ｂ组患者麻
醉维持应用丙泊酚吸入，将血浆浓度控制为１５～３
ｍｇ／Ｌ，并持续输注瑞芬太尼维持；Ａ组患者应用七
氟醚联合瑞芬太尼麻醉，将吸入浓度控制为１％ ～
２％，并为患者持续输注瑞芬太尼维持。麻醉期间若
患者血压升高，高于基础血压，则应增加七氟醚或者

丙泊酚浓度；如患者血压降低，则应降低七氟醚或者

丙泊酚浓度；如患者心率减慢，则需给予应用阿托

品；术后停止药物供给。

　　术后对患者常规给予吸氧，并实施术后镇痛处
理，镇痛过程中要对患者进行持续血液动力学监测，

检查是否出现室性心律失常、心动过速以及高血压

等不良反应。

１．３　观察指标［３］

　　对比两组患者的插管前，插管后１０ｍｉｎ、３０ｍｉｎ
以及６０ｍｉｎ等时间点的心率、血压变化情况等，并
观察两组患者的苏醒时间；同时对比两组患者不良

反应发生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本组研究所得数据均应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学软
件处理。计数资料与计量资料分别使用 ｎ、％与

珋ｘ±ｓ表示，进行 ２和 ｔ检验，如 Ｐ＜００５，则两组对
比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各个时间点两组患者的心率、血压变化情况对
比

　　两组患者插管前、插管后 １０ｍｉｎ、插管后 ３０
ｍｉｎ、插管后６０ｍｉｎ比较血压及心率均无明显差异
（Ｐ＞００５），波动较小。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心率、血压变化情况对比 （ｎ＝７０，珋ｘ±ｓ）

组别 时间 血压（ｍｍＨｇ） 心率（次／ｍｉｎ）

Ａ组 插管前 ７３．６８±７．８８ ７８．５７±４．８８

插管后１０ｍｉｎ ６４．５５±４．３２ ６３．７７±４．４３

插管后３０ｍｉｎ ７６．８８±５．９７ ７５．７７±４．３２

插管后６０ｍｉｎ ８８．３５±２．２２ ８２．９１±３．２３

Ｂ组 插管前 ７４．６８±８．４６ ７７．５７±６．６８

插管后１０ｍｉｎ ６５．５５±６．４３ ６２．６６±３．８７

插管后３０ｍｉｎ ７５．７７±５．４６ ７８．５６±５．３５

插管后６０ｍｉｎ ８８．５５±２．３３ ８２．７７±４．３５

２．２　两组患者苏醒时间对比
　　Ａ组苏醒时间为（７６２±２０１）ｍｉｎ，Ｂ组苏醒时
间为（９５８±１８９）ｍｉｎ，Ａ组苏醒时间明显短于 Ｂ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Ａ组有１０例患者发生不良反应，其中７例患者
为低血压，３例患者为恶心呕吐，Ａ组不良反应发生
率为１４３％；Ｂ组有１６例患者发生不良反应，其中
８例患者为低血压，８例患者为恶心呕吐，Ｂ组不良
反应发生率为２２９％；Ａ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
于Ｂ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　讨论

　　随着我国社会科学、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医院医疗水平也得到大幅度提升，快通道、快周转的

医疗模式也得到快速发展，要求尽快缩短患者住院

时间。腹腔镜技术可有效解决该问题，但行腹腔镜

手术过程中，由于人工气腹、体位改变等对人体产生

的生理干扰，腹腔镜手术麻醉要求术中要对患者良

好镇痛，保持循环稳定性；与此同时，要缩短手术治

疗时间，术后使患者可快速恢复，并保证苏醒安

全［４］。因此，在对患者行腹腔镜手术治疗过程中，

要选择一种具备快速诱导、快速代谢以及快速苏醒

的麻醉药物。

　　丙泊酚属于一种短效静脉麻醉药物，具有起效
快的特点，可加快患者苏醒，并促进身体功能快速恢

复，在应用至全身麻醉诱导、维持等方面具有显著作

用。实施麻醉诱导时，会使患者氧耗量和血压下降，

不会对心率发生较大变化；另外，还会降低颅内压，

减少脑血流量和心脑耗氧量［５］。七氟醚属于一种

吸入性气体麻醉药物，成分中含氟，且无刺激气味，

易被广大患者所接受。另外，对患者进行麻醉时，可

适时调节麻醉深度；其具备的肌松作用、镇痛作用强

度类似于安氟醚；由于呼吸抑制程度比较弱，且对心

血管系统产生影响较小，不会导致出现心律不齐、心

（下转第１７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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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亚妃：修水县中医院　江西修水　３３２４００

七氟醚联合瑞芬太尼麻醉在妇科腹腔镜手术中的应用

冷亚妃

　　【摘　要】　目的　对妇科腹腔镜手术中七氟醚联合瑞芬太尼麻醉的临床应用效果进行观察。方法　随机选择
我院妇产科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０１４年９月收治的１４０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应用平均分配法将其分成 Ａ、Ｂ两组，各７０
例，所有患者均实施复合瑞芬太尼维持麻醉处理；在此基础上，Ａ组实施七氟醚联合瑞芬太尼麻醉处理，Ｂ组实施丙
泊酚联合瑞芬太尼麻醉处理，观察比较两组患者血压、心率、苏醒时间及不良反应率等情况。结果　两组患者插管
前、插管后１０ｍｉｎ、插管后３０ｍｉｎ、插管后６０ｍｉｎ比较，血压及心率均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波动较小；Ａ组苏醒时
间为（７６２±２０１）ｍｉｎ，Ｂ组苏醒时间为（９５８±１８９）ｍｉｎ，Ａ组苏醒时间明显短于 Ｂ组（Ｐ＜００５）。Ａ组有１０例患
者发生不良反应，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１４３％；Ｂ组有１６例患者发生不良反应，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２２９％；Ａ组不良反
应发生率明显低于Ｂ组（Ｐ＜００５）。结论　在妇科腹腔镜手术中实施七氟醚联合瑞芬太尼麻醉，可明显缩短患者苏
醒时间，值得推广。

　　【关键词】　妇科；腹腔镜手术；七氟醚；瑞芬太尼；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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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腔镜为临床中应用比较广泛的术式，具有安
全、有效、微创以及痛苦少等优点［１］。随着腹腔镜

手术在妇科领域应用得越来越广泛，临床手术对麻

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麻醉诱导不仅要具备稳定的

疗效，而且术后还要使患者快速苏醒，防止对机体产

生不良影响［２］。本次研究为探讨妇科腹腔镜手术

中七氟醚联合瑞芬太尼麻醉的临床应用价值，将

１４０例妇科行腹腔镜治疗的患者平均分为两组，并
分别采用七氟醚联合瑞芬太尼麻醉与丙泊酚联合瑞

芬太尼麻醉处理，其结果显示七氟醚与瑞芬太尼联

合麻醉显著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将我院妇产科２０１３年７月 －２０１４年９月收治

的１４０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美国麻醉医师协会分
级（ＡＳＡ）为Ⅰ ～Ⅱ级。应用平均分配法将其分成
Ａ、Ｂ两组，每组７０例，Ａ组患者年龄最小为１９岁，
最大为６３岁，平均年龄（３６５±５７）岁；体质量最
小３８ｋｇ，最大７４ｋｇ，平均（４６５±６７）ｋｇ；Ｂ组患者
年龄最小为２０岁，最大为６１岁，平均年龄（３５９±
６１）岁；体质量最小４１ｋｇ，最大７０ｋｇ，平均（４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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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心率均在可控范围，同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说明右美托咪定对老年患者的血流动力学的

影响轻微。老年患者的自主神经系统对刺激的反应

下降，镇静药物对血流动力学存在影响，所以适当控

制剂量，延长用药时间可较好地纠正对血流动力学

的影响。观察组患者在应用右美托咪定后镇静评分

在３～４分，镇静效果满意度明显，对照组的镇静评
分在２分左右，０９％氯化钠注射液无镇静效果，因
此符合腰硬联合麻醉的应用。良好的镇静效果能够

缓解手术刺激给老年患者造成的不适反应，消除患

者对手术操作的不良记忆，这对患者术后身心康复

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患者可以被及时唤醒，这样

可增加同操作医师的配合，保证手术的顺利实施。

有研究指出右美托咪定对呼吸有轻微抑制作用，但

相较于苯二氮卓类药物的抑制作用，该药物的作用

效果要轻微得多［１５－１６］。本研究中观察组麻醉各个

时间点的心率变化不明显，在可控范围内，说明该药

物对呼吸抑制作用较轻微，和已有报道结果［７］基本

相符。

　　综上所述，右美托咪定在老年腰硬联合麻醉中
发挥良好的镇静作用，对血流动力学无明显影响，值

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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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生命体征变化，平均动脉压下降２５％时给予麻黄
碱，心率低于５５次／ｍｉｎ使用阿托品。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麻醉前（Ｔ０）、麻醉成功（Ｔ１）、给
药５ｍｉｎ（Ｔ２）、给药１５ｍｉｎ（Ｔ３）、给药３０ｍｉｎ（Ｔ４）、
给药６０ｍｉｎ（Ｔ５）的平均动脉压、心率和镇静评分。
镇静评分使用Ｒａｍｓｙ评分［２］评估镇静效果，患者焦

虑、躁动不安记作１分；配合良好、安静记２分；对指
令有反应，并听从指令记３分；嗜睡，对眉间轻叩或
听觉刺激有反应，可唤醒记４分；嗜睡，对眉间轻叩
或听觉刺激迟钝记５分；深度睡眠，对刺激无反应记
６分。３～４分为镇静效果满意。

１．４　统计学分析
　　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 珋ｘ±ｓ表
示，计数资料 ｎ和％表示，组间 ｔ和 ２检验分析，
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两组患者麻醉前、麻醉成功时平均动脉压、心率
和镇静评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给药５ｍｉｎ、１０ｍｉｎ、３０ｍｉｎ和６０ｍｉｎ
的平均动脉压、心率同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观察组组间镇静评分明显高于对照
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各时间点血流动力学指标比较 （ｎ＝５０，珋ｘ±ｓ）

Ｔ０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Ｔ５

心率（次／ｍｉｎ） 观察组 ８９±９ ８７±７ ８５±８ ７８±９ ７５±９ ７２±８

对照组 ８８±８ ９０±８ ８８±９ ８２±８ ７９±１０ ７８±９

ｔ ０．６０ １．７０ １．８０ １．９０ １．８０ １．９０

Ｐ ０．６０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０６

平均动脉压（ｍｍＨｇ） 观察组 １１０±９ １０６±７ １０５±６ １０１±８ １０２±９ １０３±７

对照组 １１１±１０ １０７±７ １０５±７ １０２±７ １００±８ １０４±８

ｔ ０．５０ ０．７０ ０．５０ ０．７０ １．２０ ０．７０

Ｐ ０．６０ ０．５０ ０．６０ ０．５０ ０．２０ ０．５０

镇静评分 观察组 １．６±０．４ ２．１±０．２ ３．１±０．６ ３．９±０．６ ４．２±０．７ ４．３±０．７

对照组 １．７±０．４ ２．２±０．３ ２．１±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７ １．８±０．６

