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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县级公立医院临床路径开展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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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分析２０１６年上半年安徽省７５家县级公立医院临床路径开展情况与医院多项指标的相关关
系。方法　采用ｔ检验、Ｐｅａｒｓｏｎ卡方检验及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检验探索临床路径开展与医院各项指标的关系，并比较在
不同地域、经济因素下各医院临床路径开展的差别。结果　临床路径开展病例数高于均值的医院，其总体平均住院
时间、人均住院药费和药占比均显著低于临床路径开展病例数低的医院（Ｐ＜００５）。皖北地区临床路径开展情况优
于皖南地区（Ｐ＜００５）。临床路径的开展与患者平均住院时间、人均住院药费、抗生素使用率及药占比呈负相关，与
医疗总收入、药品总收入、住院总收入呈正相关。结论　临床路径的实施能有效缩短患者平均住院时间，控制住院药
品费用，降低药占比，增加医院总收入。

　　【关键词】　临床路径；县级公立医院；相关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Ｒ１９７．３２３　　文献标识码：Ｂ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３３２Ｘ．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ｏｆ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Ｐｕｂｌｉｃ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ｉｎＡｎｈｕ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ＺＨＯＵＱｉｎ，ＱＩＱｉｎｇｈｕａ，ＳＨＡＬｉａｎｇｒｕｉ，ＷＡＮＧＪｉｅ，ＣＡＯＷｅｎｔ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ｗａｙｏｆ７５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ｉｎＡｎ
ｈｕ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ｈａｌｆｏｆ２０１６ａｎ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ｃｏｍｅｉｎｄｅｘ．Ｍｅｔｈｏｄｓ　Ｕｓｉｎｇｔｔｅｓｔ，Ｐｅａｒｓｏｎｓ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ｔｅｓｔａｎｄ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ｓｒａｎｋ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ｔｅｓｔ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ｗａｙａｎｄｔ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ｃｏｍｅｉｎ
ｄｅｘ，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ｗａｙ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
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ｓｔａｙ，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ｅｘｐｅｎｓｅｓａｎｄｄｒｕｇ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ｗａｙ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ｗｉｔｈｌｏｗ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ｗａｙｃａｓｅ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ｗａｙ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Ａｎｈｕｉｗ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Ａｎｈｕｉ（Ｐ＜００５）．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ｗａｙ
ｗａ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ｖｅｒａｇｅ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ｓｔａｙ，ａｖｅｒａｇ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ｏｓｔ，ｕｓｅ－ｒａｔｅｏｆ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ａｎｄｄｒｕｇ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ｔｗａ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ｏｔ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ｃｏｍｅ，ｔｏｔａｌｄｒｕｇｒｅｖｅｎｕｅ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ｗａｙ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ｓｈｏｒｔｅｎ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ｓｔａ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ｃｏｓｔｏｆ
ｄｒｕｇｓ，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ｕｇｓ，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ｉｎｃ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ｗａｙ；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ｕｔｈｏｒ′ｓ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ｗａ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ｉｎＡｎｈｕ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Ｗｕｈｕ
２４１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临床路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ｗａｙ，ＣＰ）是一个标准化
的疾病治疗流程，是由各个临床科室根据循证医学

将疾病或手术的关键性治疗、检查和护理活动标准

化，按照预定的住院时间设计成表格，将疾病治疗、

检查、手术和护理活动的顺序以及时间安排尽可能

达到最优化，使大多数该疾病患者按照此流程进行

治疗。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原国家卫生部印发了《关于开
展临床路径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１］，在全国范围

内２３个省１１０家医院开展临床路径管理试点工作。
安徽省自２０１５年９月在试点基础上全面启动县级
公立医院临床路径管理工作，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

析２０１６年上半年安徽省县级公立医院临床路径开
展情况与医院多项指标的相关关系，来发现改革过

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法。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收集２０１６年上半年安徽省７５家县级公立医院

的多项指标数据，包括工作效率指标、医疗经济指

标、医疗安全指标［２］。根据全省各市２０１６年上半年
ＧＤＰ总额，将合肥、芜湖、安庆、阜阳、马鞍山划为 Ａ
类地区（即经济发达地区），宿州、蚌埠、滁州、六安、

亳州划为Ｂ类地区（即经济中等地区），铜陵、宣城、
淮南、淮北、黄山、池州划为 Ｃ类地区（即经济较差
地区）。根据地理位置分布将安徽省各市划分为皖

北（亳州、阜阳、宿州、淮北、淮南、蚌埠），皖中（合

肥、安庆、滁州、六安），皖南（黄山、马鞍山、池州、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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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芜湖、铜陵）。

