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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支撑下门诊人文服务模式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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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基于信息技术支撑下构建门诊人文服务模式，探索人文服务模式在大型三级甲等医院门诊
患者就诊管理中的适用性和可行性。方法　在信息技术支撑下，通过构建立体式预约诊疗服务网络、采用智能分诊
叫号系统、广泛开展自助服务项目、充分整合窗口服务功能、推行综合门诊等一系列举措建立并实施人文服务模式。

结果　门诊患者的满意度从８２３％ 提高到８８６％；患者再就诊意愿和向亲友推荐意愿均得到提升；医师接诊效率由
３２４９人／次提升到３７１２人／次；患者就诊时间平均节省３３ｍｉｎ。结论　信息技术支撑下门诊人文服务模式安全可
行，有效改善了患者的就医环境和就医体验，是提高门诊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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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贝尔医学奖得主Ｓ．Ｅ．Ｌｕｒｉａ认为：“医学的本
质具有双重性，它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人学，需

要人文滋润”。关怀是医学的核心，是优质医疗的

重要指征，在临床工作中应将人文关怀理论应用于

实践并建立规范化管理［１］。信息技术作为医疗卫

生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和技术基础，在门诊人文服

务模式化过程中承担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院

２０１３年起启动基于信息技术支撑下的门诊人文服
务模式，经过三年多的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我院门诊总建筑面积 ８６２万 ｍ２，诊室近 ４００

间，有急诊科、注射室、儿科、心内科、心外科、心电

图、神经科、骨科、妇产科、血液科、内分泌科、消化

科、乳甲外科、胃肠外科、肝胆外科、麻醉科、肿瘤科、

康复科、中医科、针灸科、老年病科、介入科、眼科、皮

肤科、耳鼻喉科、口腔科、国际门诊、放射科、Ｂ超室、
检验科、核医学科、挂号室、收费处、中药房、西药房

等４５个门诊科室。年门诊总量最高达到５２４万例
次，日门诊量最高１６万例次，出诊专家总人数５００
人，周出诊专家总次数１３００人次。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构建立体式预约诊疗网络，关怀就诊流程初
始节点　率先在湖北省构筑起立体式预约挂号平
台，先后推出了电话预约、网络预约、医生工作站现

场预约、医生工作站复诊预约、社区１９ｅ预约和银行
卡自助六种预约方式。电话预约和网络预约方便快

捷，是预约诊疗的首选方式。医生工作站现场预约

打破了专家门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患者在非门诊

时间和空间依然能享受专家门诊服务；医生工作站

复诊预约实现了患者就诊当日直接获取下次复诊号

票和复诊预约登记的电子化；社区１９ｅ在预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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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的同时充当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我院双向转诊

