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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借助医疗质量安全监控系统构建医疗安全不良事件预警模式袁在医疗安全不良事件信

息收集的基础上袁通过系统进行自动定量分析和典型案例定性分析袁发布预警信息袁从根源上减少
医疗安全不良事件的发生袁保障医疗质量安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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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群体对医疗过程的知情同意意识和维

握医疗系统的运行状态袁 针对各种风险和可能发生

权意识的逐步提高袁其对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质量

的危机袁捕捉其具有警戒防范意义的前馈信息袁及时

和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袁由于医疗服务资源分配

采取有效的警备预防措施的系统遥 其主要任务是对

不合理和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等多种因素的限制袁使

已识别的各种不安全现象袁 进行成因和发展态势的

得医疗服务需求与供给存在偏差袁如何提高对医疗

描述与分析袁揭示其发展过程中的波动和异常袁发出

机构的服务监管能力袁减少医疗活动中的偏差袁塑造

相应警示信号遥 医疗安全预警信息是根据现实的医

良好的医疗执业环境是摆在医院管理者面前的重要

疗安全状况和潜在的不安全因素袁 经过医疗安全系

课题遥 为此袁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率先打破传

数评估袁确认预警信号袁主要体现医疗风险评估尧预

统的医疗机构服务监管模式袁创新监管思路袁引进风

测尧防范尧控制和共同学习五大功能遥 在监控系统中

险预警理念袁从源头上发现医疗活动中存在的风险

建立医疗安全不良事件预警系统袁 通过对医疗安全

隐患袁将风险控制关口前移袁达到预防为主的目的遥

系统运行状态的监测袁 及时发现运行过程中存在的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自 圆园园远 年 缘 月与复

各种可能产生医疗安全不良事件的因素袁 可在早期

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合作袁着手探索建立野医疗质量

对医疗安全不良事件的发生进行预测报警袁 以便及

安全监控系统冶渊以下简称监控系统冤袁推行野与医疗

时采取有效措施袁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袁促进医疗

机构互动袁变被动处罚为主动服务冶的新型医疗安全

系统的有序进行遥

管理模式遥 监控系统共包括五个子系统袁医疗安全不

渊二冤建立信息共享机制袁提高医疗机构监管效率

良事件预警系统是其子系统之一袁 该预警系统以监

经过三年的研究探索袁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控系统为平台袁借助医疗安全监控信息数据库袁进行

构建了完善的监控系统袁采用现代信息技术袁建立遍

医疗安全不良事件的信息分析与反馈袁 建立各级各

布全市整个医疗系统的信息安全预警网络袁各预警终

类医疗机构的预警信息共享机制袁 提高医疗机构医

端通过预警平台提供医疗安全不良事件信息袁预警信

疗风险防范意识和应对医疗安全不良事件的能力遥

息系统对上报的信息实行动态监测袁实时发布预警信

一尧医疗安全不良事件预警系统的核心价值

息遥 各预警终端根据相应的预警权限袁查询相关预警
信息袁能够及时跟踪预警事件的发展态势袁并能够结

渊一冤医疗风险防范袁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

合自己的工作情况有效开展医疗安全不良事件的防

医疗安全不良事件预警系统就是全面准确地把

范与应对袁有效提高医疗机构及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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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医疗安全不良事件的处置效率遥在医疗安全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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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数据袁进行移动遥

事件警示尧预测和控制避险的基础上袁该系统有利于

典型案例预警是针对医疗安全不良事件的危害

形成共同学习的组织文化袁有利于促进医疗安全信息

后果进行预警的袁在对投诉野案件摘要冶分析的基础

的传播袁促进医疗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遥

上发现事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环节袁 然后通过多种
渠道将案件补充完整渊诊治经过尧辅助检查报告冤袁再

