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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某三甲医院 员员源 预约挂号服务实践与思考
缪唯丽袁张竹繁

渊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袁江苏
摘

南京

圆员园园圆怨冤

要院员员愿员员源 号码百事通全国健康服务中心与安徽省某三甲医院合作，将声讯与信息技术结合

应用于 员员源 预约挂号服务平台，
实现院外平台服务与院内医疗服务的有效衔接，
充分利用医疗资源，
手机客户端等多渠道预约就诊。文章对此服务实践进行了阐述，
为患者提供现场、
网络、
电话、
并对所
为预约挂号及其相关健康服务便捷化、
遇问题进行了探讨，
信息化、
人性化发展提供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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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员愿员员源 号码百事通全国健康服务中心渊以下简

服务受理经验以及医院提供预约的号源数量袁 配备

称健康服务中心冤圆园园怨 年揭牌袁凭借声讯和信息技

坐席专线及后备坐席人员曰开展集中业务培训袁包括

术优势袁 积极与全国各地医院合作开展免费预约

掌握医院预约挂号服务流程尧相关解释脚本尧后台操

遥 安徽省某三甲医院渊以下简称医院冤为

作步骤及注意事项袁了解医院概况尧特色科室尧名医

挂号服务

咱员暂

大型综合性医院袁 担负着维护全省及周边县市的
主要医疗卫生服务工作遥 圆园园怨 年医院日均门急诊
量高达 远 园园园 余人次袁年门急诊量更是创记录地达

专家等信息遥
圆援 服务数据管理

服务平台对预约挂号服务过程中各个环节实现

到 员愿源援远 万人遥 面对庞大的就诊人群袁医院积极响应

信息化管理袁包括专家门诊变更尧患者信息登记渊更

预约诊疗服务工作的意见曳袁自 圆园员园 年 源 月至今与

爽约患者标记遥其中患者信息包括姓名尧性别尧年龄尧

将声讯与信息技术结合应用于 员员源 预约挂号服务平

基本信息尧预约挂号服务记录尧爽约情况遥其中姓名尧

圆园园怨 年 员园 月卫生部下发的 叶关于在公立医院施行

新冤尧专家选择尧预约提单尧取消预约挂号尧变更预约尧

健康服务中心合作开展 员员源 预约挂号服务遥 该服务

身份证号尧费用支付方式尧初渊复冤诊尧联系电话尧健康

台渊以下简称服务平台冤袁开展以 员员源 电话预约挂号

性别尧年龄尧身份证号必须真实有效袁并作为取号依

为特色的多渠道尧便捷化尧人性化尧公平有序的实名

据遥 这也是实名制预约挂号与以往预约挂号的最大

制预约挂号服务 袁减少门诊就诊流程中的相关环

区别遥 通过身份证号可以将同一位患者预约信息汇

咱圆暂

节袁充分合理利用医疗资源遥

一尧 实名制预约挂号服务实践
渊一冤服务平台准备工作
员援 数据库与坐席准备

创建医院预约挂号服务相关信息数据库袁包括
医院介绍尧科室介绍尧专家介绍尧专家擅长尧专家职
称尧专家照片尧专家门诊时间以及是否接受预约袁及
时更新信息遥 同时袁参考以往同等级医院预约挂号

总袁便于患者查询袁还可以在下次预约操作中根据以
往预约信息实现快速预约遥 即对于曾经在平台上预
约过的患者袁再次来电预约时袁系统将通过患者身份
证号或绑定电话袁 自动调取患者信息及以往预约记
录袁省略了信息重复采集遥 同时袁客服人员对于有爽
约记录的患者给予必要的提醒尧警告或者暂停服务袁
一定程度上也抑制爽约的发生遥
猿援 预约数据统计

通过分类统计每日门诊的预约量情况袁 了解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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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预约就诊服务流程的依从性以及服务流程中各
个环节服务量的情况袁为预约挂号服务评价和工作安
排提供依据遥医院门诊排班以一周为一个周期循环开
展门诊诊疗工作袁每周门诊排班基本不变渊特殊节假
日调整除外冤袁每周各门诊预约情况趋于稳定遥 以医院
圆园员源 年 员 月 远 日耀圆园员源 年 员 月 员圆 日渊周一至周日冤的

门诊就诊者预约数据渊无特殊节假日调整情况冤为例袁
一周总预约订单 苑 源苑愿 单袁其中患者预约时间至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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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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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间隔天数在 员耀苑 天渊即患者可提前 员耀苑 天预约冤袁
不同间隔天数的预约量分布情况如表员 所示遥

