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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路径在计划性剖宫产中的应用分析
虞森森 员袁圆袁武晓泓 圆袁陈 旗 圆袁全钰平 员

渊员援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袁江苏

摘

南京

圆员园园圆怨曰圆援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务处袁江苏
圆员园园圆怨冤

将 圆园员园 年 员耀员圆 月符合

探讨临床路径在剖宫产这一单病种中的应用效果遥

要院

南京

剖宫产临床路径实施条件的剖宫产术者作为研究对象袁 分析临床路径组与对照组的术前住院天
数尧平均住院日尧住院费用尧并发症尧纠纷发生数及患者满意度等遥
住院总天数减少曰住院总费用略有降低袁患者满意度上升遥

临床路径组术前住院天数尧

临床路径的实施对保证医疗质量尧

控制医疗费用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袁是切实有效尧可行的一种诊疗方式遥
关键词院剖宫产曰临床路径曰应用分析
中图分类号院 砸员怨苑援猿圆猿

文献标识码院 粤

临床路径是指由医疗尧护理及相关专业人员在
疾病诊断明确后袁针对某种疾病或手术制定的具有
科学性渊或合理性冤和时间顺序性的患者照顾计划遥
其核心是将某种疾病或手术所涉及的关键性检查尧
治疗尧护理等活动标准化 遥
咱员暂

南京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妇幼分院袁 即江

苏 省 妇 幼 保 健 院 于 圆园园怨 年 愿 月 在 全 院 范 围 内 开

文章编号院 1671原0479渊20员圆冤0远原源苑源原园园猿

等符合剖宫产指征的诊断遥两组产妇均为足月待产袁
手术麻醉均采用硬膜外麻醉遥
临床路径组渊灶 越 员猿圆冤平均年龄为渊圆愿援源猿 依 猿援猿远冤

岁袁对照组渊灶 越 源怨源冤平均年龄为渊圆怨援园圆 依 猿援远员冤岁袁两
样本比较 贼 越 园援园员远袁孕 越 园援怨袁即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
义袁年龄具有可比性遥
渊二冤观察指标

展临床路径试点工作遥 到目前为止袁在妇尧产尧儿尧

对临床路径组及对照组的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

乳 腺 等 源 个科 室 开 展 临 床 路 径 共 计十 余 个 病 种 遥

分析袁对比分析两组产妇的平均住院日尧术前天数尧住

本 文 通 过 该 院 圆园员园 年 实 施 计 划 性 剖 宫 产 的 临 床

院费用尧并发症数尧医疗纠纷发生数和服务满意度遥

路径病例与同期未执行剖宫产临床路径的病例进

渊三冤统计分析

行对比分析袁 探讨临床路径在剖宫产病例中的实

使用 耘曾糟藻造 将资料录入袁采用 杂孕杂杂 员远援园 统计软

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袁计量资料采用 贼 或 贼忆检验袁计数

施效果遥

一尧资料与方法
渊一冤一般资料
选择 圆园员园 年 员耀员圆 月入院的 实施 临床路 径的

资料采用 字圆 检验袁孕 约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二尧结

果

临床路径组产妇的平均住院天数尧 术前天数袁平

计划性剖宫产病例为临床路径组袁同时选择 圆园员园 年

均费用都少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袁

床路径的剖宫产病例为对照组遥 两组产妇均符合以

满意度高于对照组袁见表 圆遥

员耀员圆 月入院的符合临床路径实施标准但未实施临

下条件院胎位异常如臀位尧横位尧足先露尧持续性枕后
位等袁骨盆软产道异常如骨盆狭窄或畸形尧宫颈水
肿尧盆腔有疤痕等袁以及头盆不称尧胎儿过大渊单胎跃
猿 缘园园 早冤尧脐带绕颈尧双胎尧羊水过少或高龄初产者

表 员冤遥 临床路径组并发症及医疗纠纷数都为 园袁服务

三尧分

析

渊一冤 临床路径的实施有效节约了卫生资源袁提
高了卫生资源的利用率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圆原园怨原圆园
作者简介院虞森森渊员怨愿员原 冤袁男袁江苏南京人袁研究实习员袁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酝孕匀 学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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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员

两组平均住院天数尧术前天数尧平均费用比较
平均住院天数渊天冤

术前天数渊天冤

苑援员远 依 员援员猿
愿援圆猿 依 员援愿圆
原愿援猿猿缘
约园援园缘

表圆

窑源苑缘窑

员援源圆 依 园援愿圆
员援远缘 依 员援远圆
原圆援圆源圆
约园援园缘

平均费用渊元冤

远 愿怨苑援怨 依 员 园源源援圆
苑 猿怨怨援猿 依 员 园圆圆援苑
原源援怨愿圆
约园援园缘

两组并发症尧医疗纠纷尧服务满意度情况比较
并发症咱灶渊豫冤暂
园
圆愿渊缘援苑冤

医疗纠纷数咱灶渊豫冤暂
园
员园渊圆援园冤

临床路径的实施规范了诊疗行为袁通过对照可

服务满意度渊豫冤
怨愿援圆
怨缘援缘

四尧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以看出实施剖宫产临床路径的病例平均住院日尧术
前天数较未实施剖宫产临床路径的病例均有减少遥