ｔ １．２０ １．９０ ７．７０ １３．４０ １４．６０ １９．２０

Ｐ ０．３０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３　讨论

　　国内老年外科疾病在整个外科病中的比例已超
过５０％［３］，衰老而发生的全身性退变是自然现象，

重要器官功能下降，使得老年患者在接受麻醉过程

中更容易发生功能失代偿。下肢、下腹手术常采用

连续硬膜外麻醉，但因老年患者椎管狭窄，就算小剂

量的麻醉药也可能导致广泛麻醉平面。周洪彬

等［４］报道提示如果血压波动幅度超过３０％，术后不
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显著提高，因此在腰硬联合麻

醉中控制好血压对心血管事件的预防非常重要。另

外连续硬膜外麻醉的时间较长，麻醉阻滞效果不一，

一般需要镇静、镇痛药物作为辅助，可能对血流动力

学存在影响。腰硬联合麻醉综合腰麻、硬膜外麻醉

的特点［５－７］，具有阻滞效果确切、起效快等特点，作

用时间灵活，可随时追加药物，逐渐成为老年手术患

者的重要麻醉方式。

　　腰硬联合麻醉患者的意识相对清醒，会感受到
手术的实施，因此会存在恐惧、焦虑等，手术操作也

会引起患者的诸多不适，这些均会加大心脑血管意

外的风险［８］。因此患者完成麻醉诱导后适当使用

镇静药物能够缓解紧张情绪，同时消除患者对不良

刺激的记忆。理想静脉药物的特点主要包括：镇静

且易唤醒、镇痛且抗焦虑、无蓄积、无呼吸抑制、血流

动力学稳定。丙泊酚、苯二氮卓类药是临床常见的

镇静药物，具有催眠、抗焦虑、抗惊厥、肌肉松弛等作

用，但镇痛效果不佳，且存在一定的呼吸抑制，不利

于术后及时苏醒。右美托咪啶是一种 α２肾上腺素
能受体激动剂，该药物具有镇静、催眠、镇痛等效果，

并且在发挥镇静效果的同时可唤醒，对呼吸的抑制

轻微，在临床麻醉中应用越来越广泛［９－１３］。该药物

的作用机制是通过激活中枢和周围神经系统中的肾

上腺素能受体发挥抗交感神经作用，通过抑制脊髓

前侧角交感神经细胞发放冲动，使交感神经张力降

低，同时加强迷走神经心脏反射。郭伟华［１４］研究指

出右美托咪定对血流动力学影响受到药物剂量和速

度的影响，低剂量给药达不到麻醉效果，快速、大剂

量给药会造成短暂性高血压，造成反射性心率减慢，

因此控制药物剂量和速度对血流动力学改变非常关

键。本研究中观察组使用右美托咪定的剂量和速度

根据镇静评分制定，临床实践证明剂量和速度控制

在０５ｕｇ／（ｋｇ·ｈ）以内时镇静评分在３～４分之间，
镇静效果满意并且麻醉过程中观察组的平均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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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美托咪定在老年患者腰硬联合麻醉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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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右美托咪定在老年患者腰硬联合麻醉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我院行腰硬联合麻醉
的１００例老年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成两组，每组５０例，两组麻醉确切后，１０ｍｉｎ内观察组给予右美托咪定，对照
组给予０９％氯化钠注射液，比较两组麻醉过程中的平均动脉压、心率和镇静评分。结果　两组患者麻醉前、麻醉成
功时平均动脉压、心率和镇静评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观察组给药５ｍｉｎ、１０ｍｉｎ、３０ｍｉｎ和６０ｍｉｎ的平均动
脉压、心率同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观察组组间镇静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结论　右美托咪定在老年腰硬
联合麻醉中发挥良好的镇静作用，对血流动力学无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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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ｔｈｏｒ′ｓａｄｄｒｅｓｓ】　Ｍａｏｍｉｎｇｃｉｔｙ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Ｍａｏｍｉｎｇ５２５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我国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机
体功能逐步下降，老年病越来越常见，对于接受手术

治疗的老年患者，麻醉效果直接关系患者的生命。

李俊明等［１］报道指出老年患者因对麻醉药物的敏

感性较大，临床针对老年手术患者多采取腰硬联合

麻醉。腰硬联合麻醉能在短时间内阻断感觉、运动

神经，阻滞完全，但患者因恐惧、紧张出现难以忍受

刺激，镇静药物被应用于手术麻醉中。右美托咪啶

是新型镇静药，对血流动力学的影响轻微，被应用到

椎管内麻醉中，本研究探讨右美托咪定在老年患者

腰硬联合麻醉中的应用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５年３月 －２０１６年７月本院腰硬联合

麻醉手术的１００例老年患者为研究对象，数字随机
表法分组，对照组：５０例，年龄 ６２～７８岁，平均
（６９８±７２）岁，男 ２８例，女 ２２例，ＡＳＡⅠ级 ２６

例，ＡＳＡⅡ级２４例；观察组：５０例，年龄６１～７７岁，
平均（６９４±７６）岁，男性 ２９例，女性 ２１例，ＡＳＡ
Ⅰ级２７例，ＡＳＡⅡ级２３例。排除严重感染、高血
压、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精神疾患等，组间年龄、性

别、ＡＳＡ等级比较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具可比
性，两组均自愿接受本次研究，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方法
　　两组患者术前禁食６ｈ，进入手术室后连接 Ｓｏ
ｌａｒ８０００Ｍ监护仪，监测心电图、呼吸频率、血氧饱和
度、平均动脉压，患者取侧卧位，开放静脉通路，穿刺

成功后选择Ｌ３～４间隙腰硬联合麻醉，蛛网膜下腔
注射０５％耐乐品［ＡｓｔｒａＺｅｎｅｃａＡＢ，进口药品注册
证号：（１００ｍｇ／１０ｍＬ）Ｈ２０１４０７６３］，剂量２ｍＬ，麻
醉平面维持在 Ｔ６以下，同时给与患者面罩吸氧（２
Ｌ／ｍｉｎ）。观察组麻醉成功后使静脉注射右美托咪
定（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９０２４８），剂量 ０５ｕｇ／ｋｇ，然后 ０３～０５ｕｇ／
（ｋｇ·ｈ）维持。对照组麻醉成功后给与相同用量的
０９％氯化钠注射液，使用方法同观察组。手术结束
前１５ｍｉｎ停止给药。手术过程中密切观察患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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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术期心肌梗死（ＰＭＩ），是围术期死亡的最主要原
因［３］，对患者的住院时长和医疗费用有很大的影

响。ＰＭＩ快速诊断较为困难，大多数 ＰＭＩ发生在患
者处于麻醉或者镇静状态下，８０％ＰＭＩ患者没有胸
痛或者无典型的缺血症状。原因尚不明确，可能同

术后强烈的痛觉缺失、镇痛有关［４］。心电图的变化

在ＰＭＩ患者中敏感性低，ＥＣＧ的改变微小而短暂，
且只在３５％的患者中出现。因此 ＰＭＩ的发现和诊
断延迟，其早期死亡率为３５％ ～２５％［５］，同时 ＰＭＩ
也影响远期的生存率。本病例 ＰＭＩ发生于麻醉恢
复期，患者没有典型的胸痛表现，或者在麻醉未完全

清醒不能准确描述体征。

　　 ＰＭＩ最容易发生在手术后 ３天内［６］，７５％ ～
８５％的ＰＭＩ病例发生在此时间段，因此需要早期诊
断和治疗。ＰＭＩ主要的病理机制尚不清楚。常见的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血栓形

成是其主要的病理生理机制，称为 ｔｙｐｅＩＭＩ［７］。而
对于 ＰＭＩ，小血管造影研究表明 ｔｙｐｅＩＭＩ仅在一半
的ＰＭＩ患者中有表现［８］。而且这些研究只针对有

症状的ＰＭＩ患者，因此专家学者认为由于斑块破裂
导致的ＰＭＩ病例可能更少［９］。而更有可能是因为

氧供需失衡导致，即ｔｙｐｅＩＩＭＩ。诱发ＰＭＩ的因素很
多，包括心动过速、高血压、低血压、贫血以及疼痛

等。在围术期，手术创伤导致患者出血，引起贫血和

低血压，术后疼痛和全身炎症引起身体的应激反应，

交感神经兴奋，心脏工作负荷加重，导致氧供需失

衡。呼吸抑制导致摄入氧减少，也会促进 ＰＭＩ的发
生。严重的缺氧是毁灭性的，轻度的缺氧也与 ＰＭＩ
相关。因此在术中和术后麻醉恢复期以及在术后病

房中持续加强监测血压，脉搏氧饱和度以及心电图

很关键。严重的心律失常如快速型房颤，心动过速，

心动过缓这些因素都能诱发 ｔｙｐｅＩＩＭＩ。一项研究
１８５例血管外科手术的患者中，发生 ＰＭＩ的患者都
有ＨＲ的增快［１０］。另一项研究表明ＨＲ每分钟增快
１０次，发生 ＰＭＩ的风险为和死亡率增高［１１］。回顾

