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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医疗服务质量提出了更新、更

高的要求。如何完善我国医疗服务质量管理已经成为医院管理者研究的重要问题。文章通过概
述国际医疗服务质量管理相关理念和做法，并剖析我国医疗服务质量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
我国医疗服务质量管理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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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是医院最主要的职能，是医院的生

节质量的控制，
并强调系统改善、
重视基础质量建

命，是医院一切工作的核心。随着社会的迅速发

设的管理理念。这种管理理念改变了传统质量管

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对医疗服务质

理模式事后管理的缺陷，
它是一种创新模式、
一个

量提出了更新、
更高的要求。如何完善我国医疗服

持续性的研究方法，
是现代医疗质量管理发展的重要

务质量管理已经成为医院管理者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医疗服务质量管理的发展

方向。③建立质量保证体系（quality assurance sys⁃

tem）。质量保证体系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政府有关部
门和医院管理者的重视。 国际上对这一系统叫法不

（一）医疗服务质量内涵
随着以人为本服务理念的形成，
建立以患者为
中心的医疗服务体系受到重视，
医疗服务质量的内涵

同但功能相似，
或称为医学审核（medical audit）、
质量
评估或评价（quality assessment，quality appraisal）。

二、
国际医疗服务质量管理经验

在不断丰富和发展。因而，
关于医疗服务质量的内涵
除了传统的及时性、
有效性、
安全性、
经济性等基本要

（一）医疗服务质量评价的专业化和标准化

［1］

求外，
感知质量和魅力质量观念 开始深入人心，
如

国际上医疗服务质量逐步向着标准化发展，
质

人文关怀、
以患者为中心等，
逐步成为医疗服务质量

量评价主体也越来越专业化，
有效保证了质量评价

管理的重要内容。因此，
医疗服务质量管理以质量为

的权威性。各国通过成立一个本土的专职机构来

核心，
并注重患者感受已然成为一种价值取向，
医疗

协调领导、
监督、
评价和实施质量改进工作。如，
加

服务质量管理呈现出多样化、
人性化的特点。
（二）医疗服务质量管理内容
医疗服务质量管理可以概括为以提高患者对
医疗技术、
医疗效果、
医疗服务和医疗价格的满意
程度为目的而进行的组织和控制活动 。纵观国外
［2］

医疗服务质量管理史，
有几点经验值得借鉴 ：
①成
［3］

立质量管理组织实施质量评价。②持续改进医院
质量。医疗服务质量持续改进（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CQI）是从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更加注重环

拿大成立的医疗服务认证委员会（Canadian Coun⁃

［4］
sel on Health Service Accreditation，
CCHSA）
，
澳大

利亚成立的医疗服务标准委员会（Australia Council

［5］
on Healthcare Standards，
ACHS）
，
日本成立的日本

医 疗 保 健 质 量 委 员 会（Japan Council for Quality

［6］
Health Care，
JCQHC）
等。此外，
美国、
英国、
德国

等，
特别重视通过扩展或严格执行现有机构职责来
持续性评价、
监督卫生系统质量。例如，
美国医疗
保 险 和 医 疗 补 助 服 务 中 心（Centers for Medi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s，
CMS）已经开始通过其网站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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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卫 生 保 健 质 量 ，如“ 养 老 院 比 较 ”
（nursing home

compare），
其公开评价养老院在某些质量措施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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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疗服务质量管理理念较为陈旧
由于医疗服务行业的高风险性，
诊疗过程中难

的表现 ；
英国的
“国家临床评价研究所”
（National

免出现无法预料或不能防范的不良后果。因而要

负责制定循证的临床指南和路径，
对临床干预措施

内部分医院医疗服务质量管理理念落后，
长期以来重

［7］

［8］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
NICE）
，

进行评价；
德国卫生服务质量与效率研究所（Insti⁃

tute for Quality and Efficiency in Health Care，
IQWiG） ，
负责审查部分疾病的诊断与治疗证据，
［9］

防范风险，
先进的管理理念是关键因素。然而，
国
视按医院考核制度和标准来评价的经验管理，
医院管
理者在医疗行为中不注重环节质量的控制，
而仅是在
患者挂号就诊方面提升服务质量，
这就导致很多患者