表 员 预约时间与就诊时间间隔 员耀苑 天预约量占比情况
预约时间与就诊
时间间隔渊天冤
员
圆
猿
源
缘
苑

预约量
渊人冤
圆 圆缘愿
员 源苑园
员 怨圆远
员 苑猿源
员 源愿园
员 园愿缘

占 员 周总预
约量比例渊豫冤

约人次曰

电话预约人次曰
网络预约人次曰
客户端预约人次遥

现场预

图 员 四种预约方式 愿 个季度预约量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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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可见医院一周门诊的预约订单中袁预约
时间与就诊时间间隔 员 天的预约订单量最多袁排名

第一曰间隔 圆 天就诊的预约订单量排名第二曰间隔 苑
天就诊的预约订单量仅次于间隔 圆 天的预约订单

图 圆 四种预约方式一周预约量占比

量袁 排名第三袁 考虑受部分紧俏专家号抢号因素影

渊三冤多渠道推广宣传

响曰提前 猿 天预约可以满足 远圆豫的就诊需求遥

员援 会议宣传

渊二冤统一管理多渠道预约服务

从立项到实施袁多次召开由医务科尧信息科尧门

开通多渠道 员员源 预约挂号服务袁在 员员源 电话渊拨

诊办公室尧 健康服务中心等合作相关部门人员参加

全天候在线预约服务基础上袁又增加了网络预约尧现

反复强调预约挂号服务的重要性袁 并通过医院周会

场预约以及手机客户端预约遥 无论通过哪条渠道预

传达到全院袁不断提高全院人员的认同度袁尤其是得

约袁都由统一平台管理袁共享统一平台号源袁实现预

到出诊专家的支持遥 专家按时出诊并将预约就诊服

约挂号服务的公平性以及服务的标准化遥 患者如需

务告知患者袁 是预约挂号服务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

取消或更换预约号袁可通过 员员源 电话统一取消曰成功

和强大推动遥

打 员员源 转健康服务中心或 员员愿员员源原园原员冤苑伊圆源 小时

项目动员会尧说明会尧问题反馈处理会等袁多种场合

预约的患者统一凭身份证号在医院门诊取号窗口或
自助挂号机取号遥 选取 圆园员员耀圆园员源 年度连续 愿 个季

圆援 媒体宣传

召开新闻发布会启动 员员源 预约挂号服务袁报纸尧

度以及 圆园员源 年 员 月 远 日耀圆园员源 年 员 月 员圆 日 渊周一

电视尧广播新闻同步报道遥 医院门诊大厅电子屏尧医

现场尧手机客户端预约四种方式预约人次情况如下

进人们了解预约挂号服务袁树立预约就诊的观念遥

至周日冤的 员员源 预约挂号服务统计数据袁电话尧网络尧
图 员尧图 圆 所示遥

因 员员源 电话的可及性强以及人工服务的亲和力

院健教宣传单尧医院宣传栏等多种方式进行宣传袁促
猿援 平台宣传

通过 员员源 语音导航语尧医院官方网站尧健康服务

强袁电话预约一直受到患者的偏爱袁从图 员 中可看出

中心网站以及手机短信将医院预约挂号服务信息传

电话预约量远高于其他渠道袁网络预约量自 圆园员员 年

递给患者袁增强患者对预约挂号的感性认识遥

三季度完成医院信息系统对接袁实施分时段预约挂

根据服务平台数据统计袁患者预约来电号码归属

号后袁增长明显曰现场预约量也有一定增长曰手机健

地包括安徽尧山东尧江苏尧浙江尧河南尧内蒙等省袁以医

康云客户端预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推广遥

院 圆园员源 年 员 月 远 日耀圆园员源 年 员 月 员圆 日 渊周一至周

窑员源园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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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冤一周就诊预约订单为例袁联系电话为本市号码的
预约订单约占 愿园援缘豫袁 联系电话为本省其他地市的
预约订单约占 员缘援远豫袁 联系电话为外省的预约订单
约占 猿援怨豫遥

渊四冤规范预约专家出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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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缘园 多位遥 患者可以通过各个预约渠道实时了解医

