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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ＨＩＳ系统的门诊病历质量评价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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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门诊病历质量评价和控制系统化、精细化的管理模式和方法，使门诊诊疗质量和服务水
平提高。方法　某院基于ＨＩＳ系统的门诊医生工作站，制定了《门诊病历质量控制评价表》，开展个人、科室、医院多
层级质控，结果及时总结反馈，纳入绩效考核，明确奖罚。结果　打破门诊病历患者保存实情下监管困难的僵局，能
对门诊病历实时监控、回顾性调阅，病历质量显著提升，ＰＤＣＡ管理初见成效，顺利通过等级医院复审。结论　基于
ＨＩＳ系统的门诊病历质量评价和控制有助于医教研，需进一步制定各专业质控标准，加大内涵质控。未来可通过门
诊就医卡实现多医院、中心门诊病历质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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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诊病历是患者门诊就诊的全部诊疗资料，是
医疗活动的重要信息载体，是医疗质量的文字表达，

是司法裁决的重要凭证。门诊病历质量评价和控制

是医疗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新一轮等级医院评审

检查的涉及项目。我国现大多数医疗机构门诊病历

由患者负责保存，因此质量评价监管较困难。即使

医院保存了纸质的门诊病历，也很难进行实时质控

评价。某院基于医院信息系统（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ＨＩＳ）门诊医生工作站，开发以患者为核心的
门诊电子病历，将其门诊诊疗过程全程记录，开展了

门诊病历全流程闭环评价和控制工作。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建立门诊病历质控管理框架
新一轮等级医院评审指出医院要对门诊病历质

量进行管理，对存在问题和缺陷提出整改，并对整改

效果追踪评价。某院依靠 ＨＩＳ门诊医生工作站，从
门诊电子病历入手实行个人自控－科室质控－医院
质控的多层级管理模式。

个人自控主要从门诊上岗医师资质和能力上把

控。普通门诊也要求至少主治医师，上岗前经医院

统一培训。医院对门诊人员资质定期评估，将《病

历书写规范》纳入考核。要求医师重视病历书写工

作，提高责任心和细心度。在牢固质量控制观念基

础上，按规章制度、临床诊疗指南要求，对病历质量

自我管理。科室质控主要通过各级人员权限分级、

病历模板构建、科室日常质控等几个方面进行：权限

分级主要包括病历书写审核权、抗菌药物分级管理

权限等；病历模板构建主要通过专科单病种诊疗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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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化病历来保证门诊病历完整性；科室日常质控由

科质控员负责，每科选一名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人

员担任，要求每周质控至少１次，并将检查结果如实
记录在《病历质控记录本》中，每月科主任组织召开

科室质量与安全管理工作会，总结分析门诊质控开

展情况，提出整改措施。医院质控主要通过部门日

常工作、问题病历追踪、多部位联合检查等方式进

行：部门日常工作相对独立并协作交集，质控科总揽

全局，设计整体门诊质控目标。门诊办每日对各科

病历网上实时监控、质量抽检。药学部负责门诊病

历相关用药和处方点评。检验、影像质控中心负责

门诊病历相关辅助检查质控。问题病历追踪主要从

门诊投诉、纠纷患者病历入手，开展追踪分析和病历

点评。多部门联合检查主要通过上述管理部门每月

联合下诊室抽检病历实现。发现问题以《科室缺陷

表》形式反馈科室、个人。最终病历缺陷当事人、科

质控员、科主任签字确认后存档。

１．２　明确门诊病历质控管理标准
建立了《门诊病历质量控制评价表》，明确评价

内容和标准（表１）。

表１　门诊病历质量控制评价表

框架 评控内容 分值 评控标准

门诊病历首页（封面） 一般项目 ５ 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或住址、药物过敏史、病理生理状态、就诊时间、科别

