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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集约化的综合检查预约平台的构建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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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 辅助检查是影响诊疗时限的重要因素袁文章阐述了构建集约化综合检查预约平台的意

义袁分析了医院预约检查存在的问题袁最后提出了构建综合检查预约平台的具体做法及体会袁综合
检查预约平台是优化检查环节尧缩短患者预约时限的有效手段袁在工作中要注意原则与灵活尧服务
患者与服务科室尧动态管理与持续改进相结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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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化是指在同一经济范围内袁通过经营要素

由于检查预约分布在各科室袁无统一的平台袁医

质量的提高尧要素含量的增加尧要素投入的集中以及

院因此也无法做到实时调控患者检查时间袁 尤其在

要素组合方式的调整来增进效益的经营方式袁简言

需要做多项检查时袁经常出现假性的野忙闲不均冶情

之袁即充分调动各种因素达到最大效能咱员暂遥 医院尤其

况袁且野闲冶并非意味着真没有检查患者曰由于检查预

是大中型公立医院患者多袁建筑结构复杂袁检查环节

约等待时间掌握在各科室袁 管理部门接到投诉后才

多尧反复排队更是引发患者服务投诉的主要因素 袁

知道问题所在袁也就谈不上及时处理了遥

决看病难尧看病繁的重要课题遥

护士宣教不到位袁 患者不符合检查条件只能重新预

咱圆暂

探索构建基于集约化的综合检查预约平台袁成为解

一尧当前医疗检查存在的环节问题

当然袁影响预约检查时间长的原因还有一些袁如
约曰后勤未及时送患者到检查科室袁由于预约时间长袁
患者干脆到其他医院检查造成野无效预约冶袁这些只是

渊一冤检查环节繁多袁患者需反复排队

个体因素袁 影响预约检查主要还是系统流程原因袁所

传统情况下袁 患者检查前会经历如下程序院排

以建立集约化的综合检查预约平台势在必行咱源暂遥

队要挂 号要排 队要医 生 处 开 申 请 单要再 排 队要交
费要各科室预约要排队要检查袁各种排队在其中占
远园豫以上的时间 咱猿暂遥 某些特殊检查还需先至相关检

查科室划价袁检查结束后可能还存在补交费的情况袁
这其中均涉及排队遥 如果涉及多项检查袁患者的无
效等待时间更长袁更要耗费成倍的时间和精力遥

二尧构建集约化的综合检查预约平台的意义
所谓集约化的综合检查预约平台袁 就是指以信
息化为手段袁将 悦栽尧酝砸陨尧心超尧圆源 小时动态心电图
渊匀韵蕴栽耘砸冤尧心电图尧月 超等所有检查的预约集中在
一处袁换言之袁患者只要通过野一个窗口冶就能完成所

渊二冤人员利用率低

有预约袁同时通过与检查科室尧临床科室尧后勤支持

各检查科室均需设专人负责患者的预约登记工

部门的联网实现信息共享 咱缘暂袁其特点表现在以下几

作袁所谓野一个萝卜一个坑冶也就是此意曰同时患者反

个方面遥

复排队交费袁收费处工作人员则需为同一患者服务

渊一冤减少患者往返环节

多次袁降低了工作效率曰此外袁由于患者在医院停留

患者无论几项检查袁 只要至预约服务中心统一

时间过长袁医院还要专门安排人手负责维持秩序袁增

预约袁避免患者反复预约尧排队尧交费曰同时把患者所

加了人力消耗遥

需行的检查尽量安排在同一天进行袁 可以减少患者

渊三冤管理滞后袁解决问题不及时

往返交通费用遥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员原员圆原圆愿
作者简介院黄

培渊员怨苑缘原 冤袁男袁江苏靖江人袁硕士学位袁副主任医师袁主要研究方向为医院管理学遥

第 圆 期 总第 源怨 期
20员圆 年 源 月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
ACTA UNIVERSITATIS MEDICINALIS NANJING渊Social Science泽冤