提供有关药品、
非药物干预措施、
诊断和筛查检测

在其他服务方面不满，
这些潜在问题也会影响医院发

的循证报告。

展［14］。此外，
由于对医疗服务质量缺乏正确认识，
当

（二）医疗服务质量持续改进激励措施的实施
为促使医疗服务提供者持续改进服务质量，
美
国实施了按绩效支付的措施

。以美国保险机构

［10］

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按绩效支付为例，
在美国的医

医疗服务质量与经济效益发生冲突时，
往往忽略前
者，
大处方、
过度医疗的现象依然存在，
尚缺乏有效的
管理办法和先进的管理理念［15-16］。
（三）缺乏有效的质量改进激励措施

疗保险体系下，
无论病员或医疗机构，
均在保险公

相比美国医疗保险机构对质量改进的激励，
我

司的协调下进行医疗行为［11］。美国医疗保险绩效

国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在医疗服务质量管理上

支付的主要特点是：
通过经济激励改善医疗服务质

尚缺乏有效的质量改进措施。医保基金管理中心

量，
同时注重减少医疗差错和改善其他方面的医疗

侧重于资金管理，
主要检查医院是否违反规定，
是

服务质量。美国的医疗制度更强调以患者为中心，

否超出范围骗取医保基金，
对弄虚作假行为采取惩

更注重护理的成果、
价值和效率，
通过对改进的结

罚。在检查质量是否符合标准，
以及通过有效经济

果、
高价值和协调一致的服务进行奖励。基于患者

激励促使服务提供方将投入要素转变为具有成本

为中心
“价值”
的支付可以促进医疗服务提供者提

效益的医疗服务等方面尚欠缺。长期以来，
一些骗

供高质量可持续的医疗服务。

取医保基金的现象并未被扼制，如医院和患者合

（三）医院内部质量保证系统的建立
美国医院质量的权威评审机构国际联合委员

会（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JCI）要求评审的
医院必须制定实施质量保证方案

。由医院领导

［12］

谋，
套取了大量医疗保险基金［17］。
（四）医院内部质量保证体系不完善
从 2005 年起，
国家原卫生部开展了为期 3 年的

“医院管理年”
活动，
旨在加强医院内部管理，
提高

和专职人员组成并建立医院内部质量保证委员会，

医疗质量。就如何开展医院管理年活动，
我国医疗

强调发挥领导的管理职能，
充分发挥领导层的管理

单位开始建立医院内部质量保证体系，
人们期望该

和指导作用，
以审查医疗服务的结构、
过程、
结果质

体系能在质量改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但质量保证

量 。 其 主 要 开 展 三 个 方 面 的 工 作 ：第 一 ，质 量 保

并未得到彻底实行［18］。目前，
医院质量现状不容乐

证。医院有计划地开展专题性审查或经常性审查

观，
如我国医院的服务质量整体不高，
民众满意度

以控制质量。第二，
安全保障。对医院内可能发生

较低［19］，
即便是三级医疗机构，
其质量服务也存在

的一切物理、
化学等危险因素都有防范和紧急应对

明显差异［20］。

措施。有专人负责检查和维护，以使危害降到最
低。第三，
资源利用管理。为控制过快增长的医疗
费用，
对一些不必要的医疗服务进行控制。如对平
均住院日、
检查费用、
手术指征等进行控制，
以防止
过度医疗。

三、我国医疗服务质量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医院质量管理的专业化程度有待提高
在我国，
医院的考核主体缺位、
越位、
职能交叉

四、
改进我国医疗服务质量管理的思考
（一）成立一个国家级专门评鉴机构
由于医患双方信息的不对称，
医院拥有信息优
势，
处于完全主导的市场地位，
公民对医疗服务质
量相关信息无从得知，
作为公民健康利益的代表，
卫生行政部门理应承担起相应责任。然而我国尚
缺乏一个可以寻求有关医院医疗服务质量的科学
信息，
并在改善医疗服务质量方面的最权威来源和

