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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电子信息档案在慢性病管理模式中的应用遥

要院

选取南京市鼓楼区 圆园园愿 年

员园 月耀圆园员员 年 员园 月的社区慢性病中高血压尧 糖尿病和恶性肿瘤三种疾病的管理情况作为研究对
象袁按照不同时期分为 圆园园愿 年 员园 月耀圆园园怨 年 怨 月渊粤冤尧圆园园怨 年 员园 月耀圆园员园 年 怨 月渊月冤以及 圆园员园 年 员园
月耀圆园员员 年 怨 月渊悦冤三个时段袁比较三个时段的辖区人数尧建档管理数尧建档管理率尧规范管理数以及
规范管理率遥

截至 圆园员员 年 怨 月底袁全区完成规范性电子健康档案 缘怨援愿愿 万份袁建档率达 苑圆援源猿豫袁

其中规范管理数达 猿猿援猿源 万份袁规范管理率高达 缘缘援远愿豫遥 数据间比较袁月尧悦 两时段均显著高于 粤 时段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建档管理数与建档管理率 悦 时段显著高于 月 时段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但 月尧悦 两时段在规范管理
数与规范管理率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慢性病信息化管理模式可以有效整合医疗

资源袁实现慢性病防治的科学管理袁可以动态观察个体和群体的相关健康问题袁定时评估袁及时发
现问题并采取措施干预和控制袁效果明显袁可以有效提高慢性病管理工作效率遥
关键词院电子健康档案曰慢性病曰管理模式曰区域卫生信息化
中图分类号院 砸员怨缘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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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电子健康档案与区域卫生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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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健康档案实现了 居民健康信息的多档合
一袁是不同医疗机构间进行信息交互的主要载体袁在

健康档案是居民健康管理渊疾病防治尧健康保

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遥我国的厦门尧

护尧健康促进等冤过程的规范尧科学记录袁是以居民

上海尧北京尧南京等地都正在加紧建设和完善区域卫

个人健康为核心尧贯穿整个生命过程尧涵盖各种健

生信息平台遥为了促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完整尧规范

康相关因素尧实现信息多渠道动态收集尧满足居民

的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和区域卫生信息平台袁圆园园怨 年

自身需要和健康管理的信息资源渊文件记录冤遥 电子

缘 月袁卫生部发布了叶健康档案基本构架与数据标准

健康档案渊藻造藻糟贼则燥灶蚤糟 澡藻葬造贼澡 则藻糟燥则凿袁耘匀砸冤袁即电子化

的健康档案袁是关于医疗保健对象健康状况的信息

渊试行冤曳和叶基于健康档案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

指南渊试行冤曳遥 电子健康档案具有在线尧实时尧连续尧

资源库袁 该信息资源库以计算机可处理的形式存

完整和信息记录便捷等特点遥当前袁国内许多省市都

在袁并且能够安全地存储和传输袁各级授权用户均

在逐步实施居民健康档案的电子化管理遥 但是还未

可访问 咱员鄄猿暂遥 区域卫生信息化袁就是基于计算机软件

能有效地运用信息技术来充分发挥电子健康档案在

和网络通信技术袁将一定区域内各种卫生相关信息

慢性病管理方面的作用遥 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充分利

系统互联互通袁实现卫生信息资源的交互尧共享和

用电子健康档案袁发挥它的核心价值袁促进医疗卫生

整合袁 满足各种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的信息需求袁

工作的进步袁是电子健康档案建设的根本目标袁也是

以提高医疗卫生工作质量和效率尧节约资源袁更好

今后的研究和实践重点遥

地满足居民对医疗卫生服务越来越高的要求遥 这是

慢性病是对一类起病隐匿尧 病程长且病情迁延

一种全新的卫生信息化建设模式袁世界许多发达国

不愈尧缺乏确切的传染性生物病因证据尧病因复杂且

家已将这种模式作为卫生信息化发展的重要战略

有些尚未完全被确认的一些疾病的概括性总称遥 我

方向遥

国人群常见的慢性病主要有心脑血管疾病尧糖尿病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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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以及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几类袁严重影响
着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咱源暂