分析本病例，该患者诱发 ＰＭＩ的可能原因有如下：
①整个手术过程中患者不明原因的出现 ＢＰ偏低，
已经排除麻醉药物引起的可能性，因为麻醉深度监

测显示ＢＩＳ值在４５～５５之间。通过血管升压药调
控，效果并不明显，此时应警惕患者可能已存在心肌

缺血。②气管拔管后，患者出现ＨＲ增快、烦躁不安，
这种情况下，患者不能平稳呼吸、氧供减少，烦躁的同

时氧耗增加。③患者在苏醒期感到疼痛，而尚未能清
晰表达，疼痛增加其身体应激反应。④患者术前并存
冠心病的危险因素，而未能提前发现。患者在术前有

夜间呼吸困难的症状，心电图常规检查窦性心动过

速，Ｔ波改变，在诊疗的过程中未进一步予以动态心
电图检查，以及能排出冠心病的相关检查。

　　围术期心肌梗死的治疗是以直接纠正心肌氧供
需失衡为基础的。该患者出现心肌缺血心电图

ＳＴ－Ｔ的改变，之后心肌坏死生化标记物肌钙蛋白Ｉ
升高，且经皮冠脉造影也证实患者出现急性心肌梗

死，后行ＰＣＩ术。在诊疗过程中，首先加大吸入氧浓
度，增加氧供，在脉搏氧饱和度无明显改善的情况

下，立即重新气管插管保证氧供，同时使用硝酸甘

油，能使冠状动脉扩张，增加冠状动脉血流量以及增

加静脉容量而达到降低心室前负荷的作用，减少氧

耗。阿司匹林在治疗急性心肌梗死也具有益处，它

具有抗炎和抗血小板聚集作用，能降低血栓形成活

性。本病例中患者也及时使用阿司匹林。急性心肌

梗死的根本性治疗措施是冠脉血管的再通，在围术

期发生此种情况请心脏介入科医生会诊是必要的。

而针对此患者行ＰＣＩ术抢救措施是及时而有效的。
　　在围手术期管理中，应特别重视ＨＲ的增快，积
极处理高血压、低血压、贫血以及疼痛。当患者出现

ＨＲ增快同时血压降低时，此时应清楚地知道患者
的基础值，以及患者自身心肌、瓣膜生理功能，以及

冠状动脉血管的通畅情况。通常在升血压的同时使

用β受体阻滞剂减慢ＨＲ，以及管理好血容量、疼痛
和呼吸。

　　本例患者在常规使用麻醉药品镇静药丙泊酚、镇
痛药芬太尼、肌肉松弛剂阿曲库铵的基础上应用小剂

量α２－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右旋美托咪啶维持，因
为右旋美托咪啶有降低手术后患者躁动的发生率作

用，同时右旋美托咪啶又可减少全身麻醉药物的应用

剂量［１２］，从而减轻药物对机体的不良反应。

　　总结本病例，围术期心血管事件不容忽视，而
ＰＭＩ是围术期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处理 ＰＭＩ的最
佳方法是预防。应重视术前对于患者和手术风险的

评估，加强术中管理和监测，及时发现心肌缺血，对

于不明原因的持续低血压应特别引起重视。术后管

理也尤为重要，保证氧供，完善镇痛，持续心电监护，

以及多学科联合救治（ＭＤＴ），特别是心血管介入科
的精准诊断和及时治疗。本病例的成功抢救为

ＭＤＴ临床工作积累了经验，为类似的病例处理提供
了参考，也更加提示麻醉医生积极参与 ＭＤＴ，对围
术期心血管事件的及时诊断和快速处理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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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病例资料

患者，男，５１岁，体重６０ｋｇ，因“反复鼻塞、脓
涕３年余，加重半年”入院。既往有高血压病史 ２
年，日常口服降压药，血压控制较平稳。近半年来患

者自觉夜间呼吸困难，被诊断为哮喘，平日使用鼻喷

雾剂（具体不详）控制哮喘发作。患者于２０１６年２
月２９日于我院行鼻窦ＣＴ检查：①全组副鼻窦炎并
双侧筛骨小板骨质吸收。②双侧鼻息肉。术前给予
硫酸沙丁胺醇吸入气雾剂（万托林），异丙托溴铵气

雾剂（爱全乐）。心电图检查提示：窦性心动过速、Ｔ
波改变，ＱＩＩ、ＩＩＩ、ａＶＦ意义待查。３月９日患者拟在
全身麻醉下行鼻内镜鼻窦手术＋鼻息肉摘除术。
　　患者术前３０ｍｉｎ肌注东緉宕碱０３ｍｇ，入室无
创血压（ＮＢＰ）１３９／９３ｍｍＨｇ，心率（ＨＲ）７８次／分，
脉搏血氧饱和度（ＳｐＯ２）为９９％。心电图显示窦性
心律。在右手开放静脉通道，给予静脉滴注钠钾镁

钙葡萄糖注射液５００ｍＬ。麻醉诱导给予静脉注射：
咪达唑仑２ｍｇ、依托咪酯１６ｍｇ、芬太尼０２ｍｇ、爱
可松５０ｍｇ，麻醉诱导平稳，气管插管顺利。呼吸参
数设置：潮气量（ＶＴ）４００～５００ｍＬ、呼吸频率（ＲＲ）
１２次／分、气道峰压 １６～２０ｃｍＨ２Ｏ行 ＩＰＰＶ通气。
麻醉维持：以丙泊酚５０～１００ｕｇ／（ｋｇ·ｍｉｎ），芬太
尼１５～３ｕｇ／（ｋｇ·ｈ），右旋美托咪啶 ０４ｕｇ／
（ｋｇ·ｈ），阿曲库铵８ｕｇ／（ｋｇ·ｍｉｎ）维持麻醉。术
中ＮＢＰ波动明显，ＮＢＰ最低为９０／６３ｍｍＨｇ，分次静
脉注射去氧肾上腺素 １００μｇ／次，总量共 ３００μｇ。
ＮＢＰ维持效果不佳，随后以去氧肾上腺素 ００３～
００８μｇ／（ｋｇ·ｍｉｎ）和肾上腺素 ００３～００８μｇ／
（ｋｇ·ｍｉｎ）调控，ＮＢＰ维持在９０～１１０／６０～７０ｍｍ
Ｈｇ之间，ＨＲ７５～８５次／分，ＳｐＯ２为９８％ ～１００％，
术中ＥＣＧ未显示异常。手术历时３ｈ，术中输注晶
体液１０００ｍＬ、胶体 ５００ｍＬ。出血量 ５０ｍＬ，尿量
２５０ｍＬ。术毕患者带气管导管送至麻醉恢复室，待

患者满足拔管条件给予拔管。患者在拔管后约１０
ｍｉｎ，异常躁动，心率增快，表现为心动过速，ＳｐＯ２由
９９％迅速下降，最低降至８０％，血压降至９２／６４ｍｍ
Ｈｇ，观察心电图未表现出异常。当时考虑患者术前
诊断有哮喘病史，考虑哮喘急性发作的可能性，同时

也不排除气管拔管后喉痉挛的发生，立即调大氧浓

度，面罩吸氧。给予支气管舒张剂，同时静注甲基强

地松龙 ４０ｍｇ，患者症状未能缓解，ＳｐＯ２持续在
８０％～８５％之间，患者仍然烦躁，不能平稳呼吸，有
吸气性呼吸困难表现，于是紧急重新气管插管，同时

加强镇静。ＳｐＯ２随后逐渐上升恢复至９５％。立即
行血气分析，提示酸中毒。为了保证患者的生命安

全，患者随后转入 ＩＣＵ接受治疗，在转运的过程中
接便携式心电监护仪，转运呼吸机维持机械通气，密

切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在转运至ＩＣＵ５ｍｉｎ后，ＥＣＧ
监测显示ＩＩ、ＩＩＩ、ａＶＦ导联ＳＴ段明显弓背型上抬，其
他导联有明显ＳＴ段下移，并急查十二导联心电图，
同样显示心肌缺血的改变，ＩＩ、ＩＩＩ、ａＶＦ导联 ＳＴ段明
显弓背向上抬高，立即予以硝酸甘油扩冠，同时急查

肌钙蛋白Ｉ以及床旁心脏彩超。肌钙蛋白Ｉ为５３７
ｎｇ／ｍＬ。心内科医生会诊，予以阿司匹林３００ｍｇ，阿
托伐他汀钙片（立普妥）２０ｍｇ，替格瑞洛片（倍林
达）１８０ｍｇ鼻饲。并紧急转入介入手术室行冠脉造
影＋支架植入术，于右冠状动脉（ＲＣＡ）置入支架２
枚，主动脉球囊反搏（ＩＡＢＰ）。术后给予控制心室
率、保护心肌、防止心室重建、抗血小板聚集治疗。

次日探访患者，患者精神尚可，术后第二天拔出气管

导管，ＩＡＢＰ持续治疗２天，循环稳定，拔出 ＩＡＢＰ鞘
管。术后第四天，患者生命体征平稳，转心内科进行

进一步专科治疗。之后患者症状改善，病情稳定，于

术后第１４天出院。

２　讨论

　　目前全球范围内每年有超过２３亿的患者接受
外科手术［１］，接受中、高度风险的非心脏手术，术后

３０天的死亡率超过２％，而具有高危心脏风险的患
者死亡率则超过５％［２］。心血管的并发症，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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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太尼的用量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两组患者均病情稳定后出院。复
合组与单纯组术后肛门排气时间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复合组术后拔出气管导管时间及住院
时间均短于单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 ２。复合组清醒质量优、镇痛效果更佳为 ４５
例，单纯组为３５例；复合组恶心呕吐４例，单纯组为
７例。

表１　两组麻醉维持期用药量比较 （珋ｘ±ｓ）

ｎ 异丙酚／ｍｇ 维库溴胺／ｍｇ 瑞芬太尼／ｕｇ

复合组 ５６ ５２１．５±３１．３１） ３．２±０．５１） １２０９．３±１１５．８１）

单纯组 ５２ ６０１．８±４５．１ ５．２±１．１ １００７．９±１５６．４

　注：１）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患者术后康复指标比较 （珋ｘ±ｓ）

ｎ 拔管时间／ｍｉｎ肛门排气时间／ｈ 住院时间／ｄ

复合组 ５６ －２３．３±３．２１） ３６．４±４．８ ７．２±１．５１）

单纯组 ５２ １３．８±１．２ ３８．１±４．１ ８．３±２．２

　注：１）Ｐ＜００５

３　讨论
　　喀什地区是我国的西北边疆地域，以往喀什地
区第一人民医院结直肠癌手术的麻醉方式均为单纯

静脉或静吸复合全麻，通过本研究发现，腹腔镜结直

肠癌手术采用硬膜外麻醉复合全身麻醉较单纯全身

麻醉可以达到同样的麻醉效果，患者术中生命体征

平稳，同时，复合麻醉可减少术中全麻药物使用剂

量，利于血流动力学的稳定，即经济又降低了麻醉风

险，此外，术后清醒时间和拔管时间明显缩短，降低

了不良反应，提高了麻醉安全性［４－８］。恶性肿瘤的

治疗，术中肿瘤转移是人们关注的热点，手术应激可

引起细胞免疫功能抑制，可增加围术期肿瘤细胞转

移，而区域麻醉可减少术中应激反应，从而降低肿瘤

转移的危险。全身麻醉复合硬膜外阻滞麻醉能抑制

伤害性刺激对机体的影响，单纯全身麻醉仅抑制大

脑皮层，边缘系统和下丘脑对大脑皮层的投射系统，

而不能有效地阻断手术区域伤害性刺激向交感神经

低级中枢的传导，使交感神经 －肾上腺髓质系统兴
奋［９－１１］。而全身麻醉复合硬膜外阻滞麻醉可阻断

腹部手术及内脏痛向低胸段和腹段交感神经的传

导，伤害性刺激不能传入交感中枢，抑制了应激反

应，同时阻滞交感传出神经，使肾上腺能神经末梢释

放去甲肾上腺素减少［１０－１２］。但硬膜外麻醉也有一

定的风险及不足，如血小板偏低，凝血异常，长期服

用抗凝剂或脊柱畸形不能行硬膜外麻醉。

　　通过研究表明，硬膜外复合全身麻醉可抑制腹
腔镜手术中的应激反应，同时具有麻醉起效快、药量

少效果满意（可明显减少异丙酚的用量），术后苏醒

期无烦躁，能及早拔管，不良反应少且有利于循环稳

定等优点，且术中患者的生命体征更平稳。麻醉科

在快速康复中的作用与地位得到重视，在医院的地

位也相应提高，因为：①围术期优化措施及处理，为
外科提供了更加完善的手术环境，有了社会效应及

经济效应。快速康复，减少住院费。②恰当的麻醉
方法及优化管理，减少应激反应，完善了术后随访、

术后并发症的早期干预。③外科手术方法的改进－
微创技术，从而达到降低术后感染。④快速康复外
科与麻醉优化管理相结合，强调了外科 －麻醉 －营
养科－护理等多学科的共同协作，包括患者围术期
准备，麻醉医师密切配合，挑战常规，尝试多模式麻