的桥梁。

１．２．２　广泛开展自助服务项目，关怀患者就诊流程
的各个节点　广泛开展自助服务，如自助办理就诊
卡、自助病历售卖、自助预约挂号、自助取号、自助挂

号、自助缴费、自助预约检查时间、自助取检查结果、

自助打印发票和费用清单等。自助服务增加了挂号

途径，补充了窗口缴费方式，简化了检查预约登记及

结果提取流程，改革了诊疗后续工作如费用清单获

取模式，对就诊流程各个环节均有不同程度改革，大

大节省了患者排队等待时间，有效改善了患者就医

体验。

１．２．３　引入智能分诊叫号系统，关怀就诊流程等候
节点　无序是效率的天敌，亦导致矛盾高发。候诊
候检在就诊流程中费时最长，最易引发患者焦虑情

绪，是门诊人文服务优化的难点。我院引入智能分

诊叫号系统，全面覆盖等候各个节点，如等候医生问

诊、等待检验检查、排队取药。患者在这些节点等候

时不再茫然排队，不再紧盯趁乱插队的患者，只需刷

卡报到后等待系统呼叫即可。患者等候区配备了自

助手机充电机、自助果汁机、自助饮料贩卖机、健康

教育阅览架、人文关怀橱窗等，使患者等待时不孤

单。

１．２．４　成立一站式便民服务中心，整合窗口服务功
能　一站式便民服务中心位于人流最集中的门诊大
厅中央服务台，包括办理就诊卡、预约取号、导医分

诊、发热预检、常规咨询、信息发布、证明盖章、投诉

接待、轮椅平车租借等原来散在各个窗口的服务项

目。一站式便民服务中心实现了窗口服务功能的整

合和接待窗口的前移，改变了患者四处奔走的局面，

缩短了患者就诊总时长，最大程度满足了患者的服

务和心理需求。

１．２．５　开展多学科综合诊治协作，提供整合门诊服
务　传统的专科化的诊治模式对涉及多学科的疾病
难以给出综合有效的治疗方案，而整合门诊是对门

诊专科化的“优化组合”，是缓解患者盲目就医和多

次往返的有效途径［２］。将整合门诊服务纳入到门

诊人文服务工程中，现已开展糖尿病足、骨质疏松、

胃肠肿瘤等多个综合门诊，患者只需挂一个号、进一

个诊室即可享受多个专科的专家联合会诊、制定最

佳治疗方案的综合医疗服务。

１．２．６　实行门诊爱心助医志愿者服务　志愿者根
据自己的时间和专长，在网上选择合适的志愿服务

时间和服务项目，使社会志愿者与学校团体志愿者

相互结合，互为补充，形成了常态化的公益服务项

目。门诊爱心助医志愿服务开展活动７年，志愿者
达３０００人次，每年爱心助医达５０００人／小时。志
愿者的加入，为门诊增添了活力，使就医感到无措的

患者得到了温暖。

１．２．７　温馨化管理模式　门诊成立了人文关怀团
队，团员为持有国家心理咨询证书的医护人员担任，

在门诊定期开展“爱心接待日”活动，为有心理负担

和情绪的门诊前线服务人员及患者提供心理支持；

定期看望老前辈，邀约老前辈参加片区活动，每年节

日为老前辈献花，开展新职工一对一结对活动，单身

青年相亲会、读书会、拓展活动等，感恩前辈，关怀新

人，点滴关爱医护人员；三阶段窗口人员礼仪培训，

营造无声的人文关怀；成立门诊前线集合营，由我院

知名教授授课指导门急诊前线工作人员（包括：导

医、挂号室、收费处、分诊护士、专科医生等），更好

更明确地分诊患者；加强门诊护士队伍建设，遵循护

士发展特点，进行多角度培养，绩效向急诊临床一线

医护人员倾斜。

２　结果

２．１　门诊人文服务实施前后患者满意度比较
门诊人文服务实施后患者满意度从８２３％ 提

高到８８６％，见表１。

表１　门诊人文服务实施前后患者满意度比较 （％）

项目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６年

就医环境 ８８．２ ９５．６

挂号容易程度 ７８．１ ８３．２

就医等待时间 ５６．２ ７５．５

导诊分诊 ８３．６ ８６．２

技术水平 ９７．３ ９８．２

服务态度 ９２．１ ９３．９

交通和停车方便性 ８０．８ ８７．６

总体满意度 ８２．３ ８８．６

２．２　患者再次就诊意愿比较
患者再就诊意愿和向亲友推荐意愿均得到提

升，见表２～４。

表２　再就诊选择协和医院的意愿 （％）

年度 愿意 不愿意 不确定

２０１３年 ８８．９ ８．０ ３．１

２０１６年 ９２．７ ４．６ ２．７

表３　向亲友推荐协和医院的意愿 （％）

年度 愿意 不愿意 不确定

２０１３年 ８９．８ ９．０ １．２

２０１６年 ９３．２ ５．７ １．１

表４　再就诊愿意选择协和医院的原因 （％）

年度
医疗技术

水平高

医院设施

设备齐全

就诊流程

简单

人文服务

优化

２０１３年 ３２．４ ３０．６ １８．３ １８．７

２０１６年 ２８．３ ２５．２ ２３．６ 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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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医生接诊效率比较
医师接诊效率由３２．４９人／次提升到３７．１２人／