等项目、医保项目填写是否齐全，有无漏填或误填。

门诊病历记录 主诉 ５ 主诉有无漏填、不填，重点是否突出、简要、准确。有无用诊断名称代替主诉的现

象。

现病史 １５ 现病史有无漏填、不填。有无和主诉不符、过于简单、无鉴别内容或描述欠准确。

复诊病历有无描述治疗后症状变化、治疗效果及重要检查结果。

既往史及重要相关病史 １０ 既往史有无漏填、不填。有无记录与本病诊断相关既往史。

体格检查 １０ 初诊者是否缺血压、一般情况、缺阳性体征及有意义阴性体征；复诊者是否缺病

情变化后查体，有无复查初诊阳性体征。

化验单（检验报告） ５ 必要化验是否开具，有无漏开或误开。

影像检查资料（检查报告）５ 必要医学影像申请单是否开具，有无漏开或误开。

医师签名 ５ 有无医师签名，字迹辨认度。

诊断质量 １５ 诊断是否正确，诊断名称是否规范，有无诊断不全或漏诊情况。诊断与处置是否

相符。

处置质量 合适性合理性合法性 ５ 处置是否符合规范，符合诊疗指南；检查或治疗有无缺陷、有无病情交待；与法律

有关的知情同意书是否签署。

药品处方 １０ 选取药物是否合理，剂量是否正确，有无配伍禁忌；用法是否写全、正确；有无乱

开处方情况；需皮试药物病历中有无结果记录。

操作、换药及其它处置 ５ 处理后有无记录和描述。

其它 ５ 基本功，责任心，病历书写内容层次是否清楚；医学术语运用是否规范，文字表达

能力如何。

１．３　合理化质控流程
依靠ＨＩＳ系统工作站完成电子门诊病历记录

的存储、打印。实行门诊病历本和门诊电子病历并

存管理的模式。普通患者就诊，挂号处审核患者门

诊病历首页填写的完整性，预约自助挂号并缴费患

者由门诊分诊台审查核对，保证患者入诊室前信息

完整准确。接诊医师会再次询问患者信息，并录入

联系方式。通过信息比对，避免了空项、漏项。电脑

系统将病理生理状态、过敏史、诊断、主诉、现病史、

既往史及重要相关病史、体格检查７项内容设置为
必填选项９。如空项则不能后续处理。通过这样的
方式，保证了形式完整性。

内涵质控通过 ＨＩＳ门诊医生工作站实行授权

管理。科主任、科质控员可查看全科指定时段范围

内所有门诊病历。管理部门质控科、门诊办、药学

部配置全院门诊病历查看权限。可以搜索选定时

间，指定科室和医生的门诊病历（图 １）。质控人
员可以打开就诊医师门诊病历进行质控（图 ２）。
按照《门诊病历质量控制评价表》进行核查、评价。

作为门诊病历重要部分的检查记录、检验记录均

以便签条的形式显示（图 ３）。检查记录可通过
ＰＡＣＳ系统查阅，检验记录通过 ＬＩＳ系统关联。均
和 ＨＩＳ门诊工作站关联。其中质控问题类型按评
控内容分类维护，质控人员可详细记录具体需整

改的问题，通过窗口反馈给主诊医师，要求其限期

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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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质控结果总结反馈
将门诊病历质控纳入科室绩效考核。对优秀门

诊病历书写者、优秀质控员、优秀科室奖励，对屡次

出现同类型缺陷或未认真处理反馈单者进行诫勉谈

话、批评、处罚。分析结果通过医院内网、微信群、电

子邮件、行政下科室指导等多种形式反馈。共性问

题在《医疗管理月报》、院中层会议上通报。此做法

符合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国家卫计委新《医疗质量管理办
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将门急诊工作质量作为考核

科室和医务人员的重要内容）［１］。

图１　质控人员查看指定时段所有门诊病历界面

图２　质控人员点评病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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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检验与检查记录显示界面

２　结果

２．１　门诊病历能实时监控和回顾性调阅
门诊病历数量多、流动性大、病情变化快、信息

广而杂［２］。传统门诊病历为纸质保存，一是调阅不

方便，或仅能进行小样本抽查，难以全面监管；二是

门诊病历多为患者保存，病历难统一集中，部分病历

医生需根据检查结果回报处理，二次书写完整，导致

了检查病历需大量人力［３］。因此，门诊病历质量监

管难度大，是医疗质量管理的薄弱环节。而基于

ＨＩＳ系统的门诊病历质量评价和控制系统充分发挥
了个人－科室－管理部门多层级质控监管的模式。
质控人员可随时选取某一时间点进行横断面病历监

控、环节病历质量评价及回顾性终末病历分析。电

子病历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必然产

物，其打破了必须利用手工登记等原始记录进行病

案管理数据收集的局限，病历质控不再仅仅依赖纸

质病案的传统模式，促进了医院管理信息化发

展［４］。

２．２　门诊病历质量提高
医院门诊病历合格率逐步提高，２０１６年该院顺

利通过了新一轮等级医院评审。门诊质量管理已不

仅是管理部门的事，而是全员共同参与、共同分析、

共同改进、共同提高的大事。门诊病历质量评价和

控制有了系统性和连续性，特别能针对临床门诊质

量产生的快速性、实效性、风险大、质量缺陷多的情

况及时处理［５］。

２．３　ＰＤＣＡ管理初见成效
通过门诊病历质控管理，推进了管理工具应用。

管理部门通过根因分析法、鱼骨分析法等进行原因

查找、计划制定、任务实施、检查整改。例如对病历

缺陷分析，就考虑了医师门诊负荷、责任心、专业技

术能力、操作流程、监管等多方面内容。于此同时，

科室管理水平也逐步提高，各科制定了门诊质控计

划，将病历书写纳入三基三严培训中。

３　讨论

门诊病历是人身健康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患病经过的真实记录，不仅是确立诊断、进行诊疗、

