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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白内障摘除术眼科日间病房和眼科住院病房的费用情况。

基于江苏某三

甲医院 圆园员缘 年 员—员园 月白内障摘除术患者的数据，其中眼科日间病房 员 猿怨远 例，眼科住院病房 愿愿苑
白内障
住院费用受多个因素协同影响，

例，
采用描述性分析及组间比较等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摘除术患者在眼科日间病房住院费用明显低于眼科住院病房。

合理
眼科日间病房对合理用药、

治疗、
合理使用耗材、
合理检查、
强化单病种管理体系、
控制住院费用不合理增长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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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间病房是指患者住院时间不超过 圆源 小时咱员暂遥

日间病房既能减轻个人经济压力袁也能缓解医院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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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资料和方法

院难问题袁其减少了手术等待时间袁降低了住院费

渊一冤资料来源

用袁是未来单病种费用管理的可探模式袁是一种以

本研究选取江苏省某三甲医院 圆园员缘 年 员要员园

患者为中心袁介于门急诊与住院之间的诊疗模式袁
是对传统医疗模式的有效补充遥 日间病房也是我

月渊圆园员缘 年 员园 月 猿员 日南京市实行医药价格综合改
革袁手术价格有部分调整冤的白内障摘除术患者袁分

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圆园员远 年重点工作任务

析眼科日间病房和眼科住院病房在白内障摘除术患

内容之一咱圆暂遥 圆园员源 年 愿 月江苏某三甲医院眼科在省

者住院时间尧床位费尧诊疗费尧放射费尧治疗费尧手术

内率先开设日间病房袁适用于全身情况好尧无需进行

费尧化验费尧护理费尧输血费尧检查费尧药费尧卫生材料

全身麻醉的成年人袁并且经过责任医生的审核遥

费及其他费用上的差别及原因遥

圆园员缘 年 南 京 市 医 保 中 心 以 疾 病 诊 断 临 床 路

径明确尧诊疗技术成熟尧质量可控且费用稳定为选

渊二冤研究方法
住院时间及收费项目等定量资料用均数 依 标

取原则袁确定白内障摘除术为单病种结算的病种遥

准差渊x 依 s冤进行统计描述袁 采用 贼 检验进行组间比

单侧白内障摘除术支付定额为 源 源园园 元袁 双侧支

较遥 分类变量资料用频数渊豫冤尧百分比或构成比渊豫冤

重合并症尧并发症且治疗合并症尧并发症的费用超

分析于 杂贼葬贼葬 灾藻则泽蚤燥灶 员源援园 统计软件完成遥 孕 臆 园援园缘

付定额为 远 怨园园 元渊晶体除外冤遥 对部分病种有严

进行描述袁采用确切概率法进行组间比较遥所有统计

过该病种定额支付标准 源园豫以上的袁医疗机构提

为差异有统计意义遥

出申请袁医保中心评估后给予核减

咱猿暂

遥 因此袁如何

二尧结

做好单病种白内障摘除术的费用控制是医院医保

需要思考的一个实际问题 咱源暂遥 本文以白内障摘除

术病例为样本袁 探讨眼科日间病房起到的费用控
制作用遥

果

渊一冤基本情况
眼科日间病房患者 员 猿怨远 例袁男 缘远圆 例袁女 愿猿源

例曰其中逸远园 岁 员 员源怨 例袁逸员园耀远园 岁圆源苑 例遥眼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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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眼科日间病房和住院病房在费用控制上的

差别
白内障摘除手术在眼科日间病房和眼科住院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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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费尧化验费均较住院患者低遥
从费用构成看袁卫生材料费占比最高袁其次是手
术费袁第三是药费和治疗费遥 对两种费用的构成比分
析可知袁卫生材料费占比均超过 远园豫袁因此袁合理控制
卫生材料费是控费重点袁 需要采取必要的管理措施袁

房床位费尧诊疗费尧放射费尧治疗费尧手术费尧化验费尧

规范医疗行为袁减少卫生材料的浪费遥 眼科住院病房

护理费尧检查费尧药费尧卫生材料费及其他费用上均

的卫生材料费明显高于日间病房袁分析原因院淤眼科

有显著差异渊孕 约 园援园员袁表 员冤袁说明眼科日间病房在

住院病房做白内障手术的患者中有部分是双侧白内

种控费的趋势遥 日间病房患者基本不住院治疗袁或

相对较轻袁出现并发症和合并症的概率较低曰而少部

费用控制上明显优于眼科住院病房袁 是今后单病

障袁使用 圆 个晶体遥 于眼科日间病房选择的患者病情

者只住一个晚上袁床位费和护理费明显较住院治疗

分眼科住院病房患者病情相对较重袁出现并发症和合

少遥 因为日间病房在院时间较短袁为保证手术顺利

并症的概率相对较高袁相关卫生材料的花费使得眼科

进行袁部分血液学和眼科检查需要在门诊完成袁因此

住院病房的卫生材料总费用明显高于眼科日间病房遥

表员
收费项目
床位费
诊疗费
放射费
治疗费
手术费
化验费
护理费
输血费
检查费
药费
其他
卫生材料费
总计

眼科日间病房及住院病房的收费项目比较

眼科日间病房
平均费用渊元袁x 依 s冤

4
4
4
4
1
4
4

518.09
540.03
540.04
158.47
640.82
542.88
540.31

4
4
4
4
6

541.75
209.55
540.47
541.31
613.74

依 12.08
依 0.38
依 1.60
依 36.02
依 112.43
依 26.06
依 1.62
园
依 52.91
依 87.41
依 1.29
依 559.28
依 607.08