二尧医疗安全不良事件预警系统应用探讨

组织专家对该案进行具体综合分析袁 确定过失环节

渊一冤医疗安全不良事件预警模式

以及对此类案件的干预和渊或冤处置要点遥

根据医疗安全不良事件发生的频次和发生危害

顺位预警是针对医疗安全不良事件监测指标的

性以及医疗机构尧卫生行政部门和卫生监督部门对

发生频次的预警曰质量控制图是在顺位预警的基础上

医疗安全不良事件预警信息的不同需求袁医疗安全

对发生频次比较高的指标进行分析预警袁确定该频率

不良事件预警系统采用三种预警模式袁分别为顺位

的发生是由偶然因素造成的还是医疗因素造成的曰典

预警尧质量控制图预警和典型案例分析遥

型案例预警是针对一些发生频率不高但对社会危害

顺位预警是指对监测指标中发生频率位居前列

性或者影响力比较大的案例进行预警袁其在一定程度

的指标进行预警的模式遥 顺位预警的基础是监测指

上补充了前两种预警模式的不足遥 总体而言袁三种预

标的设置袁在本预警系统中共设立了三级监测指标

警模式在预警系统中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遥

共 圆缘远 个遥

渊二冤医疗安全不良事件预警系统实践分析

质量控制图是 员怨猿员 年休哈特在他的专著叶工业

员援 顺位预警

产品质量的经济控制曳中提出的概念 袁是用于分析
咱员暂

医疗质量安全监控系统共设立了三级监测指标
共 圆缘远 个遥 例如野患方投诉事由冶初步确定了 源 个一

和判断工序是否处于稳定状态所使用的带有控制界
限的图形 咱圆暂遥 质量控制图预警是通过科学的方法确

级指标袁即服务态度问题尧管理质量问题尧诊疗效果

定医疗安全不良事件的发生是由偶然因素还是医疗

问题尧诊疗费用问题曰在野诊疗效果问题冶指标下分为

因素造成的袁本系统中采用简单移动平均法和休哈

诊断不及时尧诊断失误尧漏诊尧治疗不及时尧治疗错

特控制图相结合的方式袁将最近 噪 期的数据作为历

误尧用药不当尧护理不当尧并发症等遥野医方原因分析冶

计算控制图上控制界值 哉悦蕴越再贼垣在琢 辕 圆杂贼 和下控制

级指标袁下设共 员怨 个二级指标和 源怨 个主要内容遥

史数据袁计算移动均值 再贼 和标准差 杂贼袁在此基础上

确定了以野诊断尧治疗和执行制度冶为基础的 猿 个一

界 蕴悦蕴越再贼鄄在琢 辕 圆杂贼袁 并将此作为下一个月数据的控

医疗质量安全监控系统对监测指标通过自动分

制标准袁若下一个月的实测数据在上下控制界限内袁

析袁按照发生率的高低袁形成定量分析报告袁以工作简

则说明下一个月数据无异常袁并将该月数据归入历

讯渊样式如下冤的形式在监控系统平台上进行发布遥

上海市 圆园员员原园猿原园员 至 圆园员员原园源原猿园 医疗安全监控系统
信息简讯

上海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二茵一一年五月一日

渊一冤信息上报情况

圆园员员 年 猿 月 员 日至 圆园员员 年 源 月 猿园 日共收到苑苑 所医疗机构上报医疗投诉信息 源苑员 起袁 不同类别和

级别医疗机构上报情况见表 员遥
表员

上海市不同级别医疗机构 圆园员员 年 猿 月 员 日 至 圆园员员 年 源 月 猿园 日医疗机构上报情况

医疗机构级别
二级医疗机构
三级医疗机构
一级医疗机构
未定级医疗机构
合计

上报信息数

圆援 质量控制图预警

质 量控 制图 预警 模 式 应用 的 是 野孕 质 量 控制

图冶袁在该预警模式中可选定预警范围尧预警指标尧预
警时限和标准差遥 预警范围选择项上分为院全市尧区

圆远愿
员苑园
园圆员
园员圆
源苑员

百分比渊豫冤
园缘远援怨园
园猿远援园怨
园园源援源远
园园圆援缘缘
员园园援园园

县或医疗机构级类别曰 预警指标选择项中分三级指
标袁比如选择野医方缺陷冶中的野治疗缺陷冶下的野护理
缺陷冶渊图 员冤遥 预设项目选定后袁就可点击野查询冶进
入预警图示渊图 圆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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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
信息
类别