遥 卫生部最新发布的消息

显示袁 现阶段我国已经确诊的慢性病患者超过了
圆援远 亿人次袁另外因慢性病导致的死亡患者占总死
亡人数的 愿缘豫袁在疾病负担中所占比重达 苑园豫遥 数
据显示袁 在 圆园园愿 年全球死于慢性病的患者高达 缘

苑园园 万人次袁占总死 亡人数的 远猿豫袁有学 者预 测在
圆园猿园 年此比例有可能高达 苑缘豫

咱缘暂

遥 本研究通过对

南京市鼓楼区慢性病管理模式和信息化管理现状

窑源缘猿窑

年 怨 月 渊粤冤尧圆园园怨 年 员园 月 耀圆园员园 年 怨 月 渊月冤 以 及
圆园员园 年 员园 月耀圆园员员 年 怨 月渊悦冤三个时段进行分析
比较遥

渊二冤研究方法
调查鼓楼区三个时段的辖区人数尧建档管理数尧
建档管理率尧规范管理数以及规范管理率袁将以上数
据进行对照研究遥
渊三冤统计分析
采用 耘曾糟藻造 圆园园苑 进行数据录入袁采用 杂孕杂杂 员猿援园

的调研袁 总结鼓楼区慢性病信息化管理的经验和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袁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袁进

不足袁 为制定慢性病信息化管理方案和措施提供

行 字圆 检验袁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贼 检验袁孕 约 园援园缘 表示

依据遥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遥

二尧 资料与方法

三尧结

渊一冤一般资料

果

渊一冤基于电子健康档案的慢性病管理模式

南京市 鼓楼区自 圆园园怨 年 员园 月开 始应 用信息

我国医疗卫生体制中慢性病防治的主体主要有

化管理模式对慢性病患者进行管理袁本研究选取高

各级医疗机构尧社务卫生服务中心渊站冤尧疾病控制中

血压尧糖尿病和恶性肿瘤这三种慢性病作为代表评

心等遥他们的职责和工作机制各不相同袁借助于电子

估鼓楼区慢性病管理工作情况遥 资料来源为 圆园园愿

健康档案和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可以有效地整合区域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尧猿 家公共卫生单位 渊区疾控中

统化尧精细化和持续的管理和医疗服务袁共同建立居

年度报表遥 按照不同时期分为 圆园园愿 年 员园 月耀圆园园怨

立的基于电子健康档案的慢性病管理模式遥

年 员园 月耀圆园员员 年 员园 月鼓楼区卫生局所辖的 员员 家

内所有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袁 促进对慢性病开展系

心尧监督所和妇保所冤和 员 个口腔所上报的季度和

民慢性病管理的新模式遥 图 员 即为南京市鼓楼区建

居民个人院
自我管理曰
自我检测尧更新健康档案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
动态监测曰
循环管理曰
个性化管理曰
健康档案维护曰
双向转诊曰
野六位一体冶的综合服务

电子健康档案
区域卫生信息平台

研究机构院
慢性病学研究曰
流行病学研究
图员

卫生行政管理部门院
决策支持袁政策制定曰
考核尧评估

专业医疗机构院
医疗决策支持曰
数据共享曰
个性化治疗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院
实时监测曰
制定尧评估防控规划

基于电子健康档案的慢性病管理模式

渊二冤慢性病规范管理情况
鼓楼区由于经济文化基础较好袁较早开始启动
信息化工程袁圆园园怨 年已开始电子档案的建立袁 全区
健康档案电子化管理率不断提高袁现已实现全区健
康档案电子化管理袁正从数量达标向规范化尧实用性
转变遥 截至 圆园员员 年 怨 月底袁全区完成规范性电子健

康档案 缘怨援愿愿 万份袁建 档率达 苑圆援源猿豫袁其中规范管
理数达 猿猿援猿源 万份袁规范管理率高达 缘缘援远愿豫遥 数据

间比较袁月尧悦 两时段均显著高于 粤 时段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
建档管理数与建档管理率 悦 时段显著高于 月 时段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 但 月尧悦 两时段在规范管理数与规范管
理率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袁详见表 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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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段
粤 时段院圆园园愿 年 员园 月耀圆园园怨 年 怨 月
月 时段院圆园园怨 年 员园 月耀圆园员园 年 怨 月
悦 时段院圆园员园 年 员园 月耀圆园员员 年 怨 月