１．２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Ｅｘｃｅｌ进行数据整理，双人核对检查，避免

数据遗漏、重复、误输等问题，应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
进行统计学分析。正态分布数据采用独立样本 ｔ检
验，分类资料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卡方检验，相关性分析采
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检验，双侧检验Ｐ＜００５为具有统
计学差异。

２　结果

２．１　医院各项指标按照临床路径使用病例均值分
组比较情况

表１显示临床路径开展病例数高于均值的医院
（≥２１６５例）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为７３２天，人均
住院药费为１５５７元，均显著低于临床路径开展病
例数低于均值的医院（＜２１６５例）的 ７８０天和
１７６５元（Ｐ＜００５）。说明临床路径的开展有利于

加快住院患者的周转和降低药品费用。两组间的出

院均次费用无统计学差异。通过对医疗经济相关指

标分析发现，临床路径开展病例数较高医院的医疗

总收入、药品总收入、住院总收入均高于临床路径开

展病例数较低的医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０１）。需要指出的是，临床路径的开展主要是针
对住院患者，因此在考察医疗总收入和药品总收入

时还需兼顾门诊情况的分析。除此之外，临床路径

使用较高医院的药占比为３３５２％明显低于临床路
径使用较低医院的药占比３７３１％，两者具有统计
学差异（Ｐ＜００１）。“药占比”作为一种管理的手
段，是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考核医院的重要指标，也是

衡量医院综合管理水平的核心要素［３］。通过临床

路径的开展，确实可以降低医院药占比，打破我国医

疗体制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以药养医”的困境。

表１　２０１６年上半年安徽省县级公立医院各项指标按照临床路径使用病例均值分组比较情况１）

＜２１６５例（ｎ＝３７） ≥２１６５例（ｎ＝３８）

均数 标准差 均数 标准差
Ｐ

工作效率指标

　平均住院时间／天 ７．８０ ０．９５ ７．３２ １．０２ ０．０４０

　出院均次费用／元 ５０２３ ８４４ ４９９３ ８４９ ０．８８１

　人均住院化验费／元 ８０５ ２０１ ５８３ １９０ ０．２６４

　人均住院检查费／元 ３７５ １９０ ３９２ １４３ ０．６７３

　人均住院药费／元 １７６５ ３５０ １５５７ ３５５ ０．０１３

医疗经济指标

　医疗总收入×１０７／元 ７．７７８ ４．２５６ １３．３４１ ６．７４９ ＜０．００１

　药品总收入×１０７／元 ２．８６３ １．５４７ ４．３１７ １．９８１ ０．００１

　住院总收入×１０７／元 ５．３２４ ３．１９２ ９．３９４ ５．２９８ ＜０．００１

药占比／％２） ３７．３１ ４．７３ ３３．５２ ５．３１ ０．００２

耗占比／％３） １５．３８ ３．７６ １５．２９ ５．２９ ０．９３２

医疗安全指标

　抗生素使用率／％ ６４．６６ ７．８５ ６２．４４ ６．１６ ０．１７７

　注：１）正态分布数据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均数与标准差做描述；２）药占比即医院药品收入占医疗收入比；３）耗占比即每百元医疗收入（不含

药品收入）中消耗的卫生材料

２．２　医院地区分组、经济分组间临床路径实施情况
的比较

表２显示，从北向南，临床路径开展高于均值的
医院数分别为１６家、１２家、１０家，逐渐减少；而临床
路径开展低于均值的医院数分别是８家、１３家、１６
家，逐渐增多（Ｐ＜０．０５）。说明皖北地区临床路径
开展情况优于皖南地区。而经济因素与临床路径实