醉，这就突出了手术中区域麻醉，能更好地优化麻醉

镇痛以减少手术应激，在预防了术后恶心呕吐同时，

预防了术后伤口离开的风险，这样促进了患者快速

康复，又提高了满意度和患者的舒适度。

　　综上所述，腹腔镜下结直肠癌手术采用硬膜外
麻醉复合全身麻醉安全可行的，较单纯全身麻醉减

少术中全麻药物使用剂量，同时，术后清醒时间和拔

管时间明显缩短，强化术后康复治疗，镇痛，能使患

者早期下床活动，及早进食等，促进恢复。因此，前

者更安全、经济，值得临床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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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麻醉方法在腹腔镜下结直肠癌手术中的应用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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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两种麻醉方法在快速康复外科腹腔镜下结直肠癌手术患者中的实际应用效果。方法　
１０８例结直肠癌患者，随机分硬膜外复合全麻（复合组）和传统的单纯静脉全麻组（单纯组）。记录患者全麻用药总
量，术后清醒，拔管时间及清醒质量，镇痛效果，患者下床活动时间，恶心、呕吐发生率。结果　复合组与单纯组比较：
全麻用药量少（Ｐ＜００５），清醒拔管时间短（Ｐ＜００５），清醒质量优，镇痛效果更佳，恶心呕吐率低。结论　 硬膜外
复合全麻用于快速康复外科腹腔镜下结直肠癌手术能减少全麻药的用量，有利于患者术后快速苏醒，而术后硬膜外

镇痛更能减少阿片类镇痛药的应用，术后全麻药副作用减少，有利于患者尽早下床活动，加速患者康复，缩短住院时

间，节约住院费用，是快速康复外科理念不可缺少的部分。

　　【关键词】　快速康复；结直肠癌；腹腔镜；麻醉
　　中图分类号：Ｒ６１４．２；Ｒ６１４．４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３３２Ｘ．２０１６．１２．０１６

　　快速康复外科是将术前充分评估和准备、术中
良好的麻醉管理和术后疼痛控制、尽可能的微创外

科手术方式以及人文关怀等多方面治疗和护理的手

段进行改进组合新概念和新理念［１－３］。其目的是尽

最大程度减少手术给患者带来的各种不良刺激和感

受以及显著缩短患者术后康复时间［２－４］。快速康复

外科技术现在已是舒适化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近

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的

腹腔镜技术发展迅速，在腹腔镜下结直肠癌根治手

术成为微创外科中的热点，以往结直肠癌手术麻醉

方式多取单纯全身麻醉，近来由于外科的发展，使我

院麻醉科地位和作用又推进了一步，本研究比较我

院对腹腔镜结直肠癌手术行硬膜外麻醉复合静脉全

身麻醉和单纯静脉全身麻醉的效果，并探讨两种方

法对患者疗效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０１６年７月共１０８例
结直肠癌患者，年龄４２～６８岁，其中男５５例，女５３
例，ＡＳＡ分级Ｉ～Ⅲ级，无严重合并症的择期结直肠
癌患者分别行硬膜外复合全身麻醉（复合组）５６例，
单纯静脉全身麻醉（单纯组）５２例，两组数量相近，
利用统计学方法对上述指标进行分析。所有患者在

性别、年龄、体重及 ＡＳＡ分级的差异相比较均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麻醉方法

两组患者均无术前用药，常规检测生命体征，开

放静脉通道，并监测心电图、有创血压、心率、氧饱和

度，插管后监测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复合组于全

麻诱导前先行于患者侧卧选择 Ｌ１～２间隙行硬膜
外穿刺成功后，置管３～４ｃｍ，给予２％的利多卡因
３～５ｍＬ为试验剂量，５ｍｉｎ后无全脊麻征象，测麻
醉平面确定有效果，再开始行全麻诱导，（复合组和

单纯组诱导方法一致）同样在入室后开放外周静脉

通道，监测心电图血压，心率氧饱和度和呼气末二氧

化碳分压，三方核查确认后签字，麻醉诱导：静脉注

射咪唑安定０５ｍｇ／ｋｇ、依托咪酯０２ｍｇ／ｋｇ、舒芬
太尼０３μｇ／ｋｇ、维库溴胺０１ｍｇ／ｋｇ，气管插管后
连接麻醉机控制呼吸。麻醉维持：持续泵入异丙酚

４～６ｍｇ·ｋｇ－１·ｈ－１、瑞芬太尼 １５～２０μｇ·ｋｇ－１·
ｈ－１，按需间断静脉注射维库溴胺。而硬膜外复合
静脉全麻（复合组）术中每隔 ４０～６０ｍｉｎ追加
０７５％的罗哌卡因５～８ｍＬ。复合组有４８例在缝
皮前进行拔管后送回麻醉复苏室观察３０ｍｉｎ再回
病房，其余８例术毕返回复苏室进行复苏。单纯组
全部送回复苏室复苏。

１．３　观察项目及效果评定
　　观察患者术中生命体征变化，记录全麻维持用
药量测定两组患者术中全麻用药量，记录术后清醒

拔管时间及清醒质量。其中清醒质量评估以优（安

静合作），良（模糊，诉轻微痛）；差（有明显躁动）。

记录患者术后镇痛效果，优：无痛。良：轻微痛，能

耐受。差：疼痛，需加用静脉镇痛药。记录患者恶

心呕吐发生率。

１．４　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以 珋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

行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两组患者在气管插管后血压及心率相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复合组术中异丙酚用量
与单纯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维库
溴铵的用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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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联合不同作用机制的镇痛药物、使用抑制中枢敏

化的药物等都是镇痛管理的重要要素［１６］。另外，苏

醒期停止镇痛药物需提前采用镇痛措施，如使用镇

痛药物、切口局部麻醉、神经阻滞、硬膜外给药等，以

保证窗口期的有效镇痛。

３．１．３　术后镇痛干预　术后镇痛干预采取以 ＰＣＡ
为主要镇痛手段的多模式镇痛方法，并遵循个体化

原则。个体差异会影响患者术后镇痛的具体需求，

根据个体情况选择合适的镇痛方式和镇痛药物。值

得注意的是，进行ＰＣＡ的患者撤泵后的疼痛管理常
被忽略。突然中断的阿片类药物镇痛可能引起强烈

的疼痛，这可能使我们的镇痛工作功亏一篑。

３．２　智能化镇痛管理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利用信息化技术
改进医疗质量的应用越来越多。信息化和智能化可

以应用于术后镇痛的管理，如无线镇痛泵的使

用［１７］，有利于减轻医务人员工作量，收集积累形成

术后镇痛大数据，促进镇痛管理规范化，这也符合大

数据时代信息化建设和物联网发展规划的要求。

　　ＰＣＡ的智能化管理系统可实现对镇痛相关数据
进行自动采集，重现ＰＣＡ过程，分析镇痛效果［１７］；广

泛应用的智能化管理系统形成庞大的数据库信息，

可为制定术后镇痛药物配方、剂量和参数设定提供

更好的研究平台，也为镇痛的质量控制提供更真实

可靠的数据，不断促进术后镇痛的规范化管理［１８］。

相比传统的ＰＣＡ镇痛泵，术后镇痛智能化管理系统
可实现院内镇痛泵信息化管理，并使用移动终端进

行监控、查房、随访评价和记录等，大大节省人力，又

快捷高效。

３．３　个体化镇痛管理
　　有文献报道，对术后疼痛患者进行个体化的药
物治疗能够更好地控制疼痛［１９］。此外，ＡＰＳ小组
对 ＰＣＩＡ患者实施全程干预不仅可降低镇痛不全发
生率，减轻 ＰＣＩＡ患者术后 ２４ｈ内的疼痛，提高患
者的舒适度和满意度，还可以减少镇痛药物的使用

量［２０］。ＡＰＳ小组通过有针对性的宣教、调整镇痛用
药、进行镇痛查房等方式提高了镇痛管理的个体化

程度，从而提高了镇痛服务质量。通过综合评估患

者个体因素，进行个体化镇痛管理，将会使更多患者

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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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镇痛管理效果的诸多因素。

１．２　常见术后镇痛管理方法
　　从近年来发表的文献资料来看，在术后镇痛管
理的实际操作中，主要是按照相关专家共识、管理规

范并结合自身工作经验来进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

倾向和做法。目前，主要的镇痛管理方法有：①术后
疼痛评估：通过视觉模拟评分法（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ｕｅ
Ｓｃａｌｅ，ＶＡＳ）、数字等级评定量表（ＮｕｍｅｒｉｃＲａ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ｓ，ＮＲＳ）、语言等级评定量表（ＶｅｒｂａｌＲａ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ｓ，ＶＲＳ）和Ｗｏｎｇ－Ｂａｋｅｒ面部表情量表等方式
进行术后疼痛强度评估；通过评价药物或治疗方法

的疗效和不良反应、疼痛治疗结束后由患者评估满

意度进行术后疼痛治疗效果评估。②多模式镇痛：
术后疼痛的产生是一个多环节、复杂的过程，单一的

镇痛机制不足以达到理想的镇痛效果，多模式镇痛

通过干预多层面的痛觉感知或传导，实现不同作用

机制药物或镇痛方法的相加或协同，在围术期的疼

痛管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③患者术后自控镇痛
（Ｐａｔｉ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ＰＣＡ）：国内使用 ＰＣＡ
已有二十多年，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进步。目前主

