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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医疗设备管理的思考与建议
要以某三甲医院典型大型设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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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文章通过分析某三甲医院的三种大型医疗设备的使用情况和 孕耘栽 辕 悦栽 的经济效益渊包

括该设备收入尧成本分析尧投资回收期分析和盈亏平衡分析冤袁从如何提高医疗设备的经济效益尧管
理水平以及兼顾社会效益三个方面提出思考和建议遥
关键词院医疗设备管理曰经济效益曰建议
中图分类号院 砸员怨苑援猿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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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袁先进的医疗设备和
技术每年都有新的突破袁医院拥有医疗设备的数量

文章编号院 1671原0479渊20员猿冤0源原猿圆怨原园园源

孕耘栽 辕 悦栽渊孕耘栽 与 悦栽 的同机融合冤尧猿援园酝砸 和双源 悦栽
三种大型医疗设备进行测算与分析遥

和质量体现了医院现代化的程度和规模袁已经逐渐

首先袁以全年工作日为衡量标准袁将使用率分成

成为医院现代化的标志遥 本文以某三甲医院为例袁

四个档次袁很好渊全年使用天数 圆园园 天以上冤尧较好

分析大型医疗设备的使用和经济效益情况并提出思

渊全年使用天数 园耀圆园园 天冤尧 一般 渊使用天数 园耀缘园
天冤尧差渊全年使用天数 缘园 天以下冤袁对医院三种典型

考和建议遥

一尧某三级医院的设备使用情况分析

的大型医疗设备的工作时间进行了统计渊表 员冤遥 其

某三甲医院目前拥有固定资产总额达 圆园 亿袁截

个档次袁很好渊负荷率 愿园豫以上冤尧较好渊负荷率 远园豫

止 圆园员员 年底袁医院设备总额超过 苑 亿元袁其中单价

在 缘园园 万元以上的大型医疗设备在设备总价值中所
占比例为 员圆豫袁包括计算机 载 线断层扫描渊悦栽冤尧磁

共振渊酝砸冤尧正电子断层 扫描渊孕耘栽冤尧数字减影血管
造 影 渊阅杂粤冤尧 单 光 子 发 射 计 算 机 断 层 成 像 术
渊杂孕耘悦栽冤和磁导航系统等遥 我们选择具有代表性的
设备名称

周一

孕耘栽 辕 悦栽
猿援园酝砸
双源 悦栽

姨
姨
姨

周二

表员

姨
姨
姨

耀愿园豫冤尧一般渊负荷率 源园豫耀远园豫冤尧差渊负荷率 源园豫以

下冤袁对医院三种典型的大型医疗设备的工作负荷率
进行了统计渊表 圆冤遥 结果表明袁这三种大型医疗设备
利用状况都良好袁全年使用天数均在 圆园园 天以上袁工
作负荷率有两类设备在 愿园豫以上袁为医疗收入的增
长打下良好的基础 咱员暂遥

某三甲医院三大医疗设备工作时间表

周三
姨
姨
姨

周四
姨
姨
姨

二尧某三甲医院大型设备经济效益分析
渊以 孕耘栽 辕 悦栽 为例冤
渊一冤收入情况分析
圆园园远耀圆园员员 年 孕耘栽 辕 悦栽 项目的收入迅速上涨袁从

圆园园远 年的 缘苑源援园愿 万元上涨至 圆园员员 年的 圆 员愿愿援源怨 万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猿原园缘原园苑
作者简介院宋

次袁以实际工作负荷率为衡量标准袁将负荷率分成四

元渊员怨苑愿原 冤袁女袁江苏武进人袁高级会计师遥

周五
姨
姨
姨

周六
原
姨
原

周日
原
原
原

全年工作时间渊天冤
圆远园
猿员圆
圆远园

元袁涨幅达 猿援愿员 倍渊图 员冤遥由于该设备的项目收费标
准从 圆园园远 年起均未做过调整袁故导致收入上涨的主
要原因是工作量的大幅增加遥 据了解袁圆园园远 年初袁该
医院的 孕耘栽 辕 悦栽 只做 孕耘栽 项目袁 由于此项目较新尧
收费价格较贵尧 患者的认知度不够袁 因此工作量较
少遥 随着 孕耘栽 技术的不断深入袁越来越多的人了解

第 源 期 总第 缘苑 期
20员3 年 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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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窑猿猿园窑