渊一冤医务人员重视不够

住院日的缩短加快了床位的周转袁在一定程度上缓

在日常工作中袁产科住院人数较多袁又是高危科

解了医院产科野一床难求冶的问题遥
渊二冤临床路径的实施促进了医疗费用的控制
实施临床路径后住院总费用减少袁从表 员 可以

看出袁临床路径组的医疗费用较对照组减少了 缘园员援源

室袁医务人员压力较大袁加上部分医务人员觉得临床
路径实施步骤繁琐袁表单繁多袁从而出现抵触情绪 咱圆暂遥
所以临床路径的入组率并不高袁 有相当一部分符合
指征的产妇并没有纳入临床路径遥

元遥 这是由于临床路径规范了诊疗行为袁减少了不

渊二冤临床路径的纳入标准存在随意性

合理用药和检查袁同时减少了住院天数袁从而减少了

通过资料收集可以看出袁 符合标准但未纳入临

诊疗费尧床位费的支出遥 医疗费用的减少为产妇减

床路径的病例有 源怨源 例袁 而实施临床路径的病例只

轻了费用负担袁可缓解看病贵的问题遥
渊三冤临床路径的实施保证了医疗服务的系统性
和完整性袁提高了医疗护理质量

有 员猿圆 例袁分析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遥 首先袁临床路
径的实施降低了患者医疗费用袁使医院效益受损袁直
接影响到了医务人员的利益袁 而医院没有相应的补

临床路径是经过循证医学和多学科专家共同研

偿机制给予照顾袁 从而影响了医务人员实施临床路

究而制定的袁它使医务人员工作有章可循袁医务人员

径的动力 咱猿暂遥 其次袁目前社会的发展还不能完全改变

知道什么时间应该做什么及怎样做袁使诊疗活动的
流程更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袁避免了制定治疗方案

老百姓的风俗习惯袁 有些产妇及家属要求选择良辰
吉日进行剖宫产袁从而影响临床路径的入组率遥

的随机性遥 这有利于提高医疗护理质量袁减少并发

渊三冤存在实施弹性空间小尧变异率大的不足

症的发生遥

临床路径的实施以时间为节点袁 而由于省级医

渊四冤降低医疗风险袁保障医疗安全

院收治的患者以复杂病尧疑难病居多袁尽管在制定路

临床路径制定的程序既具有可操作性又具有技

径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了个体差异袁 但也难免变异

术适宜性遥 医院对临床路径的实施流程与管理评价

情况的发生袁从而使病例退出临床路径袁在一定程度

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的规范袁同时注重对检查尧用药等

上限制了临床路径的发展 咱源原缘暂遥

关键环节的控制袁降低了医疗风险遥 通过对临床路
径组与对照组医疗纠纷发生率的比较发现袁临床路

五尧对进一步推进临床路径的建议

径组因为诊疗规范尧严格袁医护合作紧密袁未发生一

渊一冤加强监管袁提高临床路径执行的规范性

例医疗纠纷袁保障了医疗安全遥

医院临床路径管理小组需做好管理控制工作袁

渊五冤提高医师规范服务理念袁增加患者满意度
临床路径的实施使医生可以根据预先制定的最

要求医务人员严格按照路径执行袁 及时做好变异记
录 咱远暂遥 对按规范执行的医务人员袁可适当奖励袁如完

佳诊疗方案进行临床工作袁避免了不必要的检查尧化

成一例给予相应物质奖励遥 对于实施临床路径而不

验袁增强了医生的自律性袁有效控制了环节质量袁保

按表单执行者要求其做好原因说明袁 否则给予一定

证为患者提供及时尧高质量的医疗尧护理袁从而增加

的惩罚遥

患者的满意度遥 从调查可以看出袁临床路径组的满

渊二冤优化临床路径袁提高其实际可执行性

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遥

临床路径是对病种的检查尧检验尧诊断尧治疗尧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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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四冤加强宣传袁提高医务人员和家属的理解水

理等内容依时间排序进行整合袁然后由医务人员严
格执行袁因此临床路径的制定需要有包括管理专家
在内的各科专家参与袁以保证路径制定的规范性 遥

平与接受程度

咱苑暂

加强对临床路径的宣传袁 使医务人员及家属认

各科专家需要及时总结临床路径实施过程中遇到的

识临床路径的意义袁积极参与实施临床路径曰使医务

问题并及时反馈给管理部门袁由管理部门做好协调

人员熟悉临床路径执行过程袁了解各自的职责袁以便

工作袁不断完善临床路径表单袁提高其可执行性遥

更好地实施临床路径遥

江苏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经过一年多的临床路径
试点袁在计划性剖宫产的基础上袁通过科室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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