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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日间手术在苏北某三甲医院实施后，对患者住院日和住院费用的影响，为进

要院

一步推进日间手术的实施提供依据。

以 圆园员缘 年行日间手术项目的 苑猿圆 例患者为
“日间手术”

组，圆园员源 年同期未实施日间手术的手术患者 苑缘猿 例为“对照组”，采用频数分析、成组 贼 检验等方法
对数据进行研究。

日间手术项目在降低患者住院费用方面效果明显。

日间手术在降低

患者医疗费用、提高医疗资源使用效率方面优势显著。
关键词院日间手术曰住院日曰费用曰三甲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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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人们日益增长的医疗健康需求与紧张

术尧 支撑喉镜下声带息肉切除手术和老年性白内障

的医疗资源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袁居民对卫生服务

的超声乳化白内障摘除术垣 人工晶体植入术冤共

的需求在不断提升遥 如何提高城市卫生资源配置效

苑猿圆 例作为野日间手术冶组曰同时选取 圆园员源 年同期未

率袁缓解公立医院野看病贵尧看病难冶问题袁是国内公
立医院改革的重要研究课题遥 苏北作为江苏省经济
欠发达区域袁居民经济收入水平与苏南地区相比相

实施日间手术的样本手术患者 苑缘猿 例作为 野对照
组冶遥两组患者性别尧年龄尧医保类型等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袁具有可比性遥

对落后袁居民的卫生服务经济负担相对较大遥 淮安

渊二冤日间手术实施流程和管理模式

市第二人民医院作为苏北地区一所集医疗尧教学尧科

日间手术不是传统的门诊小手术袁 而是在充分

研为一体的国家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袁于 圆园员缘 年 员

考虑手术风险和可行性后袁选择一定适应证的患者袁

个科室相继开展日间手术试点工作遥 截止 圆园员缘 年

安全性是整个模式的核心和关键遥 本院为确保日间

月起在消化内科尧眼科尧耳鼻喉科尧泌尿外科尧妇科五

在 员耀圆 个工作日内安排患者完成手术的过程袁因此

员园 月共完成日间手术 苑猿圆 台遥 与去年同期相比袁缩

手术的安全性袁在总结其他医院先进经验的基础上袁

均住院费用 圆缘豫袁现对试行日间手术项目的效果进

为日间手术的顺利开展明确了具体方法袁 手术实施

短专科手术平均住院日约 猿援缘 天袁 减少专科手术平

制定了 叶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日间手术执行标准曳袁

行评价总结袁为进一步推进日间手术工作提供参考

的具体操作过程见表 员遥

与建议遥

按照野分散收治尧分散管理冶的模式袁开展日间手

一尧资料与方法

术的临床科室分出部分床位来开展日间手术袁 实行
普通住院患者和日间手术患者混合管理遥 相关科室

渊一冤资料来源

按照省卫计委要求制作临床路径表单袁 严格日间手

本研究选取了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在 圆园员缘 年

术临床路径管理遥 医院将日间手术医疗尧护理质量纳

渊即包皮环切术尧宫颈环切术尧内镜下结肠息肉切除

者袁如果在 圆源 小时内出院袁病历参照 圆源 小时出入院

员 月至 圆园员缘 年 员园 月行日间手术项目的五种手术

入质量考评管理袁定期考核遥 对于实施日间手术的患

基金项目院江苏现代医院管理研究中心基金野日间手术运行效果分析及研究冶渊允杂再原猿原圆园员缘原园缘圆冤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远原园员原员源
作者简介院徐静渊员怨怨园原 冤袁女袁江苏淮安人袁硕士袁研究方向为卫生政策尧卫生服务研究曰田小丰渊员怨远远原 冤袁男袁江苏淮安人袁主

任医师袁研究方向为医院管理尧食管及肺部良恶性肿瘤等袁通信作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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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员猿远窑
表员

日间手术具体实施流程

住院情况进行统计袁 具体指标包括患者的平均住院

内容
患者门诊就诊袁确定开展日间手术
手术前完成全部术前体格检查尧麻醉评估
约定手术方式与手术时间
护士对患者进行日间手术的术前宣教
对患者实施手术
术后送回复苏室进行恢复和观察袁对患者进行
术后评估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是否留院
对即将出院患者进行评估袁根据评估结果确定
是否出院
患者出院后袁对其进行 猿 次随访

日和住院费用遥 采用 杂孕杂杂圆员援园 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

记录书写曰圆源 小时内未能出院的患者袁按照普通住院

组相比显著降低袁 而老年性白内障手术的日间手术

病历书写遥 日间手术患者的相关检查尧检验尧手术申

组与对照组费用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渊贼越员援怨猿远袁孕越

步骤
门诊初诊
入院前评估
约定手术
术前宣教
手术
术后评估
出院前评估
随访

请单上袁均加盖野日间手术冶专用章袁各医技科室接收
申请单后袁优先进行检查袁手术室优先安排手术遥

进行录入尧统计分析袁数据以均数依标准差渊曾 依 泽冤表
示曰数据分析采用成组 贼 检验袁以 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遥