要的 ＰＣＡ方法有硬膜外 ＰＣＡ（ＰＣＥＡ）、静脉 ＰＣＡ
（ＰＣＩＡ）、外周神经阻滞 ＰＣＡ（ＰＣＮＡ）、皮下 ＰＣＡ
（ＰＣＳＡ），其中ＰＣＥＡ和ＰＣＩＡ最为常用。

２　目前术后镇痛存在的问题与困惑

２．１　镇痛理念不一
　　目前，尚无比较健全的术后镇痛管理规范和制
度，是造成术后镇痛不足的多方面因素之一［７］。在

实际临床工作中，术后镇痛管理主要是以各类指南

和相关文献报道为指导，并结合麻醉医生自身工作

经验来实施。那么什么样的镇痛管理理念才是最优

化的？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２．２　镇痛管理繁琐低效
　　传统的 ＰＣＡ泵是分散型的使用模式，管理不
便。电子泵报警后医护人员不能及时获得信息进行

相关处理，报警声音造成患者不必要的紧张，输出信

息不能及时汇总，医护人员管理工作量大；机械泵只

是恒速输注，不能随患者病情的变化而随时调节，不

能达到个性化治疗的目的，遇有输注管道堵塞等严重

影响镇痛质量的问题，医护人员不能及时发现［８］。此

外，术后镇痛的数据未能被自动采集建立成数据库，

导致术后镇痛工作质量不能持续改进。

２．３　未能实现个体化
　　急性疼痛管理的目标［９］是：最大程度的镇痛、

最小的不良反应、最佳的躯体和心理功能、最好的生

活质量和患者满意度。疼痛与多种个体因素有关，

如性别、年龄、心理状态等。然而，目前的镇痛管理

中注重考虑病种、术式等因素，较少考虑患者的个体

因素。目前的镇痛管理能否到达疼痛管理的目标，

如何使每个患者对术后镇痛效果感到满意，这是一

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３　镇痛管理的未来与展望

３．１　全程化镇痛管理
　　这里所谓“全程化镇痛”，是指包括术前、术中
和术后整个围手术期的镇痛干预，主要遵循多模式

镇痛原则。

　　围术期的疼痛管理和应激控制是影响ＥＲＡＳ效
果的核心因素，这就需要不断更新术后镇痛的理

念、优化镇痛管理模式，得到更好的镇痛管理和加快

患者的术后康复。随着对疼痛研究的不断深入，对

于术后疼痛的干预不再局限于在手术之后进行镇

痛，在整个围手术期进行镇痛干预越来越被大家所

接受，因此，术后镇痛管理的理念不再是单一的“术

后”镇痛，而是围手术期的“全程化镇痛”。

３．１．１　术前镇痛干预　提到术前镇痛干预，我们很
容易能想到超前镇痛和预防性镇痛。这是容易混淆

的两个概念，有学者对两者的含义进行了专门的阐

述［１０－１１］。超前镇痛指的是术前给予某种镇痛治疗

比切皮后或者手术后给予同样的治疗更加有效。超

前镇痛强调的是手术开始之前而非之后进行疼痛治

疗，目的是减少伤害性刺激引起的外周和中枢敏化。

然而，有专家在回顾了３篇有代表性的荟萃分析后，
质疑超前镇痛的有效性［１２］。相比起超前镇痛，预防

性镇痛是一个更广义的概念［１３］，指的是在发生痛觉

敏化之前给予镇痛措施以阻止中枢敏化，而不限定

给药的时机。随着术后镇痛理念的变化，超前镇痛

的概念也向预防性镇痛迁移［１０］。预防性镇痛干预

时间点可以在术前，但又不局限于术前，而是可以在

术前、术中和术后任意时间进行镇痛干预，这与全程

镇痛的理念相符。

　　预防性镇痛可以采用多模式镇痛的方法，具体
包括神经阻滞、椎管内镇痛、静脉镇痛、口服给药、皮

下或肌肉注射给药、切口局部浸润等［１４］。近年来，

也不断有研究发现多模式预防性镇痛的有效性，

ＭａｒｉｏＮｏｓｏｔｔｉ等［１５］通过一项随机双盲对照实验发

现，术前使用右美沙芬联合肋间神经阻滞进行预防

性镇痛，能够减少术后早期镇痛药物的使用量。

３．１．２　术中的镇痛干预　术中优化麻醉管理和镇
痛是ＥＲＡＳ策略中重要的一环，区域麻醉、预防性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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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ａｉ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ｓａｄｄｒｅｓ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Ｃｏｍｍａｎｄ，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０１０，Ｃｈｉｎａ

　　疼痛是组织损伤或潜在组织损伤所引起的不愉
快感觉和情感反应，是继血压、脉搏、呼吸和体温后

的第五生命体征。术后疼痛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ａｉｎ）是
手术后即刻发生的，其性质为急性伤害性疼痛，也是

临床最常见和最需紧急处理的急性疼痛。疼痛是患

者术后主要的应激因素之一，可导致患者术后早期

下床活动或出院时间延迟，阻碍外科患者术后康复、

影响患者术后生活质量。因此，有效减轻术后疼痛，

是降低患者应激反应和缩短其住院时间的重要措

施。

　　ＨｅｎｒｉｋＫｅｈｌｅｔ教授［１］在 １９９７年首次提出了
ＥＲＡＳ（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ｆｔｅｒＳｕｒｇｕｒｙ，ＥＲＡＳ）的
概念，在２０１２年又阐述了快速康复外科的未来发展
方向［２］。所谓ＥＲＡＳ是指采用一系列有循证医学证
据的围手术期处理措施，涵盖了麻醉、镇痛和微创手

术等各方面。ＥＲＡＳ可有效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和患者死亡率、缩短术后住院时间和降低住院费

用［２－３］。提供适合的镇痛是ＥＲＡＳ方案的核心要素

之一［４］，因此，术后镇痛在患者的快速康复、缩短住

院时间和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中尤为重要。本文对目

前术后镇痛的现状与镇痛管理方法、存在问题与困

惑、镇痛管理的未来与展望等方面作一综述。

１　术后镇痛的现状与镇痛管理方法

１．１　术后镇痛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新型镇痛药物及非药物镇痛方法
的应用，术后疼痛治疗得到了迅速发展。然而，仍有

相当多的患者术后疼痛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在一项

调查中［５］，术后２４ｈ和４８ｈ，术后疼痛的发生率分
别为５５３％和３４７％，其中，中、重度疼痛的发生率
分别为１３０％和１１７％。多种因素可致患者术后镇
痛不足，目前缺乏有效的术后镇痛规范。术后恶心

和呕吐（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ＮａｕｓｅａａｎｄＶｏｍｉｔｉｎｇ，ＰＯＮＶ）是
一种常见的手术麻醉后并发症，约３０％手术患者在
术后２４ｈ内发生ＰＯＮＶ。在一些具有危险因素的患
者中，ＰＯＮＶ的发生率甚至可高达８０％左右［６］。术

后镇痛不足和镇痛药物使用过度，可增加术后不良

反应的发生率，这是目前术后镇痛管理中遇到最棘

手问题之一。此外，镇痛用药杂乱、配方不合理、镇

痛管理不到位、没有专职急性疼痛服务（ＡｃｕｔｅＰａ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ＰＳ）队伍、镇痛数据记录不全等也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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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本次研究证实了对于非专业的患者而言，对
修复结果的评价并不与其实际专业效果相关，修复

方法本身对患者满意度没有显著的影响。而从患者

的即刻修复要求而言，本次研究中，高要求的患者并

未能普遍相应的获得专业角度的较好的修复效果，

反而是中等要求和期望值的患者组别获得普遍较好

的修复效果，也就是高要求的患者未必能为其带来

高质量的专业修复效果；同时，在对即刻修复的满意

度上，原本表示没有要求的患者其满意度最高，即医

务人员提供了期望值以外的服务增加了他的满意

度。而高要求的患者组别则满意度相对最低，提示

我们临床工作中高要求的患者可能存在期望值过高

的可能，而由于患者缺乏专业判断能力，其要求及期

望值不一定与临床实际一致，因而高要求患者可能

出现难以获得较好的满意度的情况。

　　在医疗服务商业化的欧美国家，自雇型医疗服
务从业人员占较大的比例，因此，对于自雇型从业者

而言，患者的满意度是不得不重视的指标，但是非专

业的患者与专业的医生之间存在判断差异，非专业

的患者对修复效果的评价实际受到多中因素的影响

而与实际效果关系并不密切，在前牙美学区种植中，

我们的发现与国外学者的发现近似［７］；但是，与此

同时，也产生了如何平衡原有的以专业判断为主，即

医务工作者为主导（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ｅｄ）的治
疗与非专业判断为主，即患者主导的治疗（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ｅｄ），也引起医学研究者的讨论［８］。可以推

测，为了更好地理解患者要求及期望值，与实际的修

复效果及最终满意度之间的相关因素，可以更好地

平衡医务主导和患者主导的治疗方案，同时更能提

高患者与医疗人员的满意度，减少不必要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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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粗大前牙残冠残根的修复方面得到广泛的推

广［１０］。

　　作为一种新型的非金属桩核系统辅桩的应用，
它还存在一定的缺点，如在承受反复的载荷和位于

潮湿的环境时会降解，引起机械强度下降，与树脂粘

结剂之间粘结的不确定性，另外 Ｘ射线的透射性不
利于治疗效果的检查确定，因此在广泛应用之前，

还需要进行长期的临床研究［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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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白色美学评估：由一名不参与本次研究临床
患者的修复医师按白色美学对３种即刻修复的临时
修复体进行白色美学评价及ＶＡＳ评价，患者在佩戴
即刻修复临时冠后也同样进行 ＶＡＳ满意度评价。
②结果以即刻修复方法分组，应用 ＳＰＳＳ对患者及
专业ＶＡＳ评价，及白色美学评价进行分析，以获得
修复方法上患者满意度的对比，及专业 ＶＡＳ评价与
患者ＶＡＳ评价的差异，及实际的美学效果［５］。另

外，以患者对即刻修复的期望值分组，并观察其

ＶＡＳ的评价，获得患者期望值对其满意度的影响。
③白色美学ＷＥＳ的评分标准：牙冠颜色、牙冠表面
质地、牙冠形态、牙冠外形轮廓、透明度及个性化五

项，满分各２分，无差异记２分，差异较小记１分，差
异较大记０分，满分１０分。④患者主观满意度：即
刻修复完成后，根据患者自我感受，以视觉模拟评分

法（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ｃａｌｅ，ＶＡＳ）作为指标测量患者
对种植义齿周围软组织美学效果的主观满意度。由