院各专病尧专家门诊信息及号源变化袁即时获得医院
信息系统的预约结果遥
渊二冤分时段预约挂号服务实践与效果
医院信息系统对服务平台开放接口是预约挂号

医院出台专家出诊规范袁降低医方失约率袁建立

服务合作向信息化迈进的又一大步袁在此基础上袁医

预约挂号服务医患双方的诚信体系遥 医生按照野门

院将全部专家门诊号开放预约袁 全天门诊时间按一

诊医师排班表冶按时出诊袁按时开诊袁不随意迟到尧早

个小时为一个预约时段分割 咱源暂袁每个时段分配固定

退尧脱岗等遥 因特殊原因临时停诊的袁由医院相关负

的号源袁患者可选择适合自己的就诊时段预约袁按预

责人员提前通知健康服务中心袁停止预约袁并联系已

约时间段提前从自助取号机或任一人工挂号服务窗

预约患者袁协商取消或更换预约专家遥 据统计数据

口取号候诊遥 这样袁从原来的盲目等候的就医行为袁

显示袁每日临时停诊专家数量一般在 园耀猿 人袁如遇

变成自主有序的就医行为遥缩短了患者等候时间袁分

学术会议等集体性特殊事件袁停诊专家一般不超过

流了高峰时段候诊的患者袁 门诊秩序与就诊环境得

愿 人遥 但是袁临时停诊专家的专家号在通知停诊之前

到了改善袁 专家也可以合理安排每个时段每个患者

剂到其他同资历专家门诊袁号源或号序常常不能满

在此基础上袁 预约成功的患者除了可以在就诊

已不同程度被患者预约袁此时与该部分患者协商调
足患者需求遥 设想医院如能安排同科室擅长相近的
医生替诊袁将大大改善这部分预约患者对服务的感
知度袁同时也能够促使专家减少临时停诊袁以免造成
门诊患者流失遥
渊五冤人性化预约服务
开展客服人员的人性化服务培训袁树立健康阳
光的服务形象袁积极搭建医患沟通的桥梁遥 比如对
预约成功的患者在就诊前通过电话尧短信等方式提

的诊疗时间袁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就医质量咱缘暂遥

前一天下午 源 点前来电人工取消预约外袁 就诊前一
天晚上 员圆 点前还可以通过网站或健康云手机客户
端自助取消预约遥 患者可以便捷地利用自助取消预
约服务来避免爽约遥 以医院 圆园员源 年 员 月 远 日耀圆园员源
年 员 月 员圆 日渊周一至周日冤门诊预约情况为例袁总预
约订单 苑 源苑愿 单袁其中取消 远愿园 单袁占本周总预约量
怨援员豫曰爽约 员愿怨 单袁占本周总预约量的 圆援缘豫遥 成功预

约的患者从取消预约或取号超时的那一刻起袁 医院

醒按时就诊袁减少爽约曰对年纪大的患者来电预约袁

系统将此号源自动重新分配给现场挂号遥所以袁未能

要求坐席人员耐心解释袁减慢语速曰在帮助患者完成

预约到专家号的患者仍然有机会在现场挂到专家

预约挂号的同时教会患者如何合理安排时间取号就

号袁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因患者爽约所造成的医疗资

诊袁避免患者在诊前不必要的顾虑曰现场客服人员在

源浪费遥由于爽约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袁要实现更

提供现场预约以外袁为各渠道预约患者提供现场帮

大程度地降低爽约人数尧避免爽约发生袁还需要进一

助和解释工作袁及时处理现场问题遥 通过这些人性

步研究尧探讨和尝试更多办法遥

化服务袁努力提升预约挂号服务的诚信度和满意度遥

二尧 进一步信息化预约挂号服务
渊一冤医院信息系统数据接口与服务平台对接

三尧 服务实践中一些问题的思考
渊一冤多渠道预约服务的管理
服务平台承接了医院几乎全部专家号的预约受

随着 员员源 预约挂号服务的宣传工作不断推进袁

理服务袁多渠道开展袁并统一管理遥 患者无论通过电

为满足不断增长的预约挂号需求咱猿暂袁于 圆园员员 年 愿月袁

话预约尧网络预约尧现场预约还是手机客户端预约袁

医院信息系统为服务平台开放数据接口袁并实现对

预约流程与预约结果都是一致的遥 让预约患者不仅

接袁构建起跨平台服务体系袁即自动获取医院科室尧

感知服务的便捷袁也感知服务的公平有序袁促进了患

专家尧排班信息袁并把这些信息同步展现到网站尧健

者预约习惯的养成遥但是袁这只是服务平台上一家医

康服务中心坐席服务后台尧手机客户端遥 患者或坐

院的服务情况袁患者的需求往往不仅限于一家医院袁

席提交预约订单后袁预约信息自动回传给医院遥 结

从全国各地医院的预约挂号服务来看袁 情况就各不

束了服务平台与医院信息系统间通过人工对接传递

一样了遥

信息的工作模式袁预约服务效率得到极大提高袁服务

目前各大医院对信息化尧 平台化预约挂号服务

容量随之增加遥 每周受理预约订单覆盖医院 猿园 个

的技术方法和运行模式的认识经验和技术力量也在

科室专家门诊尧圆园 个科室知名专家门诊袁 各科专家

实践中不断地积累强化和提升袁 但是各医院预约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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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服务开展普遍存在构建形式多样化尧服务水平参