渊二冤适应患者个体化需求

窑员员怨窑

综合 检查 预约 软 件 平 台 基 于 晕耘栽猿援缘 平 台 月杂

根据患者所需行的检查特点袁合理安排检查时

系统架构设计袁 检查预约平台库通过预约平台应用

间袁如患者同时行 月 超尧钡透检查袁钡透检查需喝钡

服务器与医生工作站尧护士工作站尧检查预约中心及

剂袁对 月 超检查有影响袁则可先安排 月 超袁再行钡透

各检查科室尧后勤支持科室共享检查信息遥

检查时间遥

悦栽尧心超尧匀韵蕴栽耘砸尧胃镜等冤医嘱及申请单袁预约服

检查曰同时也可根据患者作息时间袁合理安排满意的
渊三冤有利于部门间配合

医生通过医生工作站开具各类检查项目渊酝砸陨尧
务中心工作人员根据医嘱通过该平台实时进行预

预约完成时袁自动完成检查顺序的队列编排袁并

约袁并将预约确认信息实时反馈至病区尧检查科室及

将信息传输到相应的医技科室及支持部门袁及时运

后勤服务中心袁 门诊患者交费后可至预约服务中心

送患者袁避免了推诿及环节失误遥

取预约和检查须知袁了解注意事项渊病区由床位医生

渊四冤提高了检查科室工作效率

或护士告知冤遥患者凭预约须知上的时间至相关检查

根据预约平台反映的工作量袁服务中心的工作

科室袁医技科室确认并检查即完成一个检查循环遥

人员可以实时了解各科室机器运行情况袁符合条件

渊三冤申请单菜单化

的检查当天即可完成袁空闲机器野优先冶安排遥

我院 悦栽尧酝砸陨 等申请原先要到各检查科室划价

此外袁医技人员除可按照常规预约完成工作外袁

后方能交费袁增加了患者往返时间遥结合物价部门标

还允许其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袁即能够结合病情和治

准袁医院对各项检查项目及收费进一步进行梳理袁申

疗需要袁临时加入急诊检查袁体现急诊优先的原则遥

请单采用菜单式袁 清晰地罗列了各类特殊检查项目

三尧构建集约化综合检查预约平台的具体做法

和相对应的项目代码遥因此袁在医生明确选择申请单
上检查项目尧部位尧年龄等标准化信息后袁出纳员只

我院位于无锡市中心区域袁也是部颁三甲医院

需输入检查项目的对应代码袁就能直接完成收费袁从

和江苏省基本现代化医院袁百年的底蕴及历代人的

而省略了患者到医技科室划价的不合理环节袁 也规

努力使医院的住院和门诊工作量保持逐年 圆园豫的

范了收费 咱远暂遥

上升趋势袁 年门诊量 员圆园 余万袁 开放床位数 员 圆缘园

渊四冤建立检查排队叫号系统

张袁但由于人员编制及医疗用房面积的制约袁限制了

医院在检查科室设置了排队叫号系统袁 患者凭

医院的服务能力袁患者检查尤其是 悦栽尧酝砸陨尧心超尧

预约须知到检查科室登记确认及取片袋后袁 即进入

室尧患者矛盾的重要诱因遥

间排序袁 但也根据患者在检查科室现场与否进行二

匀韵蕴耘砸 预约时间过长已成为引发临床科室尧医技科

排队叫号系统袁依次进行检查遥原则上按患者预约时

医院已具备运行稳定的医院信息系统渊澡燥泽责蚤贼葬造

次确认袁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因患者野爽约冶或迟到

蚤灶枣燥则皂葬贼蚤燥灶 泽赠泽贼藻皂袁匀陨杂冤袁 同 时 在 病 区 尧门 诊 已 建 立
医生工作站并实行就诊一卡通袁医生在医生工作站

而造成的时间浪费遥
渊五冤检查结果反馈

开具医嘱或申请单袁申请信息可实时传递至检查科

医院对大型检查出报告时间进行明确规定袁检

室尧后勤服务中心尧检查预约中心尧收费处袁为重组检

查结束后一般不超过 圆 小时袁 急诊不超过 猿园 分钟袁

查流程构建集约化的综合检查预约平台奠定了信息
化基础遥
渊一冤明确预约检查要求