患者不认识的操作者向患者询问关于种植体周软组

织的满意程度，并在１００ｍｍ长的 ＶＡＳ测量尺上做
一评分标志，ＶＡＳ尺线段最左边代表０分，即完全
不满意；最右边代表１００分，即完全满意［６］。

３　结果

　　总共４１例患者参与了研究，其中男２６名，女
１５名，年龄 １９～５６岁，平均年龄（３６５１±１０８５）
岁，即刻修复方式则其中树脂甲冠组２７例，ＣＡＤ－
ＣＡＭ组１１例，瓷聚合体组３例。种植体无松动、脱
落，种植体的存留率是１００％。６个月后即刻义齿的
存留率为 １００％。患者对即刻修复的要求和期望
值，根据患者的回复，其中 ４８３％“次要因素”，
４１４％为“主要因素”，１０３％为“无影响”。

３．１　修复方法对３种即刻修复的白色美学及 ＶＡＳ
满意度的影响

　　专业人员对牙冠对白色美学评价及 ＶＡＳ评价
按不同对即刻修复方法分存在统计学差异，并且，并

且，白色美学与ＶＡＳ评分的排序都是瓷聚合体组 ＞
ＣＡＤ－ＣＡＭ组＞树脂甲冠组，而患者的ＶＡＳ则没有
统计学差异，即不同的即刻修复方法并未对患者的

ＶＡＳ评价造成显著的影响，但是总体的评分排序仍
是瓷聚合体组 ＞ＣＡＤ－ＣＡＭ组 ＞树脂甲冠组，见
表１。

表１　不同即刻修复方法的专业评价及患者满意度比较 （珋ｘ±ｓ）

分组 患者ＶＡＳ 医师ＶＡＳ 白色美学

树脂甲冠组 ７．７３±１．４７ ６．５２±１．４２ ６．１０±１．７０

瓷聚合体组 ８．６７±０．５８ ８．００±１．７３ ９．３３±１．１６

ＣＡＤ－ＣＡＭ组 ８．５５±１．１９ ７．６０±１．６０ ８．１５±１．３９

Ｐ ０．０６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１

３．２　患者要求
　　根据患者对即刻修复的期望及要求程度分组
后，只有即刻要求程度高的（主要原因）患者选择了

价格较高的瓷聚合体组即刻修复，白色美学评价上，

存在各组间的统计学差异，其评价排序为次要原因

组＞主要原因组＞无影响组，即并不因为患者的要
求高而能产生相应的临床实际的专业效果，而患者

ＶＡＳ评价也存在统计学差异，排序为无影响 ＞次要
原因＞主要原因，即期望值和要求低的患者对即刻
修复的效果最为满意，而期望值和要求高的患者反

而未能达到其心理预期。专业的医师 ＶＡＳ评价不
受患者要求程度的影响，不存在统计学差异，见

表２。

表２　不同程度的患者要求下的实际修复效果评价及患者对即刻修复的满意度评价 （珋ｘ±ｓ）

影响因素分组
修复方法／％

树脂甲冠 ＯＡＤ－ＣＡＭ 瓷聚合体
白色美学 患者ＶＡＳ 医师ＶＡＳ

主要原因 ６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６．９３±１．９４ ７．６０±１．３５ ６．２７±１．２８

次要原因 ６１．１ ３８．９ ０ ７．３９±１．７３ ７．７２±１．６１ ６．９４±１．６７

无影响 ８７．５ １２．５ ０ ５．７５±１．７５ ８．６３±０．８８ ７．１３±１．４８

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５ ０．２２７

４　讨论

　　种植体支持式即刻修复的临时冠制作在本次研
究中，医师的评价及白色美学结果显示，瓷聚合体制

作的义齿效果是最好的。可能的原因有：①瓷聚合
体可以具有专门的遮色材料，强度较好，具有一定天

然牙的美学特性，与天然牙相同的磨耗性，并且可以

做到高度抛光，可以对金属色的临时基台起到很好

的遮色作用，最大程度的模仿临床上烤瓷冠的永久

修复效果；②瓷聚合体的美学效果虽好，但是收费
较贵，受到一定的因素制约。而临床上医师在选择

病例的时候，更倾向于对美学要求较高，咬合空间足

够的患者选择这种类型的修复方式。不排除这个因

素对结果有影响。③瓷聚合体造价较高，而技工在
制作的过程中所倾注的时间和精力可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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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半年的临时修复期并不短暂，对患者最终期望值

及满意度的影响是难以漠视的，而医生的专业的修

复效果判断与患者的直观感受，也难以认为存在一

致性，这种差异的存在虽然是共识，但是其差异的具

体表现及对患者忠诚度及满意度的影响，是缺乏临

床数据分析及总结的。因此，本次临床研究，总结了

广东省口腔医院４１例前牙美学区的即刻修复病例，
以修复方法及患者主观要求为着眼点，总结及分析

了不同修复方法的专业评价与患者评价的差异，及

患者主观要求与其满意度的关系，为以后针对患者

的个体化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临床依据。

１　一般资料

１．１　病例来源
　　自２０１４年３月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广东省口腔医
院牙周种植科门诊就诊的的４１例上前牙美学区单
个牙位即刻修复患者。

１．２　纳入标准
　　①无系统性疾病。②无吸烟等不良口腔卫生习
惯。③唇侧骨板完整，厚度 ＞１ｍｍ。④骨质：为 １
类，二类或三类骨，四类骨排除。⑤良好的初期稳定
性，植入扭矩≥３５Ｎｃｍ或ＩＳＱ值≥６０～６５。
１．３　排除标准

①咬 太紧的病例，因无法保证无功能性咬

接触。②依从性差。③口腔卫生不佳，未控制的牙
周炎症。

２　材料与方法

２．１　材料
全部植体采用 Ｚｉｍｍｅｒ螺丝固位，Ｔａｐｅｒｅｄ，直径

３７ｍｍ，长度≥１１ｍｍ，前期研究显示而该系统修复
配件的多功能性为即刻修复提供了很大的便

利［３－４］。携带器可以作为临时基台及转移体，便于

术中的操作。而且这个多功能的部件，有利于减少

成本。术中根据实际需要使用天博骨粉及可吸收生

物膜。植体的要求：Ｚｉｍｍｅｒ种植体为５级钛，有足
够的强度，三重螺纹，每旋转一圈进入１８ｍｍ，利于
术者操作，特殊的螺纹设计，有利于避免骨灼伤。因

此，Ｚｉｍｍｅｒ系统是一个具有特色的植体系统，便于
进行即刻种植。且三重螺纹便于植体获得良好的初

期稳定性，有利于后续的即刻修复。

２．２　即刻修复方法
种植体支持式即刻修复义齿均采用一体化冠螺

丝固位的方式，分别予树脂甲冠，瓷聚合体及 ＣＡＤ／
ＣＡＭ树脂冠等３种材料进行制作。使用调查问卷
的方式，在患者的种植初诊时，询问患者是否提供即

刻修复对其在该医生处接受种植治疗是属于：①主

要考虑因素。②次要考虑因素。③无论是否提供即
刻修复都选择该医生处接受种植治疗。即刻修复方

案及方法和费用经与患者介绍后，患者自行选择。

　　患者择期手术，术前常规ＣＢＣＴ检查，术前拍摄
口内照片。评估植入位点、方向、可用骨高度和宽

度。手术常规消毒铺巾。阿替卡因肾上腺素注射液

行局部浸润麻醉，采用逐级备洞或极差备洞的方法制

备种植窝。植入Ｚｉｍｍｅｒ种植体，视个体需要植入天
博骨粉及覆盖可吸收生物膜，植入扭矩＞３５Ｎｃｍ。
　　３种即刻修复的方法：①普通树脂甲冠：技工调
磨基台后，使用聚丙烯酸树脂直接在临时基台上堆

塑出牙体形态，高度抛光，戴入口内完成即刻修复。

价格较为低廉（图 １）。②ＣＡＤ／ＣＡＭ树脂冠：技工
调磨临时基台，使用３－Ｓｈａｐｅ系统进行数字化扫描
后，计算机中进行形态设计，用树脂块切削的方法制

作甲冠。甲冠以螺丝开孔的方式进行口外粘结（图

２）。③瓷聚合体：本研究选用松风Ｃｅｒａｍａｇｅ瓷聚合
体材料。该材料是采光固化类瓷树脂材料，其含有

７３％的微细瓷成分的材料，显示出类似于瓷的独特
特性。，直接在调磨后的基台表面堆塑，完成后高度

的抛光（图３）。

图１　术后１周，普通树脂甲冠即刻修复

图２　术后６天，ＣＡＤ－ＣＡＭ树脂冠修复

图３　术后１周，瓷聚合体即刻修复

　　即刻修复临时冠螺丝固位后，所有修复体调整
咬合，保证其正中，前伸与侧方咬合均与对颌牙保持

１ｍｍ的空隙。术后使用抗生素３ｄ，７～１０ｄ拆线。
即刻修复临时冠佩戴时间３～６个月。
２．３　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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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牙美学区不同材料即刻修复的临床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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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通过医生对美学区即刻修复专业白色美学的评分，结合患者的治疗意愿情况及满意度的评
价，探讨即刻修复的临床适应性及对患者治疗意愿的影响。方法　选择４１例上前牙区单颗牙缺失的患者，均于种植
手术后１周进行即刻修复，５～８个月完成最终修复。患者按照即刻修复义齿的材料不同分成三组，分别为树脂甲冠
组，ＣＡＤ－ＣＡＭ组和瓷聚合体组。对这些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即刻义齿白色美学评分及 ＶＡＳ评分。结果　 ４１例病
例中种植体无松动、脱落，种植体的存留率为１００％。根据患者问卷调查，评估患者对即刻修复的要求和期望值，
４８３％为“次要因素”，４１４％为“主要因素”，１０３％为“无影响”。三组白色美学评分存在统计学差异，瓷聚合体
组＞ＣＡＤ－ＣＡＭ组＞树脂甲冠组。三组的患者的ＶＡＳ评价无显著性差异，而医生的 ＶＡＳ评价存在统计学差异。结
论　即刻修复的方式对患者选择种植的意愿有一定的影响，尚不能认为患者对修复结果的评价与其实际专业效果
相关。

　　【关键词】　即刻修复；种植义齿；白色美学评分；ＶＡＳ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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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腔医学由于其专业的属性，在西方国家，是其
中自雇性（Ｓｅｌｆ－ｅｍｐｌｏｙｅｄ）最高的专业之一［１］，对于