施情况的分析未发现有显著性差异。

２．３　临床路径开展情况与医院各项指标间相关关
系的分析

表３所示，通过对县级公立医院整体临床路径
开展情况与医院多项指标的相关性分析中，我们发

表２　２０１６年上半年安徽省县级公立医院地区分组、经济
分组间临床路径实施情况的比较 １） ｎ（％）

＜２１６５例 ≥２１６５例 Ｐ组间 Ｐ趋势

地区分组 ０．１３０ ０．０４９

　皖北地区 ８（１０．７） １６（２１．３）

　皖中地区 １３（１７．３） １２（１６．０）

　皖南地区 １６（２１．３） １０（１３．３）

经济分组 ０．７８０ ０．７７７

　Ａ类地区 １３（１７．３） １３（１７．３）

　Ｂ类地区 １３（１７．３） １６（２１．３）

　Ｃ类地区 １１（１４．７） 　９（１２．０）

　注：１）分类资料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卡方检验

现临床路径的开展与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人均住

１９７现代医院２０１７年６月第１７卷第６期　医院管理篇　Ｍｏｄｅｒ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Ｊｕｎ２０１７Ｖｏｌ１７Ｎｏ６



院药费、药占比及抗生素使用率呈负相关且 Ｐ≤
００５，即临床路径的开展率越高，患者平均住院时间
越短，人均住院药费越低，药占比越低，抗生素使用

率越低。由此可以看出，临床路径的实施主要影响

住院患者的用药，不论是整体的药占比还是抗生素

的使用，其对医师的用药都进行了一定的约束和限

制，从而避免“滥用药”的情况。而其与医疗总收

入、药品总收入、住院总收入呈正相关且Ｐ＜０．００１。
即临床路径使用病例数的增加会提高医院的总体收

入指标。

３　讨论

２０１２年４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 ２０１２年主要工作安排》（国办发
［２０１２］２０号）明确提出县级公立医院实施药品零差
率政策，加快推进取消“以药补医”为关键环节的综

合改革。临床路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ｗａｙ，ＣＰ）作为诊疗
过程标准化的质量管理工具，受到了各级医院管理

者的重视［４］，其是以实现“高效率、高品质、合理运

用资源”为目标。那么临床路径的实施能否有效推

进公立医院改革，既解决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

问题，又保证医疗工作者的合理收入呢？

表３　临床路径使用情况与医院各项指标间
相关关系分析１） （珋ｘ±ｓ）

临床路径使用情况／ｎ

ｒ Ｐ

工作效率指标

　平均住院时间／天 －０．２２２ ０．０５０

　出院均次费用／元 ０．１１０ ０．３４７

　人均住院化验费／元 ０．０３８ ０．７４５

　人均住院检查费／元 ０．１１５ ０．３２５

　人均住院药费／元 －０．２７８ ０．０１６

医疗经济指标

　医疗总收入×１０７／元 ０．５８３ ＜０．００１

　药品总收入×１０７／元 ０．５０８ ＜０．００１

　住院总收入×１０７／元 ０．５７６ ＜０．００１

　药占比／％２） －０．３８４ ０．００１

　耗占比／％３） ０．０４ ０．７０６

医疗安全指标

　抗生素使用率／％ －０．２４６ ０．０３３

　注：１）采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检验；２）药占比即医院药品收入占医疗
收入比；３）耗占比即每百元医疗收入（不含药品收入）中消耗的卫生

材料

　　本研究结果显示，临床路径开展较高的医院的
患者平均住院时间、人均住院药费和药占比均显著

低于临床路径开展较低的医院（Ｐ＜０．０５），进一步
的相关性研究也发现临床路径的开展与患者平均住

院时间、人均住院药费、抗生素使用率及药占比均呈

负相关。说明临床路径的实施可以加速住院患者的

周转，显著降低患者的药品费用，打破“以药养医”