医院发放了 圆 万张问卷调查表袁重点就患者对

同时检查科室医生将 野危急值冶 及时通报给开单医
生袁要求有记录尧有反馈袁确保患者安全遥

四尧实践体会

检查环节中存在的不满意进行调查袁召开临床科室尧

自推行综合检查预约平台以来袁 医院大型检查

医技科室联席会议袁了解临床科室的具体要求和设

设备的利用率明显提高袁检查预约基本控制在 源愿 小

想遥 在问卷调查表中袁 矛盾反映突出的包括院悦栽尧

时内袁部分平扫当天完成袁为缩短医院平均住院天数

酝砸陨尧心超排队过多袁交费时间长曰节假日不能检查曰

提供了支持袁临床科室尧患者满意度也得到了提升曰

检查前告知不到位曰临床反映的主要问题是术前等

由于检查科室预约功能的统一归并袁 节约了人力资

待时间长袁影响手术正常进行袁临床危急值报告制度

源袁可谓社会效益尧经济效益双丰收袁体会如下遥

需加强袁以便为患者提供安全尧有效尧及时的诊疗服

渊一冤坚持原则与适当灵活相结合

务遥

预约中心是服务患者检查预约的平台袁 但在实
渊二冤建立综合检查预约软件平台

际过程中袁也出现由于时段内预约患者过多袁导致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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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患者野不急冶的情况袁针对这一情况袁预约中心有意

部及时与信息科沟通袁 在检查科室电脑界面上开通

识调整了时段内预约患者数袁同时也强调袁对于一些

迅速查询病历方式曰 针对一些复诊患者只要开具申

确实病情危急的患者袁经科主任同意后袁先检查袁后

请单袁医院专设方便门诊袁患者无须挂号即可提供开

登记及交费袁确保急救绿色通道畅通遥

单服务曰检查设备增加了袁医院对预约检查平台及时

渊二冤强调服务患者与服务科室相结合

更新维护袁确保平稳运行遥

预约中心是检查科室与患者的联接载体遥 一方
面预约中心工作人员要熟悉业务袁对不同部位的检

参考文献

查时间要做到野心中有数冶袁对检查前的注意环节要

咱员暂

明确掌握袁也只有这样袁才能野不唯网络冶袁最大程度
发挥网络的作用袁同时避免因告知不到位而导致患
者的野无效来院冶曰另一方面袁通过预约患者信息共
享袁 医技科室主任可以及时了解预约检查患者人数
及预约天数袁及时调整工作人员袁必要时野人停机不
停冶袁同时预约中心也要定期将患者预约过程中反映
的问题袁如满意度尧科室衔接问题反映到相关科室袁

王艳冬援 医院集约化管理运行模式的探讨咱允暂援 中华医
院管理杂志袁圆园园愿袁圆源渊远冤院源员缘原源员愿

咱圆暂 刘家祯袁庞震苗援 某院患者投诉及投诉管理的调查与建
议咱允暂援 中国卫生质量管理袁圆园员园袁员苑渊圆冤院缘猿原缘远

咱猿暂

黄

代医院管理袁圆园员园袁愿渊远冤院源猿原源源

咱源暂 胡建国袁喻尊信袁李化兰袁等援 医院检查业务流程的优化
与再造咱允暂援 中国医院院长袁圆园园远渊员源冤院远苑原远怨

咱缘暂 周

并及时整改遥
渊三冤坚持动态管理与持续改进相结合

培援 创新投诉处理机制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咱允暂援 现

琳袁李晴辉袁王

飞袁等援 检查预约系统的开发与应

用咱允暂援 重庆医学袁圆园园怨袁猿愿渊员猿冤院圆圆员原圆圆猿

综合检查预约平台的基础是信息化袁职能科室
要经常与临床科室尧医技科室沟通 咱苑暂袁如传统上医生
在申请单上详细写明病情袁而实行电子申请单及电
子病历后袁医生开具的检查申请单则过于简单袁门诊