口腔医学提供的治疗服务，由于并非生命相关，大多

数为提高生活质量相关的治疗，而牙列缺损的修复

治疗，由于其方案涉及的治疗费用幅度较大，不属于

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该治疗服务需要患者自行支

付，因此其治疗方案的选择，更多是患者个人化的抉

择，其服务本身商业化程度也相应较高。对于自雇

性医疗服务，其倾向往往由医生主导（Ｃａｒｅｇｉｖｅｒ－ｏ
ｒｉｅｎｔｅｄ）转为患者主导（Ｐａｉｔｅｎ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２］。因此，
在口腔治疗中，如何维护患者的忠诚度（ＰａｔｉｅｎｔＬｏｙ
ａｌｔｙ）及对医生的满意度，往往成为最终治疗成功与

否的关键，同时在当今由于患者的“消费者意识”的

增强，及层出的医疗纠纷，都使患者满意度成为临床

工作中必须考量的重要内容。但是，我国的医疗专

业人员的培训，一直以来缺乏对患者管理的培训及

知识，尤其缺乏临床的证据支持与患者满意度相关

的科学化的治疗管理。

　　另一方面，出于对软组织塑形的需要及患者的
要求，除了少数基础条件比较差的情况外，前牙美学

区的即刻修复已经是普遍可以实现的治疗方法［３］。

对于前牙美学区患者而言，主观的期望及要求，往往

以直观的能否提供即刻修复治疗为其表达，并且，即

刻修复的临时冠也是患者对修复治疗效果的最早的

直观感受。目前即刻修复虽然有不同方式，但是对

于各种方式对患者满意度的影响，并没有临床总结

和归纳，对即刻修复也往往并不重视，但是，３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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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方法
　　将确认符合研究标准病例随机分成观察组与对
照组。对照组采用单根玻璃纤维桩＋树脂核＋全瓷
冠修复 １００例，观察组采用纤维桩主辅桩 ＋树脂
核＋全瓷冠修复１００例，并对其临床效果进行比较。
１．２．１　对照组　首先去除根管治疗后的暂封物和
薄壁弱尖，去除影响纤维桩就位的牙本质壁，暴露根

管口。然后选用根管长度和直径符合的 ＰａｒａＰｏｓｔ
玻璃纤维桩根管预备钻头进行根管预备，根尖段至

少留４～５ｍｍ的牙胶尖充填物。预备完成清洁干
燥根管腔，选择相应直径的纤维桩试戴，检查咬 关

系，确定核桩的长度后适当修磨桩的长度，合适后纤

维桩消毒备用［６］。在根管壁涂布处理剂，３０ｓ后用
纸尖干燥，在桩上涂布粘结剂，并将粘结剂导入根管

内，纤维桩就位于根管后稍加压，使多余的粘结剂溢

出，光照固化。然后在桩及牙本质表面用处理剂处

理，使用ＦｉｌｔｅｋＺ２５０树脂（３ＭＥＳＰＥ，美国）材料堆
塑核外形，光照固化。常规备牙，预备肩台宽 ０．５
ｍｍ，平齐龈缘，排龈，硅橡胶取模，比色，完成全瓷冠
的制作。１周后复诊试戴全瓷冠，合适后用 ＲｅｌｙＸ
Ｕ１００树脂粘接剂永久粘固。
１．２．２　观察组　按全冠预备要求进行初预备，去除
薄壁无支持的牙体组织。常规方法桩道预备，保留

根尖部４～５ｍｍ的根尖封闭区。按根管全长、深
度、直径选择合适的主桩和纤维桩辅桩，并进行试

桩，辅桩数一般为２～７支，辅桩于根管口下方≥３
ｍｍ，至插满为止。常规酸蚀，涂布粘接剂，光照固
化，完成纤维桩粘接，堆塑树脂核，固化，完成核成

形。按照全瓷冠牙体预备要求完成预备，预备肩台

宽０．５ｍｍ，平齐龈缘。排龈，硅橡胶取模，比色，制
作和粘接暂时冠。一周后完成全瓷冠修复体，试戴

合适，ＲｅｌｙＸＵ１００树脂粘接剂永久粘固。
１．３　评价标准
　　参照美国加州牙科协会（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Ｄｅｎｔａｌ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ＣＤＡ）评价标准，随机、双盲通过临床及Ｘ线
检查以确定成功率，以邻牙和同名牙为参照，检查桩

有无松动、移位、脱落现象［７］。对修复前后对照牙

摄Ｘ线片，观察根周、根尖，牙槽骨致密度影像改
变，有无根折、桩折等现象。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对脱落、根折、桩折发生情况进行统计，使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率的比较采用 ２检验，Ｐ＜００５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对上述病例定时（１、６、１２、２４个月）随访观察有

无松动脱落、根折、桩折，经过 ２年的随访，疗效显
示，观察组８０例，１００颗患牙，１颗出现松动，２颗牙
龈红肿，无牙根或桩折裂的现象，成功修复 ９７颗，
修复成功率为 ９７００％。对照组 ８９例，１００颗患
牙，５颗出现松动或脱落，６颗牙龈红肿，８颗出现
桩核 折 裂，成 功 修 复 ８１颗，修 复 成 功 率 为
８１００％。两组桩管松动或脱落和牙根红肿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牙根折断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１），修复成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观察组与对照组临床疗效比较 （ｎ，％）

组别 患牙 桩管松动或脱落 牙根红肿 牙根折断 修复成功率

观察组 １００ １ ２ ０ ９７．００

对照组 １００ ５ ６ ８ ８１．００

２ ２．７５ ２．０８ ８．３３ １３．０７

Ｐ
"

０．０５
"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３　讨论

　　本研究采用纤维桩主辅桩＋全瓷冠修复粗大根
管前牙残冠残根１００颗，单支纤维桩 ＋全瓷冠修复
粗大根管前牙残冠残根１００颗，通过２年的临床追
踪观察，结果显示纤维桩主辅桩 ＋全瓷冠修复的
１００颗患牙，仅１颗出现松动，２颗牙龈红肿，其余患
牙表面光滑、色泽满意、与邻牙适合性良好、牙龈状

况良好。纤维桩核无松动、缝隙、折裂等症状，根尖

无异常，未发现根折现象，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对比发现，纤维桩主辅桩这种修复方式增

强了根管内外桩核的整体强度，降低了牙根折裂的

风险。相比单支纤维桩系统，纤维桩主辅桩系统不

易弯曲变形，粘接剂不易崩解，降低了桩核脱落的风

险［８］。研究表明，纤维桩主辅桩这种修复方式效果

更好，且临床操作简单，可以推荐作为临床修复粗大

根管前牙残冠残根重要手段。

　　纤维桩主辅桩作为一种新型的桩核修复系统，
通过将常规纤维桩和辅桩配合使用，使桩核与根管

壁的形态更贴近，减少了树脂水门汀／核的厚度，同
时又满足了桩核的最佳固位力的需求。而且纤维主

辅桩可以通过辅桩来调整粘接层，更容易达到粘接

层厚度标准，保证残根不易出现松动、脱落［９］。

　　综上所述，纤维桩主辅桩修复粗大前牙残冠残
根已经表现出了良好的临床效果，但由于本次临床

观察时间不足，其远期修复效果仍需大量临床研究

进一步验证。随着患者及牙科研究人员对残冠残根

保留意识和美学效果的重视，纤维桩主辅桩系统将

（下转第１７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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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桩主辅桩在粗大根管的前牙残冠残根桩核修复中的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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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观察纤维桩主辅桩修复粗大根管的前牙残冠残根桩核的临床效果。方法　２０１３年６月 －
２０１４年６月对在口腔门诊就诊的粗大根管的前牙残冠残根患者给予完善根管治疗，随机分成观察组与对照组，观察
组采用纤维桩主辅桩核修复粗大根管前牙残冠残根，对照组采用单支纤维桩修复，进行随访观察对比。结果　经２
年的随访，两组牙根折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修复成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纤维桩主辅桩修复粗大前牙残
冠残根具有良好的临床效果，但仍需长期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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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牙体组织因龋坏、外伤、过度预备等原因导致
大面积缺损，无法为全冠提供足够的固位力时，桩核

冠则是一种必要的修复手段［１］。粗大喇叭口状残

冠残根临床常见，以前牙多发，常伴有根管壁薄弱，

固位形、抗力形差，桩核修复效果不理想［２］。目前

临床常采用金属桩、纤维桩 ＋树脂水门汀／核、复合
树脂对根管壁重塑等桩核修复方式，保存此类残冠

残根［３］。金属桩曾是临床应用最为广泛的桩核系

统，但随着人们对美观要求的不断提高，这种桩核系

统已不能满足患者要求［４］。纤维桩作为金属桩核

的替代，较大程度地改善了美观效果。然而在临床

使用中，常规单支纤维桩也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缺

点：如挠曲强度低，受到较大力时容易产生桩的折

断，在口内环境中强度降低，桩核直径小，较难适应

根管较为粗大的上颌前牙等因素，均限制了纤维桩

的使用［５］。

　　为了解决粗大根管的冠残根桩核修复体失败的
并发症，我们对就诊的粗大根管的前牙残冠残根给

予完善根管治疗，确认符合本研究的适应症病例进

行随机分成观察组、对照组，观察组采用纤维桩主辅

桩核修复粗大根管前牙残冠残根，对照组采用单支

纤维桩修复进行对比，通过定期追踪复查，评价其临

床效果，以期为此类残冠残根寻找到一种简单有效

的修复方式。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日 －２０１４年６月１日在梅州市
人民医院口腔门诊就诊的２００例粗大根管的前牙残
冠残根患者。纳入标准：①牙体缺损符合桩核冠修
复的适应症；②根管口粗大呈喇叭口状，根管口轴壁
最薄厚度≥１２ｍｍ，牙本质肩领存留≥３个壁，高度
≥１５ｍｍ；③牙均行完善的根管治疗，Ｘ线片示根
尖周无明显阴影；④牙周状况良好或经治疗牙周炎
症得到控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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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面色潮红现象，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５６％。两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２＝２０５７，Ｐ＝０１５１）。

　　表２　两组患儿的总有效率比较 ［（ｎ＝３６），ｎ（％）］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对照组 ２４（６６．７） １０（２７．８） ２（５．６） ３４（９４．４）

实验组 １６（４４．４） １１（３０．６） ９（２５．０） ２７（７５．０）

２ ３．６００ ０．０６７ ５．２５８ ５．２５８

Ｐ ０．０５８ ０．７９５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３　讨论
　　感染性腹泻是一种肠道感染疾病，主要表现为
粪便不成形、腹部疼痛等症状［４］。由于在小肠内部