表圆

某三甲医院三大医疗设备工作负荷率表

开机时间渊小时冤

设备名称

周一耀周五

孕耘栽 辕 悦栽
猿援园酝砸
双源 悦栽

园愿
员缘
苑援缘

周六
园园
员圆
园园

周日

全年

园
园
园

圆 园愿园
源 缘圆源
员 怨缘园

满负荷工作
效率渊人 辕 小时冤
孕耘栽 辕 悦栽 圆袁普通 悦栽 员园
磁共振 缘
心脏 悦栽 缘袁普通 悦栽 员园

了此项检查的优越之处袁检查例数不断增多遥 此外袁
医院还利用机器的空闲时间发挥机器的效能袁增做
普通 悦栽 检查项目袁使该设备发挥了最大的效益遥

工作负荷率
渊豫冤
愿圆援园员
远圆援苑愿
愿远援苑源

孕耘栽 辕 悦栽 圆 缘圆缘袁普通 悦栽 源 源猿源
磁共振 员源 圆园员
心脏 悦栽 远 缘圆苑袁普通 悦栽 猿 愿远员

据均可以直接得到遥从图 圆 可见袁该设备的成本费用
大体呈逐年上升趋势袁与收入呈正比遥
员 源园园
员 圆园园

员 源园园

员 园园园

员 圆园园

愿园园

员 园园园
愿园园

远园园

门诊收入

远园园

源园园

住院收入

源园园
圆园园
园

圆园员员 年工
作量渊小时冤

圆园园远 圆园园苑 圆园园愿 圆园园怨 圆园员园 圆园员员

圆园园

园

年份

图圆

图 员 圆园园远耀圆园员员 年 孕耘栽 辕 悦栽 收入趋势图
由于该医院对 孕耘栽 辕 悦栽 科室进行了单独核算袁

因此在成本的收集上相对难度较小袁除了管理费用尧
水电尧燃气费及房屋折旧费需要进行分摊袁其他的数

当年净现金流量渊万元冤
复利现值系数
当年净现金流量现值渊万元冤
累计现金流量现值渊万元冤
未回收投资额渊万元冤

原猿 愿猿圆援源园

圆园园苑

圆员猿援缘圆
园援怨缘
圆园圆援圆猿
圆园圆援圆猿
原猿 远猿园援员苑

圆园园怨

圆园员园

圆园员员

年份

圆园园远耀圆园员员 年 孕耘栽 辕 悦栽 成本费用趋势图

该医院 圆园园远 年初引进该设备袁 到 圆园员员 年 苑 月

渊第六年冤即实现所有投资额的回收袁只要保持相应

的工作量袁对设备进行良好的保养袁节约维修费用袁
该设备可以创造较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渊表 猿冤遥

表 猿 孕耘栽 辕 悦栽 投资回收期计算表

第一年末

圆园园愿

渊三冤 投资回收期分析

渊二冤成本情况分析

第一年初

圆园园远

第二年末

远怨苑援缘苑
园援怨园
远圆缘援苑愿
愿圆愿援园员
原猿 园园源援猿怨

渊四冤盈亏平衡分析
根 据 表 源 所 示 袁 若该 医 院 孕耘栽 辕 悦栽 设 备 只 做

孕耘栽 项目袁圆园员园 年 只需 做 员 圆员远 次即 可保 本袁圆园员员
年只需做 员 缘源源 次即可保本袁医院实际执行 孕耘栽 项
目均大于盈亏平衡点遥 该医院目前上午做 孕耘栽 项

目袁下午做普通 悦栽 项目遥 鉴于 孕耘栽 项目的边际贡献
高于 悦栽 项目袁 如果做 孕耘栽 项目的患者较多且需要
预约袁则可以减少预约时间袁在下午也开展 孕耘栽 项

目的检查遥 由于医院放射科有专门的 悦栽 检查项目袁
普通 悦栽 检查应在没有预约 孕耘栽 辕 悦栽 检查患者且机
器空闲的情况下开展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目前该三甲医院的工作量已经
完全饱和袁医务人员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遥 可以说袁

第三年末

远怨源援园愿
园援愿缘
缘愿怨援苑源
员 源员苑援苑远
原圆 源员源援远源

表源

第四年末

员 员苑愿援源圆
园援愿园
怨源愿援猿远
圆 猿远远援员员
原员 源远远援圆怨

第五年末
员 圆苑怨援愿圆
园援苑远
怨苑缘援缘猿
猿 猿源员援远源
原源怨园援苑远

孕耘栽 辕 悦栽 盈亏平衡分析表

单价渊元冤
单位变动成本渊元冤
单位材料费
单位水电及燃料费
边际贡献渊元冤
固定成本渊万元冤
维修费
人员劳务费
房屋折旧费
设备折旧费
管理费用
盈亏平衡点渊运行次数冤
实际运行次数