次，见表５。

表５　实施前后医师接诊效率对比 （人／次）

季度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６年

第一季度 ３６．１６ ３２．７２

第二季度 ３７．５７ ３９．４４

第三季度 ３４．５５ ４０．５５

第四季度 ２５．０５ ３５．８０

平均 ３２．４９ ３７．１２

２．４　患者就医时间比较
实施前后患者在院滞留时间的统计对比发现，

我院患者就诊排队平均减少３８次，就诊时间平均
节省３３ｍｉｎ，有效减少了患者在院滞留时间。

３　讨论

３．１　基于信息技术支撑下的门诊人文服务模式的
应用提高了门诊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

本研究的 ２０１６年患者总体满意度高于全国
１３６所三级医院的第三方调查结果，学者指出改善
门诊服务的重点是优化诊疗资源配置、提升流程效

率，而提升医疗保障水平、重视人文关怀、改善医患

关系是提高门诊患者满意度的关键［３］，与本研究出

发点一致。基于信息技术支撑下的门诊人文服务模

式，坚持“以人为本”，关怀患者就诊各个环节。从

层次、地域上实现人群的全覆盖，从流程上实现全预

约，具有挂号前置、分流效果明显、预约效率高，爽约

率低、覆盖面广，可及性强等特点。自助服务方式改

变人文服务模式，减少排队等候时间，改善就医体

验；降低人力成本，减少窗口设置，节省建筑空间；减

少人为误差，降低投诉率；非技术就诊步骤自助，变

人－人交流为人－机交流，避免人与人间因沟通障
碍、情绪问题导致的摩擦，从而增加医患交流沟通时

间［４－６］。再次就诊意愿反映了患者对此次就诊的满

意情况，门诊人文服务模式实施后，患者再就诊意愿

和向亲友推荐意愿均得到提升，影响再就诊意愿的

原因中，“人文服务到位”比率也由实施前的１８３％
提升为实施后的２３６％。把人文关怀的理念贯穿
到门诊护理服务工作中，提高了护理队伍的综合素

质和服务品质，同时密切了护患关系，提升了医院形

象［７］。

３．２　存在的问题和思考
３．２．１　扩展预约诊疗内涵，精细化预约诊疗服务网
络　①实行检查预约：打破预约诊疗等于预约挂号
的思维局限，将辅助检查预约纳入到预约体系，为只

需做检查的患者提供预约服务，既帮助患者合理安

排检查时间，又提高医院门诊最大接诊量。②开展

普诊预约：目前预约挂号仅针对专家，普诊预约尚未

开展，将普诊预约纳入预约体系有助于进一步优化

挂号节点。③按诊治医生团队预约：若指定专家号
源已满，可推荐同组同专业方向的其他专家，或者同

组的低年资普诊医生。④预约专家审阅模式：一些
高年资专家往往为常见病占用大量号源而拒绝预

约，对此，可以采取预约专家审阅模式，即，预约患者

网上提交病历、各项检查报告单等资料后，由医生本

人或学生审核，决定是本人接诊、普通门诊接诊或者

推荐其他专家接诊。⑤专家个性化分时段预约：制
定专家个性化的分时段预约模板，改变专家门诊时

间一刀切的规则，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预约出诊时间。

３．２．２　深入整合窗口功能，进一步改善服务质量　
①成立一站式中央预约服务平台。目前各项检查项
目预约登记分散在不同科室、不同楼层，若在门诊固

定地点成立中央预约服务平台，整合所有预约登记

检查项目，患者只需到中央预约平台即可完成所有

检查项目的预约。②整合自助取单功能，打造综合
性自助取单窗口。某些检查项目虽采用自助取单模

式，但功能分散，若将所有检查项目取单功能整合，

可有效打破科室限制，患者到任意一台取单机上均

能提取检查结果。③成立院前服务中心。在门诊成
立院前服务中心，帮助患者办理住院前相关手续，可

避免患者四处无效流动，若发展成熟，还可赋予其协

调住院床位、帮助患者安排住院前相关检查等职能。

在信息技术支撑下，通过构建立体式预约诊疗

服务网络、采用智能分诊叫号系统、广泛开展自助服

务项目、充分整合窗口服务功能、推行综合门诊等一

系列举措建立并实施人文服务模式，有效改善了门

诊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门诊患者满意度提升、再就

诊意愿提升、医师接诊效率提升，患者等候时间缩

短，门诊流程投诉率下降。但仍存在一定问题，需要

进一步优化就医流程，改善门诊患者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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