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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医疗费用的较快增长使得群众看病费用负担增加袁野看病贵冶在中国成了一个热点问题遥

临床路径作为一种疾病的规范诊疗计划袁与医疗环节尧医院信息建设密切相关袁其付诸实施和推广
将有效规范临床医疗行为袁减少不必要的检查袁避免过度医疗袁通过环节质量控制袁提高医疗质量袁
降低医疗费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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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医疗费用普遍呈
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袁由于医疗费用持续增长袁野看
病贵冶逐渐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咱员暂遥 尽管国

文章编号院 1671鄄0479渊20员圆冤0源鄄圆苑员鄄园园猿

与医疗环节之间的关联性谈几点想法遥

一尧临床路径要与患者病情评估相结合

家在不断加大基本医疗保障措施的落实力度袁不断

临床路径的基础是循证医学袁 循证医学是遵循

降低药品价格袁但似乎老百姓仍觉得袁看病费用较

科学证据的临床医学袁 它提倡将临床医师个人的临

高遥分析我国医疗费用增长的原因袁包括很多复杂因

床实践和经验与客观的科学研究证据结合起来袁用

素袁其中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尧大众医疗需求的深度

最恰当尧正确的诊断尧最安全有效的治疗和最科学的

和广度增加尧疾病谱发生变化以及通货膨胀等是导

预后估计服务于每位具体患者遥 循证医学实际上是

致医疗费用上涨的客观因素遥 同时袁由于老百姓就

临床医生诊治患者的一个实践和既往经验的融合过

医期望值较高的心理袁对医学知识的了解的缺乏袁特

程袁因此临床路径看似是一个程序过程袁其实把它看

殊的医疗环境和医患关系及利益驱动等原因袁导致

作是一个参考指南或方案更科学袁 它是以医务人员

了一些过度治疗尧极量用药袁此外医疗费用支付方式

对患者病情的客观分析评价为基础的袁 也就是说临

的缺陷也是医院住院费用上涨的原因之一 遥

床路径不能代替临床观察和临床思维袁 临床工作中

咱圆暂

在此社会背景之下袁卫生部于 圆园员园 年 员 月 愿 日

医务人员应根据患者全身状况对患者病情进行认真

召开全国临床路径管理试点工作会议袁下发了叶临床

评估袁结合路径对患者治疗效果进行评价袁并对发生

路径试点工作方案曳袁提出用 圆 年左右时间袁在 缘园 家

变异的原因进行客观分析袁 从而达到提高诊疗效果

医院开展临床路径试点工作袁标志临床路径管理终
于正式引入医院管理实践遥

临床路径是伴随单病种质量控制和医疗保险制

的目的遥

二尧通过临床路径加强合理用药的实施

度推行过程中产生的一种适应性医疗管理方法袁是

药物在患者的疾病治疗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遥

指医生尧护士及其他专业人员等多个相关学科研究

目前我国对抗菌药物的管理相对比发达国家宽松袁

者针对某个疾病编码对应病种或手术袁以循证医学

患者可以很方便的购买到抗菌药物袁 但不恰当的抗

为基础袁以预期的治疗效果和成本控制为目的袁制定

菌药物使用一方面促进了耐药细菌的产生袁 另一方

的有严格工作顺序和准确时间要求的程序化尧标准

面也可能导致不必要的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的增

化的诊疗计划袁以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尧减少资源浪

加遥因此加强药物使用的规范化管理袁尤其是抗菌药

费袁使患者获得最佳的医疗护理服务遥现就临床路径

物规范性使用管理袁 对规范诊疗行为尧 避免过度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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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尧减少药物不良反应尧减少超级耐药菌的产生尧促

精神负担和额外的经济负担遥

进患者的早日康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遥 临床路径

六尧临床路径促进医疗各环节部门的

工作可以通过路径将日常药物的使用进行流程化尧

通力合作

规范化袁并协助管理部门进行监控遥

三尧临床路径做到了诊疗工作的环节质控

临床路径促进了医院各部门尧 各专业的人员的
沟通协作袁增强了团队凝聚力袁提高了医务人员工作

临床路径是一个标准化的科学管理程序袁通过

效率曰 使管理部门真正参与医疗服务环节流程管理

对治疗关键环节的控制和管理袁最大程度上避免了

成为可能袁通过检测尧评价尧总结不同个体医疗环节

同病不同治而造成疗效偏差的产生袁使得医疗服务

的诊疗差异性袁可以及时发现医疗流程尧服务流程和

有了标准化的保障袁这也是医疗机构专业化尧精细化

医院管理中的薄弱环节袁 促进医院各部门工作的协

管理趋势要求遥 患者版本使得患者对自己的诊疗过

调袁通过借助信息技术平台袁可以得到科学的质控数

程能够详细了解袁能主动参与到治疗过程中来袁更能

据袁进行分析袁针对问题产生的原因尧针对相应的科

理解和配合医生袁并对诊疗过程进行监督袁促进了医

室尧针对相应的个人进行跟踪管理袁实现医院医疗质

疗安全遥 此外袁由于临床路径的每个病种都有一整

量管理的可持续发展咱缘鄄苑暂遥

套的检查尧诊断尧治疗尧护理等诊疗计划袁减少了因医
务人员疏忽而发生医疗意外的几率袁同时对初级的
医务人员的临床工作也产生有利的指导和提醒作

孙子兵法上讲野兵无长势袁水无长形袁运用之妙袁

存乎一心浴 冶遥 事物都在发生变化袁不能默守成规袁不
能死搬本本袁 或仅凭经验袁 要顺应事物的自然的规

用袁 避免因医务人员经验不足导致的不良诊疗结果

律袁适时择机行事遥 按照卫生部要求袁各试点医院将

的产生袁有效提高了医疗质量遥 通过根据临床路径

用两年时间袁对国家颁布实施的临床路径的科学性尧

实施中的影响医疗质量的关键指标的实施效果分析

规范性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进行论证和进一步完善遥

讨论意见袁有助于发现质量控制中存在问题袁分析系

我院地处拥有近 圆园园 万人口的城区袁也借此机会袁结

统缺陷的产生原因袁从而提出持续性改进新策略遥

四尧临床路径的实施要与医院信息化
建设尧医院管理要求相结合

合公立医院改革袁 探索建立适合我区区情的临床路
径病种尧管理制度尧工作模式尧运行机制以及质量监
督评估和持续改进体系袁 为今后全区推广临床路径
管理积累经验并提供实践依据遥

临床路径对患者每日应进行的工作有详细的要
求袁医务人员需要对照不同疾病的路径要求去下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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