的局面。但是要想从根本上缓解人民群众“看病

贵”的问题，切实降低均次费用，还需多管齐下，毕竟

药品费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包括患者的

治疗、材料、检验、检查等费用。而在现实工作中确实

存在利用其它费用拉低药占比的情况。这是由于医

生的医疗行为受到临床路径文本的限制，导致药占比

下降。而药占比和结余分配与工资支出密切相关，为

了维持稳定的收入会引发诱导需求，表现为实施临床

路径管理以后，其他费用比例的上升［５］。

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临床路径实施较高医院

的医疗总收入、药品总收入、住院总收入明显高于临

床路径实施较低的医院，且临床路径开展情况与经

济收入呈正相关（Ｐ＜０．０５）。需要指出的是，临床
路径主要是针对住院患者开展的项目，在缺少门诊

分析的情况下，单纯从医院整体经济效益来评价ＣＰ
的效果也不完全准确。但是这也打破了很多医务人

员对于临床路径的传统认知，认为临床路径是在病

种付费的背景下产生的，在现有的按项目收费模式

下，执行临床路径不但没有明显益处，反而会降低医

疗收入。而本研究的结果却恰恰说明了 ＣＰ的开展
会提高医院的总体经济效益。这说明在应用临床路

径的同时，我们也在转变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低廉

的医疗服务价格不能靠药品收入来弥补，而是逐渐

建立能够体现现代医疗服务价值的合理价格体系，

坚持“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有升有降、逐步到位”的

原则，建立以成本和收入结构变化为基础的价格动

态调整机制［６］。

地区分组间的研究结果显示，皖北地区医院临

床路径开展优于皖南地区（Ｐ趋势 ＜０．０５）。临床路
径的开展与多方面的因素相关，包括各家医院医务

人员的认知度、病种选择的合理性、医保配套制度、

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完善、软件系统的便捷性、管理

机制的科学性等［７－８］。而地区间的差异也促进各医

院间的相互学习与指导。要想大力推行临床路径，

医院的管理者们需要强调临床路径在日常诊疗工作

中的地位，努力建立实用性和科学性的临床路径模

板，积极完善临床路径管理监控和后期的软件评价，

充分给予医生更多的自主选择权。目前，已有学者

开始了对于路网式临床路径系统的研究，它不仅能

支撑简单、单一病种路径的管理，还能支撑针对复

杂、疑难疾病的管理，填补了国内只针对简单病种开

发的临床路径系统的技术空白［９］。

临床路径管理是兼顾医疗质量管理和效率管理

的现代医疗管理重要手段，是我国医院管理的一次

新浪潮［１０］。本研究通过分析安徽省县级公立医院

临床路径开展情况与医院多项指标的关系，发现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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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路径的开展可以有效地缩短患者的平均住院时

间，降低人均住院药费及药占比，提高医疗总收入，

使临床周转更加高效，医疗资源的利用更加合理，不

断提高医院医疗效率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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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老年患者预留较早就诊时段中的部分号源，使得

该类患者可以较早地完成就诊并及时完成各项检

查、化验等，有效减少了因错过某些检查时段而导致

二次往返医院给老年患者带来的不便，也避免老年

患者早早赶到医院候诊而增加候诊时间。对于一些

知名专家，推行了分时预约挂号，即十点之前采用现

场挂号的方法，十点之后采用提前预约挂号，这样有

效避免了患者一大早挂上号后，需要两三个小时才

能看上病。这种分时预约，可以缩短看病流程，节约

就医时间；可避免预约患者扎堆就诊，减少患者就诊

时间，可以将患者均匀分布，减轻出诊医师工作压

力，提高诊断质量。另外，医院候诊区等候的患者大

为减少，使候诊环境大为改善，减少了患者之间相互

感染几率，提升了患者对医院的满意度［８］。

３．４　完善自助挂号机服务
为进一步缓解挂号队伍长，医院开设了自助挂

号服务。虽然自助挂号机的使用方法和自助提款机

一样简单，年轻人几乎都不需要去对照操作流程就

会使用。但对于老年患者来说难度很大。本研究发

现：老年患者中不会使用自助挂号机占８３８０％，有
部分老年患者怕麻烦不去使用。因此，在推行自助

挂号服务的同时，派出相关人员进行专业指导，优先

照顾指导老年患者，完善自助挂号机服务，方便老年

患者就诊的同时，有效改善了就医环境，解决了挂号

排长队的问题，提高了医院的工作效率。

预约挂号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为患者提供了便

利，另一方面如果实施管理不合理也容易扩大医患

矛盾。预约挂号平台可以在高峰时合理地分流患

者，提高门诊工作效率，节省医患双方的时间［９］。

由于预约挂号为完全免费的公益事业，对于一些人

群，尤其是老年人群，对这种方式的接受程度仍不

高，新的挂号方式可能会降低他们挂上号的机会。

因此，要改善这种状况，提高预约挂号率，在推进预

约诊疗服务中，要充分了解老年人预约挂号的特点，

医院要利用媒体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的特点，与社

会媒体联合，宣传预约诊疗服务，倡导家庭子女要关

爱老人健康，不要忽视老年人在就医过程所碰到的

问题。让公众了解预约挂号的便利性，逐步转变传

统的就诊习惯，合理利用预约诊疗服务的优势和作

用，增设预约方便老年患者等措施，提高老年患者预

约挂号率，提高预约诊疗服务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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