构成比(%)
000.28
000援园园
000援园园
002.41
025.02
000.04
000援园园
000援园园
000.63
003.19
000援园园
068.43
100.00

渊三冤眼科住院病房白内障摘除术患者高费用原
因分析
日间病房就是患者在 圆源 小时内完成由住院到

眼科住院病房
平均费用渊元袁x 依 s冤

0 119.59 依 154.44
000 7.53 依 5.40
00 54.55 依 23.28
0 232.74 依 267.84
1 738.37 依 504.14
0 382.31 依 195.59
00 22.86 依 21.62
000 3.15 依 94.01
0 313.68 依 241.03
00 351.77 依 504.13
000 5.13 依 10.35
4 914.83 依 1 546.73
8 146.55 依 2 490.61

构成比(%)
001.42
000.09
000.69
002.76
021.64
004.81
000.27
000.03
003.86
004.11
000.07
060.25
100.00

贼值

孕值

原员怨援猿源
原源员援猿园
原远怨援远猿
原愿援圆员
原缘援远苑
原缘苑援源缘
原猿员援园员
员援园园
原猿猿援员园
原愿援猿圆
原员猿援猿源
原远援怨员
原员苑援怨怨

约园援园园员
约园援园园员
约园援园园员
约园援园园员
约园援园园员
约园援园园员
约园援园园员
园援猿圆园
约园援园园员
约园援园园员
约园援园园员
约园援园园员
约园援园园员

疗袁住院时间延长袁住院费用增高遥 虞合并严重内科
疾病遥 圆缘豫的患者有糖尿病史袁入院后血糖偏高袁需
调整胰岛素进行血糖治疗曰员 例血小板数量低袁术前

出院包括手术治疗的全过程遥但是对于身体条件差尧

输注血小板曰员 例野冠心病冶史袁会诊后行核素心肌显

白内障合并其他眼病尧表面麻醉或局部麻醉不能配

像并给予相应治疗曰圆 例尿毒症曰员 例肾功能不全曰员

合或双目失明者袁则优先考虑传统住院治疗遥

例为安装心脏起搏器状态曰员 例有呼吸系统病情暂

为此袁本文对眼科住院病房白内障摘除术总费

不适合手术袁病房先控制内科病情袁再手术治疗白内

用前 员园园 例患者高费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院淤年龄

障遥 愚其他遥 员 例二期人工晶体植入术袁猿 例玻璃体

因素遥 远愿豫的高费用患者为 远园 岁及以上老年人袁多
合并多种慢性内科疾病袁增加了治疗的复杂性曰员圆豫

的患者年龄在 远 岁以内袁手术方式往往为先天性白

出血遥

三尧分析与讨论

内障联合前部玻璃体切除袁全身麻醉费用相对较高遥

日间病房需要医院进一步优化重组医疗服务流

于复杂联合手术遥 圆园豫的患者行联合手术袁如白内障

程袁形成高效率的管理和运作系统袁使无需住院实施

超声乳化摘除术垣人工晶体植入术垣玻璃体切除术尧

的手术基本在门诊实施袁从而加快住院病床周转袁缩

青光眼白内障联合手术等遥盂双眼白内障遥远猿豫的高

短住院天数袁 把尽可能多的住院床位留给疑难重症

费为双眼白内障袁住院期间需要安装 圆 个晶体袁晶体

患者袁 实现病床资源的最大利用效率袁 方便患者就

费用翻倍遥榆眼内炎 员 例遥需要局部及全身抗感染治

医袁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咱缘暂遥 日间病房患者入院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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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已完成各项术前检查尧术前谈话和签字袁并预约
好手术时间袁于手术当日办理住院手续袁完成手术并

第 远 期 总第 苑苑 期
20员远 年 员圆 月

管理制度的完善袁保证患者安全咱员圆暂遥

综上所述袁选择合适指征的白内障摘除术患者在

于 圆源 小时内办理出院手续 遥 江苏省大力推进单病

眼科日间病房手术袁有助于提高床位周转率袁缩短住

咱远暂

种付费袁这是总额预付医保支付方式的有力补充 袁

院天数袁降低患者平均费用尧缓解患者住院难遥 同时袁

江苏各地也逐步开展多种单病种支付袁为单病种付

有助于加强规范诊疗袁强化单病种管理体系遥 这和国

费方式展开了有益探索 遥 对患者来说袁日间病房不

家推行日间病房尧合理控制费用的理念是一致的遥 日

仅大幅缩短住院时间袁而且有效降低了患者住院费

间手术要加强临床路径管理袁 进行多种模式探索袁促

用和日常花费袁节省了治疗费用袁也有利于其他类似

进日间病房模式在单病种管理中的逐步完善和推进遥

咱苑暂

咱愿暂

患者尽快来治疗曰对医院来说袁实施日间病房充分利
用了有限优质的医疗资源袁加快了病床的运转袁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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