二尧结

结果显示袁 五个样本病种对照组患者的平均住
院日均显著高于日间手术组渊表 圆冤遥 可见袁日间手术

缩短平均住院时间效果显著遥 从患者的平均住院费
用来看袁 有四个样本手术的日间手术组费用与对照

园援园缘猿冤遥 原因为该手术实施日间手术项目前后住院
天数变化较小袁 因此住院天数的减少对住院费用影

渊三冤统计学方法

响的效果并不明显遥

对日间手术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的基本情况和
表圆
手术项目

与对照组比较袁鄢孕 约 园援园缘遥

猿圆园
员员员
员员远
员员猿
园苑圆

同时我们也对日间手术患者的医保类型构成进

日间手术组与对照组平均住院日与平均住院费用的比较
日间手术组

例数 平均住院日渊天冤

包皮环切术
宫颈环切术
内镜下结肠息肉切除术
老年性白内障手术
支撑喉镜下声带息肉切除手术

果

员援缘园
员援源苑
员援园远
员援怨愿
员援愿怨

依
依
依
依
依

园援缘远鄢
园援源怨鄢
园援源源鄢
园援圆源鄢
园援猿圆鄢

对照组

平均住院费用渊元冤

圆
猿
圆
远
园苑

猿缘园援缘员
员缘圆援远愿
远猿怨援愿缘
苑远员援源怨
猿园远援缘园

依
依
依
依
依

猿猿援苑苑鄢
圆远援怨远鄢
愿缘援源缘鄢
愿愿援源猿 鄢
员员员援圆愿鄢

例数 平均住院日渊天冤
圆缘缘
园远苑
员愿苑
员源园
员园源

源援愿缘
源援缘缘
源援远圆
猿援员怨
愿援愿员

依
依
依
依
依

员援苑怨
员援猿猿
圆援苑远
园援缘愿
圆援源员

渊曾 依 泽冤

平均住院费用渊元冤

园圆 愿怨远援愿怨 依 源源援愿苑
园猿 猿远缘援源猿 依 源怨援缘源
园 源 缘圆怨援圆猿 依 员怨员援圆员
远 缘圆缘援源远 依 愿猿援员员
园 怨 猿怨远援圆源 依 圆园源援猿园

行了分析袁结果见表 猿遥 可以看出袁日间手术患者的医

家层面纳入到医改的重点内容遥 日间手术

猿园援愿苑豫曰其次为城镇居民 圆缘援怨远豫袁这可能与日间手术

术袁指医院在 圆源 小时之内完成针对住院患者的手术

保类型构成中袁 新农合医保患者的比例最高袁 约为
在降低患者住院费用负担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袁因此经
济水平较弱的居民更愿意选择此类手术类型有关遥
表猿

日间手术组患者医保构成

渊豫冤

手术项目
城镇职工 城镇居民 新农合 自费 离休
包皮环切术
员猿援源源
猿怨援远怨
圆源援猿愿 圆圆援缘园 园援园园
宫颈环切术
猿源援圆猿
员源援源员
猿苑援愿源 员猿援缘员 园援园园
内镜下结肠息肉切 源园援缘圆
园苑援苑远
猿源援源愿 员远援猿愿 园援愿远
除术
老年性白内障手术 圆源援苑愿
圆圆援员圆
猿远援圆愿 员猿援圆苑 猿援缘源
支撑喉镜下声带息 猿苑援缘园
员愿援园远
猿源援苑圆 园怨援苑圆 园援园园
肉切除手术

三尧讨

论

渊葬皂遭怎造葬贼燥则赠 泽怎则早藻则赠冤 亦称非住院手术尧 当日宅归手
治疗或诊断操作过程咱员暂袁这一概念于 员怨园怨 年由苏格
兰儿科医生率先提出袁 近二十年在欧美发达国家发
展迅猛袁截至 圆园员源 年年底袁欧美国家野日间手术冶实
施量约占其总手术数量的 苑园豫咱圆暂遥 作为目前国际上较

为通行的手术模式袁日间手术在降低患者医疗费用袁
提高医疗资源使用效率方面具有显著优势遥 圆园员缘 年
员园 月 员缘 日袁第三届野中国日间手术学术年会冶在北京

举行袁在野国际日间手术联盟冶的支持下袁中国野日间
手术冶的发展与研究再一次达到了新的高度袁并被更
多的国内医疗机构和医生所认可遥
本研究数据显示袁 日间手术项目在降低患者住
院费用方面效果明显遥 与对照组相比袁患者平均住院

圆园员缘 年 缘 月袁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叶关于城市公

费用降低约 圆缘豫遥 由于老年性白内障的野超声乳化白

要在规范日间手术基础上逐步扩大纳入医保支付的

实施日间手术项目前袁 该手术的平均住院日已控制

日间手术等诊疗技术范围袁 这表明日间手术已从国

在 猿 天左右袁因此袁纳入日间手术项目后袁该手术平

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曳里明确提出袁国家

内障摘除术垣 人工晶体植入术冶技术较为稳定袁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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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住院费用变化不明显遥 在本研究中袁选择日间手术

窑员猿苑窑

供保障遥

的多为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患者袁 部分已有

同时袁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袁经济水平和医保类型

研究认为选择日间手术的多为职工医疗保险袁 新农

是影响患者选择手术类型的重要因素遥 麻醉学和外

袁这可能

科手术的进步使适合日间手术的病种不断增多袁并

与不同地区医保报销政策及医院日间手术制度有

使那些以前认为不适合日间手术的患者亦能开展日

关袁 但研究显示医保的报销水平确是影响患者选择

间手术遥 但医保与支付方式滞后袁不能满足开展日间

日间手术的重要因素咱远暂遥

手术的需要遥 因此袁相关部门应出台相应政策袁优化

于起步阶段袁在许多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遥 首先日间

施按病种付费等制度袁鼓励和扶持日间手术的发展遥

合医保患者更倾向于选择普通住院手术

咱猿原缘暂

在具体工作中发现袁 日间手术的开展目前还处

医保与支付方式袁对日间手术项目实施政策倾斜尧实

手术项目是个系统工程袁包含了多个环节袁因此对整
个项目的管理应当具有连续性遥 样本医院目前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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