圆园员园 年
愿 苑圆园
员 员圆缘援猿猿
员 园远缘援圆园
远园援员源
苑 缘怨源援源员
怨圆猿援园远
园援源愿
员愿缘援苑源
员源援圆员
远猿愿援苑猿
愿猿援怨园
员 圆员缘援源缘
员 愿缘怨

第六年末
员 圆猿苑援远源
园援苑圆
愿怨猿援缘圆
源 圆猿缘援员远
源园圆援苑远

圆园员员 年
愿 苑园缘
员 园远猿援圆员
员 园员远援愿远
源远援猿缘
苑 远源员援猿怨
员 圆源圆援园园
圆圆园援猿源
圆员苑援怨园
员源援圆员
远猿愿援苑猿
愿愿援圆员
员 缘源猿援源猿
圆 缘圆缘

医院是通过医务人员的超额劳动才达到了目前的盈

调动科室人员的积极性尧提高维修技术尧注重管理人

亏水平遥 对于三甲医院来说袁在设备利用情况较好

才队伍的培养等方面着手袁 使大型设备的效益最大

的前提下袁应该从正确收费尧设备维修费用的控制尧

化 咱圆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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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大型医疗设备管理的思考与建议
渊一冤提高大型医疗设备的经济效益
员援 加强设备的成本管理袁节约成本开支

首先袁全成本核算应从源头做起遥 虽然很多医

窑猿猿员窑

效率袁为临床工作的管理提供一定的参考袁提高综合
管理水平 咱猿暂遥

渊二冤提高大型医疗设备的管理水平
员援 规范大型医疗设备的采购

医院在购置设备之前袁 由使用科室负责人根据

院都有相应的成本分摊方法袁但是仍较为粗糙遥 如

实际需要提出需求袁 工程技术人员确定技术参数等

果需要更精确的成本袁则需要在每台设备至少是每

客观数据袁管理人员要进行市场调研尧性价比考证袁

个检查室安装水尧电表袁将核算单元细分到每台设

做出科学合理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分析袁 大型医

备袁才能达到全成本核算的要求遥

疗设备购置前的科学论证要考虑到医疗设备的安全

其次袁应认真分析成本结构遥 一般在成本结构
中占比较大的是人员劳务费尧设备维修费和卫生材
料费遥 可以通过分析占比较大的成本因素袁找到问
题所在袁对医疗设备进行有效的管理遥 例如袁分析某
三甲医院双源 悦栽 的成本结构中占比较大的是人员
劳务和设备折旧费袁与 猿援园酝砸 相比袁双源 悦栽 每次检

查所花的时间较长袁其消耗的人力资源相对较多袁而
且由 于双 源 悦栽 的特 殊性 袁 对 设 备 的 损 耗 也 高于
酝砸遥 如果在收费价格上无法体现成本间的差异袁则

应一方面从设备保养和维护着手袁降低维修成本袁一
方面从人员分工和排班着手袁提高工作效率遥
圆援 正确处理报废设备袁延长再利用时间

有些达到投资回收期的设备袁还处在它的运行
野黄金时期冶袁距设备更新还有一段时间袁可以延缓报

废袁增加再利用的时间遥 通过对某三甲医院 孕耘栽 辕 悦栽
投资回收期的分析渊表 猿冤袁该设备在 圆园员员 年 苑 月才

收回投资袁而 圆园员员 年底该设备已经折旧完毕袁在收入
和成本增涨比例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袁今后每延长一年
使用寿命预期可为医院带来近 远园园 万元的收益遥

另外袁对具有一些价值的报废设备袁报废后可交

性尧有效性尧可维修性和配套组合性袁还要考虑本地
区经济发展状况和医疗市场现状 咱源暂遥

此外袁医疗设备采购要建立和坚持招标制度袁严

格按程序组织招标遥要成立由分管副院长任组长袁由
计财处尧医务处尧设备科和使用科室人员组成的设备
招标谈判小组遥 提供不少于 猿 个厂家或公司证照齐
全合格的供应商遥 合同条款必须明确提供使用技术
说明书尧设备线路图尧索赔结案期尧违约处理尧罚款要
求尧售后服务尧使用和维修人员技术培训及安装调试
等内容遥
圆援 加强大型医疗设备的质量控制

坚持多方开箱验收制度袁计财处尧医务处尧设备
科尧使用科室尧厂家或公司必须参加袁进口设备还需
商检人员参加遥 医疗设备要按照有效合同和配置要
求进行验收袁设备安装验收后袁由技术人员和操作人
员共同把关袁对设备性能指标逐项进行测试袁保证购
买设备的安全性及可靠性遥 根据设备运行情况和相
关技术要求袁定期组织专业人员进行保养和维护袁发
现问题及时解决 咱缘暂遥