等现象常有发生［13］。卫生行政机构到医院检查时，

牵头机构。我国可借鉴国际经验建立一个专职机

依然以医院汇报为主，
缺乏系统性评价研究，
导致

构，
如成立
“国家医疗服务质量委员会”
，
负责协调

所获的数据质量不高，
信息失真，
这样很难发现医

各方有关质量保证及改进的工作，
动员各利益相关

疗服务质量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也很难促进医疗机

方积极参与，促进医疗服务质量改进战略的实施

构持续改善医疗服务质量。

等。该机构成员可由国家卫生计生委、
财政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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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公立及民营医疗机构等各利
益相关方派出的代表组成。
（二）树立持续质量改进的管理理念
随着患者自我意识的提高，
患者对医疗服务的
需求会不断提高，
医院作为医疗服务的主体，
需要
牢固树立持续质量改进的管理理念，
对医疗服务、
质量以及繁杂的程序进行持续改进，
直到患者满意
为止。我国医院和医生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①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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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立医院内部质量保证系统
建立医院内部质量保证系统，
使医疗服务质量
管理规范化、
科学化，
是减少医疗隐患的关键。我
国可成立一个由医院领导和专职人员组成的医院
内部质量保证委员会，
并做到以下几点：
①以质量

为核 心 。 医 院 所 有 部 门 和 人 员 都 要 以 质 量 为 核
心 ，利 用 专 业 技 术 和 管 理 要 素 建 立 一 套 科 学 、严
密、
高效的质量保证系统，
控制服务过程中影响质

认识质量。从质量的不同层次和不同表现形式来

量的因素。②预防为主。针对医疗服务过程中的

看，
质量可分为技术质量、
感知质量和魅力质量。

风险环节，
规范诊疗和护理行为，
有效预防医疗风

医疗服务质量评价不仅要关注技术质量，
还要关注
感知质量和魅力质量，
涉及人文关怀、
患者体验等

险 ，保 障 医 疗 安 全 。 ③ 加 强 质 量 的 测 量 及 评 价 。
医院要定期或经常性地开展质量的测量及评价，

方面。技术质量更多地强调符合标准和技术规范，

及时发现质量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有效解决质

感知质量是指用户层面所能感知到的质量状况，
而

量问题。④注重环节质量的控制，在医院内部的

魅力质量则是供方为用户提供的服务，
为考虑更多

各个环节中都要对医疗服务水平准确把握并控制

的用户体验，
超越了用户的期望。三者之间不是固

医药费用的过快增长，这是医疗服务质量管理的

定的，
而是变动的，
如魅力质量给用户带来更好的

重点之一。

体验，
可能就逐步成为了用户感知质量的一部分，

医疗服务质量管理是医院管理的重要组成部

比如人文关怀，
原本不是患者的期望，
但随着医疗

分，是医疗服务工作的核心。我国医疗服务质量

服务质量内涵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患者的关注点

管理应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理念和做法，探索建

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治疗和康复方面，还包括服务

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服务质量评价和管理体

交流、
关怀和尊严等，
此外，
感知质量的一部分也

系 ，为 患 者 创 造 良 好 的 就 医 环 境 ，提 供 安 全 、有

许会成为技术规范，如为候诊者提供冷热水和视

效、
方便、
价廉的医疗服务，
更好地发挥医院的医

频叫号服务等几乎已变成了候诊室的标配。② 使

疗服务功能。

“以患者为中心”
观念深入人心。加强患者参与，
落实医患共同决策，这是以人为本的医疗服务模
式之根本，
这一观念指导医生不仅要依据科学，
还
要在考虑患者喜好的基础上正确诊断和提出诊疗
方案。③ 坚持质量改进原则。明确质量改进的目
的，
并根据目的修订标准，
及时发现问题、
寻找原因
并制定改进措施。
（三）建立基于绩效的质量改进激励机制
按绩效支付能够在短期内激发医疗机构改变
医疗行为，
从而改善医疗服务质量。我国可借鉴美
国按绩效支付的经验，
建立基于绩效的质量改进激
励机制。按绩效支付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①支付方

式的设计。医院需采用适宜的支付方式，
如采用按
病种支付或按总额预付等，
以改善资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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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lightenment of international medical service quality
management t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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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people have put forward newer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quality of medical services.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management of medical services in Chin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hospital
administrator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international medical service quality management related concepts

and practices,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medical service quality management in China, to put forward some
thoughts on improving medical service quality manage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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