表员

辖区人数渊万冤
苑源援员怨
苑愿援缘猿
愿圆援远苑

电子健康档案建档情况
建档管理数渊万冤

与 粤 时段比较袁鄢孕 约 园援园缘曰与 月 时段比较袁裕孕 约 园援园缘遥

四尧 讨

员圆援员苑
猿圆援愿员鄢
缘怨援愿愿鄢裕

论

鼓楼区慢性病管理已经取得了重大进步袁基层

建档管理率渊豫冤
员远援源园
源员援苑愿鄢
苑圆援源猿鄢裕

裕鄢

裕鄢

规范管理数渊万冤
猿援苑怨
员远援缘员鄢
猿猿援猿源鄢

规范管理率渊豫冤
猿员援员源鄢
缘园援猿圆鄢
缘缘援远愿鄢

合家庭档案尧个人信息尧就诊记录等众多信息为一个
系统袁方便慢性病的管理和监测袁实现了资源的有效
整合袁提高了慢性病管理工作的成效遥

医疗卫生机构在慢性病管理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

慢性病信息化管理模式为实现真正意义的双向

用袁 自 圆园园怨 年 员园 月开始实施慢性病信息化管理以

转诊提供了帮助袁 其可以指导居民的常见病和多发

来袁慢性病患者的建档管理率和规范管理率以及管

病至社区就诊袁不但节约了医疗资源袁同时也为综合

理质量明显逐年升高袁且内容也越来越丰富袁慢性病

医院向居民提供更好的健康服务提供了技术支撑遥

管理工作的效率也得到了显著提高遥 慢性病管理工

慢性病信息化管理模式实现了慢性病管理由 野发病

作的重点仍是高血压尧糖尿病和恶性肿瘤 咱远暂袁故本研

管理冶到野发现管理冶的转变袁以及由单纯体检模式到

究选取这三种慢性病作为代表评估鼓楼区慢性病管

全程健康干预模式的转变遥 完善了居民慢性病健康

理工作情况遥

管理保障体系袁为公共卫生服务制定了规划袁为评价

随着社会和人文的飞速发展以及人口老龄化进
展的不断加快袁慢性病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威胁居民

管理工作质量和卫生服务效果提供了客观依据 咱怨暂遥

慢性病信息化管理模式正是在当今医疗卫生服

身心健康的首要因素 咱苑暂袁连续尧有效及长期的慢性病

务资源相对缺乏与公共卫生工作任务负担较重的矛

管理工作显得更为重要袁而慢性病患者数量巨大袁医

盾下解决这一突出问题的探索和进步遥 本研究结果

疗资源有限袁如何保证慢性病管理质量成为了现今

显示截至 圆园员员 年 怨 月底袁鼓楼区完成规范性电子健

公共卫生工作的巨大挑战袁为迎接这一挑战袁慢性病
信息化管理模式开始应用袁其依托卫生信息平台袁明
确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尧综合医疗机构尧社区卫生服务

康档案 缘怨援愿愿 万份袁建 档率达 苑圆援源猿豫袁其中规范管
理数达 猿猿援猿源 万份袁规 范管理率高达 缘缘援远愿豫袁均高

于之前的两个时期袁 说明应用基于电子健康档案的

机构的责任袁指导三方分工协作袁通过多途径的切

慢性病管理模式在慢性病管理工作中具有重要意

入袁开展慢性病管理工作袁如针对健康人群的健康讲

义遥

座和卫生宣教袁针对高危人群的疾病筛查和体检袁针

总之袁 慢性病信息化管理模式可以有效地整合

对慢性病患者的个体化治疗和定期随访袁争取做到

医疗资源袁实现慢性病防治的科学管理袁可以动态观

健康人群降低患病率袁高危人群提高早期诊断率袁患

察个体和群体的相关健康问题袁定时评估袁及时发现

病人群降低疾病进展和并发症发生率遥 总之袁慢性

问题并采取措施干预和控制袁效果明显袁可以有效提

病信息化管理模式促进了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工作

高慢性病管理工作效率袁 在鼓楼区慢性病管理工作

的融合袁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质量袁使得管理工作更为

中得到了验证遥

标准化袁实现了对于居民的个体化尧连续性尧动态全
程的管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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