的载膜绒毛上皮细胞中含有一种特殊的病毒原体，

且其能够有效地与轮状病毒外壳中的 ＶＰ４进行有
效结合，这也就导致小肠是轮状病毒最长的侵入部

位。如果机体的上皮细胞一旦被侵入，就会使得机

体内的非结构蛋白开始糖基化，这样就会使得机体

细胞膜出现钙离子通透性，当机体细胞内钙离子逐

渐增多时，就会产生高钙低氯的状况，从而病毒非结

构蛋白ＮＳＰ３就能对上皮细胞蛋白质的合成起到抑
制［５］。这样就会使得小肠上皮细胞的正常运行带

来影响，甚至造成脱落，这就导致肠载膜上的绒毛酶

减少，使得双糖向单糖转化的过程受到抑制。时间

久了肠道内就会堆积双糖，就会使得肠腔内渗透压

力逐渐变大，这就会引起患者的呕吐和腹泻的现象，

同时还伴随着大量的脱水［６］。

　　在本次研究中，实验组患儿的脱水纠正时间与
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１１）；而在大便恢复时间上来
看，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０２）；在体温回复
时间上，实验组仍然远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０６）；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有效率上实验组患者的有效

率依然高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而在不良反应比较中，两组患者并无明显
的差异（Ｐ＞００５）。这就说明西咪替丁和干扰素与

葡萄糖酸锌口服液有效融合对轮状病毒感染性腹泻

的患儿有着显著疗效。相较于常规治疗方法具有脱

水纠正时间快、大便回复时间短和体温恢复时间快

等特点，并且临床效果良好，并无不良反应产生。陈

国金［７］通过对１０６例轮状病毒感染性腹泻研究发
现，西咪替丁和干扰素与补锌的有效结合，能够极大

地改善临床效果且没有明显的不良反应。高振

省［８］通过葡萄糖酸锌溶液治疗小儿轮状病毒腹泻

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效果分析发现，轮状病毒感染性

腹泻对血清内的锌代谢速度有着很大的影响，及时

对患儿做好补锌措施能够很好地治疗或预防轮状病

毒感染性腹泻的发生，这就与本研究结果相吻合。

　　综上所述，运用西咪替丁和干扰素与葡萄糖酸
锌的有效结合对于治疗轮状病毒感染性腹泻有着很

好的临床效果，其不仅可以缩短病程，加快患儿恢复

速度，而且还降低了不良反应的发生，具备临床应用

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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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富贵　张丽丽：赣州市妇幼保健院　江西赣州　３４１０００

西咪替丁、干扰素联合补锌治疗小儿轮状病毒感染性

腹泻的有效性及安全性分析

鄢富贵　张丽丽

　　【摘　要】　目的　探究西咪替丁、干扰素结合葡萄糖酸锌治疗小儿轮状病毒感染性腹泻的有效性与安全性。方
法　选取我院接治的轮状病毒腹泻患儿７２例，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予以常规西咪替丁、干扰素治疗，实验组在对照
组基础上联合葡萄糖酸锌治疗。结果　两组大便、体温恢复时间与脱水纠正时间比较，实验组更优（Ｐ＜００５）；总有
效率比较，实验组９４．４％优于对照组的７５．０％，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两组不良反应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结
论　西咪替丁和干扰素与葡萄糖酸锌有效结合治疗轮状病毒感染性腹泻，效果突出，安全性高。
　　【关键词】　西咪替丁；葡萄糖酸锌；干扰素；轮状病毒感染性腹泻
　　中图分类号：Ｒ７２５．７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３３２Ｘ．２０１６．１２．０１２

　　轮状病毒是我国每年秋冬季的一种流行病原
体，其主要的感染人群是婴幼儿，常伴随的症状为腹

泻。如果婴幼儿感染此病原体后不能及时就诊，就

会对患儿机体带来巨大损害，严重甚至导致患儿死

亡。现今我国对小儿轮状病毒感染性腹泻的发病具

体原因还不甚了解，故而也没有相对统一的治疗标

准［１］。本文根据我院２０１４年９月 －２０１５年９月接
治的７２例患儿进行临床分析，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０１５年９月接治的７２
例轮状病毒感染性腹泻患儿，将其随机分为两组，且

两组患儿在经临床观察和病原学检查及心肌酶谱检

测［２］均确诊为轮状病毒感染性腹泻患儿。实验组

３６例，其中男２２例，女１４例，年龄０５～３５岁，平
均年龄（１６±１３）岁；对照组３６例，其中男２１例，
女１５例，年龄０６～４岁，平均年龄（１５５±１３５）岁。
两组患儿在性别、年龄和自身状况方面均无明显差

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将所有患儿进行检查，根据其脱水的程度有针
对性的对其进行补液治疗。如果患儿出现发热或呕

吐现象，针对性的对其进行处理，但要注意在治疗中

不能使用抗生素。对照组患儿采用静脉滴注的方式

注射１０～１５ｍｇ／（ｋｇ·ｄ）的西咪替丁注射液，按照
１００万Ｕ／次注射重组人干扰素ａ２ａ，１次／ｄ。实验组
患儿在上述的治疗方法基础上服用葡萄糖酸锌口服

液（哈药，含锌量为３５３ｍｇ／支），１支／ｄ，持续服用
１０ｄ。
１．３　指标观察
　　通过对两组患儿纠正脱水时间和大便恢复时间以
及体温恢复时间的观察来判断两组的治疗效果。而且

还要对治疗过程中产生的不良反应进行记录分析。

１．４　疗效的评判标准［３］

　　我国在１９９８年由全国腹泻病防治学术研讨会
上制定了腹泻临床疗效的判定标准：①如果治疗３ｄ
后，患者的粪便形状和次数均恢复正常且全身不适

的症状消失，即判定为显效。②如果治疗３ｄ后，患
者粪便形状和次数均有好转，且全身不适的症状也

有所改善，即为有效。③如果治疗３ｄ后粪便的形
状和次数无好转或有加重现象，则为无效。因此，总

有效率＝（显效＋有效）／总例数×１００％。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１７０分析数据，以 珋ｘ±ｓ
表示计量资料，计量数据对比采用ｔ检验，计数数据
对比采用２检验，若Ｐ＜００５则二者间存在显著差
异，且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儿的恢复情况比较
　　通过对患儿的脱水纠正时间、大便恢复时间和
体温恢复时间进行观察分析，可以看出，实验组的时

间明显比对照组要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儿治疗后的恢复情况比较 （ｎ＝３６，珋ｘ±ｓ）

组别 大便恢复时间／ｄ 脱水纠正时间／ｄ 体温恢复时间／ｄ

对照组 ３．７２±１．６３ ３．４５±２．０６ ３．７９±１．４９

实验组 ２．４２±１．７５ ２．３４±１．５０ ２．８０±１．４８

ｔ ３．２６２ ２．６１４ ２．８２８

Ｐ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６

２．２　两组患儿的总有效率比较
　　对照组有效率为７５％，明显低于实验组有效率
９４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儿不良反应情况比较
　　在两组患儿中，实验组并无不良反应产生，不良
反应的发生率为００％。而在对照组中有２例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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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调过来的，既有丰富的医院管理知识又熟悉ＩＴ技
术的复合型技术人才少之又少。在已推行 ＨＩＳ系
统的医院，有的因为缺乏计算机专业相关人才，即使

已经正常运行ＨＩＳ系统，但由于缺少专业人员的日
常运维，一旦出现故障便手足无措，ＨＩＳ系统难以持
续下去，不得不半途而废。这些不仅是因为医院业

务复杂及工作特殊性，更主要的是 ＨＩＳ系统是医院
管理学与计算机学等学科结合起来的一个综合医疗

系统，有待于开拓和发展的医疗事务还很多。医院

要从引进计算机专业人才、增加信息科工作人员外

出进修学习的机会以及提高信息科人员的薪酬待遇

等方面采取措施来保障 ＨＩＳ系统的运行，以便快捷
地处理ＨＩＳ系统相关故障，更好地发挥其效益。

信息科在 ＨＩＳ系统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的桥梁作用，住院、门诊、药房等各部分的开发都应

有相关技术人员负责收集医院各个科室的业务需

求，然后同开发公司进行业务沟通表达医院的医疗

需求。软件开发公司虽然与多家医院保持着长期合

作的关系，对当前医院的各种医疗业务也有所了解，

但每家医院的实际情况和各自的需求存在差异，这

就存在一个问题：彼此间互相沟通融合速度慢。这

会大大影响ＨＩＳ系统建立的速度和准确高效性等。
软件开发公司所提供的现有医疗系统模块通常是各

个医院通用的医疗模版功能，当医院希望把自己的

一些管理理念融入到 ＨＩＳ系统时就会出现沟通不
畅，所以通过专门的内部人员既了解医院内部的业

务也熟悉计算机知识的人从中协调处理，可以大大

提高院区ＨＩＳ建设的效率及成果。
　　目前，各个医院信息科也培养了一些复合型骨
干，但是从医院的长期发展来看这还是远远不够的，

还需要更多的复合型人才，这样才能保证医院的

ＨＩＳ管理系统得到长期稳定高效的维护。

３　慎重选择软件开发公司奠定ＨＩＳ系统的基础

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医院的信息科的实力和人

员数量上都不可能独立开发出适合本医院的 ＨＩＳ
系统软件，因此都需要通过招标的形式外包给其他

软件公司。因此在选择软件公司的时候不能只是简

单的当成一次性买卖关系，而应该从能建立长效的

合作机制来考虑，而且要把这种长效机制写入合同

中，因为医院招标开发 ＨＩＳ系统的软件公司，同时
需要配套该公司的开发、培训、上线实施以及售后维

保等服务，若在合同中这些没有反映出来，之后有可

能引起不必要的纠纷。特别是随着目前医疗改革的

推进，医疗相关的管理工作也在随时变动，ＨＩＳ相关
的业务模块也要随之调整更新，这就决定了 ＨＩＳ系
统要不间断地进行维护更新，这就更需要对开发软

件的公司提出质量和服务的要求。

如果医院 ＨＩＳ系统建设选择的公司没有实际
开发ＨＩＳ系统的经验，而且公司内部人员流动相对
较大，这将会给医院 ＨＩＳ系统的建立与维护带来很
多的问题，尤其是在后续的二次开发及维护中。因

此，医院一定要慎重选择软件开发公司，才能奠定

ＨＩＳ系统建设及使用的基础。
　　综上所述，医院在 ＨＩＳ系统的建立初期，医院
领导要结合医院的实际需求，做好整体的规划，把它

作为医院建设的一项长期任务予以重视；ＨＩＳ系统
的维护人员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加强学习，将医疗

管理和信息化相结合，不断推动医院信息化的建设

和发展；在选择软件开发公司时要综合考虑质量和

服务等诸多方面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利用 ＨＩＳ系
统对医院的各种资源进行集中管理，充分发挥 ＨＩＳ
系统的最大效用，为医院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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