落实预防措施的资料，也是医保支付、医疗事故鉴

定、医疗纠纷处理的重要凭证。因此门诊病历质量

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但门诊病历大多

患者保存，不利于此项工作开展。《医疗机构病历

管理规定》（２０１３年版）指出“门（急）诊病历原则上
由患者负责保管。医疗机构建有门（急）诊病历档

案室或者已建立门（急）诊电子病历的，经患者或者

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其门（急）诊病历可以由医疗机

构负责保管”［６］，门诊病历质量控制是一项繁琐而

又庞大的工程，建立一套完善系统的类似于大型企

业ＳＯＰ（标准作业流程）的质控评分标准能最大程
度量化病历质量［７］。

基于ＨＩＳ系统工作站能进行门诊患者电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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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诊、书写、存储、记录、打印、为病历质量评价和控

制实时监管、回顾抽查、统计分析提供便利。特别是

后台信息储存备份，能进行时间点、就诊医师、就诊

科室等多方位查询、聚类分析。如以患者姓名或诊

疗号识别为索引，既往在该院就诊处置的门诊病历

均能以时间轴呈现，极大方便了医院的医教研工作。

但门诊病历内涵质量如何不断提高和深入，如何开

展各专业化病历质控？如何进行多医院、中心门诊

病历互查互通和质量横向比较？仍是进一步思考和

讨论的重要问题。

问题一的突破点在于各专业结合自身特点制定

质控点，选取门诊病历质控内容和评价要素。如康

复医学科门诊病历应将专科评估量表、治疗目标、阶

段计划等内容纳入。按照神经损伤康复、骨关节损

伤、老年慢性病康复各专业涵盖内容进行精细化质

控。问题二的突破点是建立门诊就医卡，类似于电

子健康档案。进一步以疾病切入制定精细化质控标

准。门诊就医卡是通过计算机信息系统对病患编码

分配，得到唯一标识编码载体，是连接医院门诊计算

机信息的主要载体［８］。门诊就医卡里存储患者个

人信息、就诊信息。设置输入和读取，作为居民健康

档案资料延伸，形成大数据，获取疾病基本指标和数

据。卫生行政部门可以组织专业委员会制定统一的

质量控制和评价指南。各医疗机构共享门诊档案，

是未来各医院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门诊病历的价

值不再是一次门诊一个病历，一个医院一个病历，对

目前推行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的医疗信息资源互联

互通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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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掌握高催乳素血症的相关治疗

　　１、什么是高催乳素血症？
高催乳素血症（Ｈｙｐｅｒｐｒｏｌａｃｔｉｎｅｍｉａ，ＨＰ），即高泌乳素血症，是多种原因导致垂体催乳素（即泌乳素，ＰＲＬ）分泌

增加而产生的一种疾病。催乳素腺瘤是最常见的引发高催乳素血症的功能性垂体腺瘤，约占成人垂体功能性腺

瘤的４０％～４５％，以中青年女性多见。
２、催乳素腺瘤的诊断？

①典型临床表现，临床表现主要为性腺功能减退、泌乳、体重增加、头痛、视野缺损等；②一般血清催乳素 ＞
１００～２００μｇ／Ｌ，并排除其他特殊原因引起的高催乳素血症，则支持催乳素腺瘤的诊断。如血清催乳素＜１００μｇ／Ｌ，
须结合具体情况诊断；③鞍区影像学检查。
３、哪些药物可致高催乳素血症？
有些药物抑制了肝脏分解和代谢雌激素的能力，或者抑制了雄激素的产生，还有一些本身具有类似雌激素的

生理作用。常见药物中：①抗结核病药物（异烟肼）可引起男性乳房发育；②利尿剂（螺内酯）可引起男性乳房发
育；阳痿；性功能低下；③西咪替丁可引起男性乳房肿胀、性欲减退；④维拉帕米可引起男性乳房发育、阳痿。
４、治疗催乳素腺瘤的方法有哪些？

①药物治疗：多巴胺激动剂为首选治疗，即可减少催乳素的分泌，又可减小肿瘤的体积。②手术治疗：依据血
催乳素水平、肿瘤大小、全身情况、药物治疗反应、患者的意愿以及对生育的要求综合判断是否进行手术治疗。③
放射治疗：外照射放疗、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仅作为药物无效、不耐受，手术后残留、复发，或一些侵袭性、恶性

催乳素腺瘤患者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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