对科室尧找对专家遥针对需要进行大型仪器检查的患

差不齐的情况遥 服务构建形式主要有三种袁其一是

者袁可以指导患者在就诊前做好必要准备袁避免患者

医院自建预约平台袁并不断强化曰其二是医院人工电

多次就诊奔波袁提高医院诊疗效率遥
源援 手机客户端预约挂号服务完善和推广

话预约与公共服务平台预约相结合袁双管齐下曰其三

健康服务中心 圆园员员 年 苑 月开发野健康云冶手机

是完全依托公共服务平台曰其中免费预约挂号的公
共服务平台以各地市 员圆猿圆园尧员员源尧员圆缘愿园 为主力袁报

客户端袁提供手机客户端渠道的预约挂号服务袁随着

终端 冤尧陨栽灾 终端 等各 行业 客户 服务 平台 也 在 积极

预约挂号将大大提升服务便捷度袁扩大服务容量袁同

刊服务热线尧广电服务热线尧银行客服电话渊或自助

猿郧 手机的普及袁依托无所不在的网络袁手机客户端

地尧不同程度地参与遥 预约服务承接平台日趋多样

时衍生出更多健康服务以及实现在线支付功能遥 未

化袁为患者预约提供了更多选择袁但是我们也发现袁

来患者在诊前即可完成挂号费的支付袁 凭电子预约

如果没有统一平台的管理袁不同医院号源存在于不

号直接就诊袁进一步简化了就诊流程袁避免现场排队

同的服务平台袁或同一医院号源被多个服务平台分

缴费取号袁也有助于减少患者爽约遥但是目前该客户

割 咱远暂袁造成服务资源不一袁服务水平参差袁服务流程

端处于迭代开发的初期阶段袁在功能完善尧资源整合

差异袁也给患者选择和使用预约挂号服务造成了麻

以及宣传推广等方面还需要加大推进力度遥
缘援 技术保障平台安全运行

烦遥 所以袁对各医院预约挂号服务统一平台管理是
普及预约就诊过程中需要合理解决的问题遥

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监控服务平台运行袁 保障平

渊二冤服务质量和服务内涵的兼顾

台运行稳定曰通过数据分析把野号贩子冶拉入黑名单袁

员援 保障话务通畅

保障预约挂号服务公平尧有序开展遥
渊三冤服务运营体系的构建

健康服务中心除了受理患者预约挂号外袁还受
理其他健康类咨询服务电话袁除抢号造成的话务高

医院员员源 预 约 挂号 服 务 开 展 的 合 作 模 式 是 健

峰外袁其他时间的话务高峰也时有发生袁造成电话拥

康服务中心与医院双方利用各自优势资源共同免

堵遥 需要定期对话务情况做调查统计分析袁合理安

费为患者提供预约挂号服务遥 服务所需要的人力尧

排坐席人员的数量尧排班以及控制单次订单受理时

设 备尧技 术开 发等 投 入 袁由 合 作 双 方 自 愿 投入 袁属

间遥 对临时出现的话务拥堵及时增援解决袁合理安

于纯公益性服务袁不存在经济效益袁但是有很好的

排客服人员在线袁保障话务通畅遥 优化 员员源 导航语袁

社会效益 咱愿暂袁被越来越多的患者使用并成为就诊中

广网络和手机客户端预约挂号服务袁让拥堵的电话

大袁服务所需投入日益增加袁而患者对服务的期望也

让患者便捷尧快速获得帮助袁完成预约挂号遥 积极推

的重要服务遥 随着 员员源 预约挂号服务覆盖面迅速扩

更高袁对相关健康服务的需求也更多遥让 员员源 预约挂

预约在网络服务中到释放和满足遥
圆援 培养患者理性就诊观念

号服务满足多层次尧多元化服务需求袁让患者科学预

紧俏专家号源的需求难以满足将大大降低患者

约就诊袁同时合理消费健康服务袁兼顾社会效益与经

对预约挂号服务的满意度袁一些专家号从一号难挂

济效益袁需要在预约挂号服务基础上袁构建健康服务

又变成一号难约袁面对这种情况袁服务中心坐席人员

运营体系袁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医疗服务市场袁探索

要坚持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袁优化服务脚本袁主

健康服务商业模式遥希望在政府支持尧社会参与以及

动为预约不成功的患者提供可预约的相同科室尧擅

市场调节等多方面共同作用下袁 使预约挂号服务在

长相近的专家供其选择袁帮助患者树立理性就诊的

一个健康服务运营体系中可持续地发展下去遥

科学观念遥
猿援 开展患者个性化诊前指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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