咱远暂 由宝剑袁 田一宁援 医院专业市场信息化平台的构建咱允暂援
中国卫生质量管理袁圆园员员袁员愿渊圆冤院远源原远远

咱苑暂

易利华援 医院精细化管理概论咱酝暂援 北京院人民卫生出
版社袁圆园员园院缘原员园

悦燥灶泽贼则怎糟贼蚤燥灶 葬灶凿 则藻枣造藻糟贼蚤燥灶泽 燥枣 蚤灶贼藻灶泽蚤枣蚤藻凿 责则藻藻灶早葬早蚤灶早 责造葬贼枣燥则皂 枣燥则
葬怎曾蚤造蚤葬则赠 皂藻凿蚤糟葬造 糟澡藻糟噪怎责
匀哉粤晕郧 孕藻蚤

渊韵怎贼责葬贼蚤藻灶贼 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宰怎曾蚤 晕燥援圆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 粤枣枣蚤造蚤葬贼藻凿 贼燥 晕葬灶躁蚤灶早 酝藻凿蚤糟葬造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袁宰怎曾蚤 圆员源园园圆袁悦澡蚤灶葬冤

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 粤怎曾蚤造蚤葬则赠 藻曾葬皂蚤灶葬贼蚤燥灶 蚤泽 葬 皂葬躁燥则 枣葬糟贼燥则 糟燥灶贼则蚤遭怎贼藻泽 贼燥 凿蚤葬早灶燥泽蚤泽 葬灶凿 贼则藻葬贼皂藻灶贼援 栽澡藻 葬则贼蚤糟造藻

藻曾责燥怎灶凿藻凿 贼澡藻 蚤灶贼藻灶泽蚤枣蚤藻凿 责则藻藻灶早葬早蚤灶早 责造葬贼枣燥则皂 枣燥则 葬怎曾蚤造蚤葬则赠 皂藻凿蚤糟葬造 糟澡藻糟噪怎责袁憎澡蚤糟澡 憎葬泽 葬 藻枣枣藻糟贼蚤增藻 皂藻贼澡燥凿 枣燥则
燥责贼蚤皂蚤扎蚤灶早 贼澡藻 责则燥糟藻凿怎则藻 燥枣 藻曾葬皂蚤灶葬贼蚤燥灶 葬灶凿 则藻凿怎糟蚤灶早 贼澡藻 贼蚤皂藻 造蚤皂蚤贼 燥枣 责则藻藻灶早葬早藻皂藻灶贼袁葬灶葬造赠扎藻凿 贼澡藻 责则燥遭造藻皂泽

藻曾蚤泽贼藻凿 蚤灶 贼澡藻 责则藻藻灶早葬早藻皂藻灶贼 泽赠泽贼藻皂袁葬灶凿 贼澡藻灶 责怎贼 枣燥则憎葬则凿 贼澡藻 泽责藻糟蚤枣蚤糟 憎葬赠 葬灶凿 藻曾责藻则蚤藻灶糟藻 燥枣 贼澡藻 糟燥灶泽贼则怎糟贼蚤燥灶 燥枣
责则藻藻灶早葬早蚤灶早 责造葬贼枣燥则皂 枣燥则 葬怎曾蚤造蚤葬则赠 皂藻凿蚤糟葬造 糟澡藻糟噪怎责袁泽怎糟澡 葬泽 燥遭泽藻则增蚤灶早 贼澡藻 则怎造藻泽 葬灶凿 葬责责造赠蚤灶早 蚤灶 贼澡藻 枣造藻曾蚤遭造藻 憎葬赠袁

早蚤增蚤灶早 泽藻则增蚤糟藻 贼燥 遭燥贼澡 责葬贼蚤藻灶贼 葬灶凿 皂藻凿蚤糟葬造 凿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袁葬灶凿 糟燥皂遭蚤灶蚤灶早 凿赠灶葬皂蚤糟葬造 皂葬灶葬早藻皂藻灶贼 憎蚤贼澡 糟燥灶贼蚤灶怎燥怎泽
蚤皂责则燥增藻皂藻灶贼援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责则藻藻灶早葬早蚤灶早 责造葬贼枣燥则皂 枣燥则 葬怎曾蚤造蚤葬则赠 皂藻凿蚤糟葬造 糟澡藻糟噪怎责曰蚤灶贼藻灶泽蚤增藻曰糟燥灶泽贼则怎糟贼蚤燥灶 葬灶凿 则藻枣造藻糟贼蚤燥灶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