医疗纠纷

预警
范围

全市

医疗事故

卢湾区

孕 质量控制

模型

窑猿源员窑

员猿

图员

预警
指标

医方缺陷

预警
时限

圆园员园原园苑原园员

治疗缺陷

护理缺陷

圆园员员原园缘原园员

预警指标选择框

园援苑园

园援苑园

园援远园

园援远园

园援远缘

园援远缘

园援缘缘

园援缘缘

园援缘园

园援缘园

园援源缘

园援源缘

园援源园

园援源园
园援猿缘

圆园园怨原园员

圆园园怨原园猿

圆园园怨原园缘

圆园园怨原园苑

圆园园怨原园怨

图 圆 上海市卢湾区护理缺陷预警图示

在 图 圆 中可 以看 到 圆园园怨 年 圆 月 和 圆园园怨 年员圆

月有 圆 个圆点出现袁表示在这两个月份里袁上海市卢

园援猿缘

圆园园怨原员员

猿援 典型案例

医疗安全不良事件预警系统根据专家意见袁结

湾区野护理缺陷冶出现异常值遥 圆园园怨 年 员圆 月份的圆

合卫生监督工作袁 在系统首页以即时信息的形式发

点表示院野护理缺陷冶在此月中发生频次超过均值的猿

布袁点击标题渊如野关于告知尧签字问题提醒冶冤袁即会

倍袁 需要特别关注曰圆园园怨 年 圆 月份的圆点表示院野护

看到详细的预警内容曰或在野预警模型冶一栏中袁以

能原因袁一是实际发生的缺陷频次确实低袁二是此月

执行不力导致医疗事故的案例冶袁即会看到典型案例

理缺陷冶在此月发生频次低于均值的 猿 倍袁有两种可

野典型案例冶形式发布渊图 猿冤袁如点击野一起告知制度

上报的关于野护理缺陷冶的信息过少遥

全貌遥

新建典型案例
序号
猿

发布时间
典型案例标题
一起因病史询问记录不全导致医疗
圆园员园原园怨原员怨
事故的案例

上海市卫生局医疗
事故处理办公室

修改

删除

圆

一起告知制度执行不力导致医疗事
圆园员园原园怨原员怨
故的案例

上海市卫生局医疗
事故处理办公室

修改

删除

员

一起医疗事故争议因野未告知冶定性为
圆园员园原园远原圆缘
医疗事故

上海市卫生局医疗
事故处理办公室

修改

删除

发布单位

修改

删除

图 猿 医疗安全不良事件预警系统中的典型案例显示

三尧讨论与建议
医疗安全不良事件预警监控系统通过自动分析
功能袁以野顺位预警冶的模式可快速直观地显示预警

了大量的卫生资源曰 而过高的预警线设置又使得预
警系统过于迟钝袁无法发挥应有的功能袁可能给患方
或医方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咱猿暂遥 为此袁上海市卫生局

卫生监督所将对预警基线的设置进行论证与分析袁

内容袁这种预警模式对信息的真实性尧有效性要求较

以期得到合理的预警基线遥同时袁质量控制图对信息

高遥

数量的要求也很高袁必须有庞大的数据做分析基础袁
质量控制图预警中预警基线的设置是关键遥 过

该分析模型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遥 数据的收集需要

低的预警线设置可能使得预警系统过于敏感袁浪费

各医疗机构的积极配合袁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必须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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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措施提高医疗机构上报信息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袁

疗质量安全监控系统中的应用袁信息数量是基础袁

鼓励医疗机构匿名尧自愿上报遥

信息真实性尧有效性是关键袁典型案件的专家分析

典型案例预警则强调监控系统管理员发现典型
案例的能力以及专家分析水平遥 对信息上报的真实

意见是核心遥 健全尧优化医疗安全不良事件预警模
式在监控系统中的应用是长期的工作重心遥

性尧有效性有更高的要求遥 同时袁需要定期尧不定期
地开展专家咨询讨论袁进行专题探讨袁只有及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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