设备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要分别从医疗设备管

给设备管理部门袁作为维修的配件合理利用袁使其产

理物质形态和价值两个方面建立设备档案袁 从设备

生较好的经济效益曰对一些只是型号落后但尚可使

购进到最终报废袁进行全方位尧全过程的监控管理遥

用不影响诊治的报废设备袁可以进行必要的技术改

设备管理人员要转变观念袁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袁

进再利用或变价处理遥

变事后维修为预防性维护与维修相结合 咱远暂遥

猿援 建立设备利用考核评价系统

据了解袁有些医院部分医疗设备是闲置的袁造成

猿援 整合院内信息孤岛袁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目前袁很多医院的信息系统之间口径不一致袁如

了很大的浪费遥 可对大型医疗设备实行有偿占用制

病历尧药品尧人员尧器材尧检查项目等袁在名称和编码

度袁对效益评估高的科室加以奖励袁效益评价低的科

上各系统都不尽一致袁无法共享信息资源遥每个信息

室需要上交占用费遥 通过对设备全面综合的评估袁

系统的开发都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袁 如果各

可以有效减少浪费尧节约成本袁提高医疗设备的经济

个系统的资源又不能共享袁必然造成很大的浪费遥借

效益遥 医疗设备的绩效考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院淤

鉴欧美国家的经验袁 应由医院的信息主管部门组织

运营成本结构及经济技术指标曰于设备状况及人员

与协调统一操作平台和标准袁对医学术语统一定义袁

配备情况曰盂档案尧领物卡片管理曰 榆设备开机效率

考核曰 虞功能开发和利用情况曰愚设备的创收能力曰
舆科研成果情况曰余人才培养情况遥 这些考核项目

通过具体数据反映医疗设备的各项性能指标和使用

建立标准化数据库及数据库结构袁包括信息表达尧信
息流程尧信息交换尧信息处理过程的标准化遥
渊三冤兼顾大型医疗设备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员援 规范收费行为袁体现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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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袁 大型医疗设 备的收费价格基本相当于
成本袁为了体现其社会效益袁首先需要医院规范收
费袁在 收费 上严 格把 关 袁不 多 收 患 者 一 分 钱 袁把真

费处反复奔波的状态改为直接在治疗室和检查室进
行收费确认袁简化了就诊流程袁方便了患者咱愿暂遥

医院还可以医疗服务模块为基础袁 不断丰富服

正的利益带给每一位患者袁 是体现大型设备社会

务内容袁提高服务价值遥在不增加患者费用或少增加

效益的一种方式遥 医院的物价管理部门应定期对

患者费用的基础上增加服务内容袁 也能为患者创造

临床科室的收费行为进行监督袁通过审核病历尧科

更多的价值遥例如袁可以在患者空腹检查后提供免费

室调研等形式宣传收费政策袁帮助科室合理尧合法

的点心和饮料袁 为患者免费提供检查结果邮寄服务

收费袁对于规范收费的科室给予一定的奖励袁对于

等袁这些都无形中增加了医疗服务的价值袁提高了医

那些多收尧乱收尧错收和漏费行为较多的科室给予

院的品牌形象和社会效益遥

相应的惩罚遥
圆援 延长设备运转时间袁提高工作效率

建议购置高效精确的检验尧检查设备袁采取停人
不停机的措施袁提高设备工作量袁及时提供各种检查
结果袁减少患者往返和复诊次数遥 这样不但可以减
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和医院床位紧张的压力袁而且可
以提高医院的经济效益遥 由本文分析可知袁某三甲
医院三大设备的工作量基本都已达到饱和袁主要是
因为医院放射科的设备管理措施到位袁在延长设备
正常工作时间的基础上袁技术人员实行野三班倒冶袁既
满足患者缩短出报告时间的需求创造了社会效益袁
又缩短了平均住院日为医院创造了经济效益袁从而
提高工作效率袁达到两个效益的双赢 遥
咱苑暂

猿援 提高服务质量袁优化服务流程

传统的患者就诊流程往往既浪费患者的时间袁又
加大了患者诊治的痛苦遥 应克服传统流程以医疗为中
心的缺陷袁改为以患者需求为中心进行流程的重组和
优化遥 目前袁公立医院响应卫计委的要求袁在门诊推行
野先诊疗后结算冶的方式袁将传统的患者在诊疗室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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