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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诊管理中流程分散策略联合二次分诊模式

对急诊病人分诊服务质量的影响

刘摇 赛,陈摇 旭,颜摇 静,牛摇 雪,牛荣环,陈亚坤,许摇 宁,王晓翠

[摘要]目的:分析在急诊病人候诊管理中应用流程分散策略联合二次分诊模式对分诊服务质量的影响。 方法:从 2018 年 5
月至 2019 年 6 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急诊科就诊的病人中随机抽取 860 例纳入研究,并随机分为 2 组,各 430
例。 对照组给予常规分诊模式,观察组给予流程分散策略联合二次分诊模式。 观察 2 组病人候诊时间及分诊准确情况;通过

HAMA 评分调查病人候诊焦虑情况;采用自建满意问卷表统计病人满意度;记录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结果:观察组候诊时间

短于对照组,分诊准确率高于对照组,HAMA 评分及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病人总满意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 < 0. 01)。 结论:流程分散策略联合二次分诊模式应用于急诊病人候诊管理中,能够明显改善病人焦虑情绪,缩短候诊

时间,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提升分诊服务质量,应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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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he process decentralization strategy combined with secondary triage mode
on the service quality of emergency patient triage in waiting management

LIU Sai,CHEN Xu,YAN Jing,NIU Xue,NIU Rong鄄huan,CHEN Ya鄄kun,XU Ning,WANG Xiao鄄cui
(Department of Emergency,Beijing Luhe Hospital,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Beijing 101149,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process decentralization strategy combined with secondary triage mode on the service
quality of emergency patient triage in waiting management. Methods:From May 2018 to June 2019,86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of Beijing Luhe Hospital Affiliated,and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4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routine triage mode,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the process decentralization
strategy combined with secondary triage mode. The waiting time and accuracy of triage in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The patients忆
waiting anxiety was evaluated using the HAMA score. The self鄄designed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patient
satisfaction,and the adverse events were recorded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The waiting time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hort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the triage accuracy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the HAMA score and incidence rates of
adverse ev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and the total satisfaction rate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Conclusions:The process decentralization strategy combined with secondary triage mode in the
application of emergency patient triage in waiting managemen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atients忆 anxiety,shorten the waiting time,
reduce the incidence rate of adverse event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riage services,and it has higher application value.
[Key words] triage service;process decentralization strategy;secondary triage mode;waiting;adverse event

摇 摇 在医院医疗体系中,急诊分流流程是不可或缺

的重要环节,其中预检分诊是常规分诊手段[1]。 主

要指由具有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的护士根据病人生

命体征、主诉等信息作出初步评估,通过疾病类型和

病情严重程度划分至相应科室,并协助病人完成挂

号就诊[2]。 其目的为迅速分辨出危重症病人,使病

人尽快接受正确的救治,减少不必要的时间浪

费[3]。 普通急诊病人通常情况下不需要进行区分,
经初步分诊后在相应科室就诊即可[4]。 但在实际

工作中,由于急诊病人情绪波动、时间紧急、家属因

素等原因,易导致延误救治时间、候诊中病情变化、
漏诊等情况的出现,最终造成一系列不良事件[5]。
不仅影响病人及时治疗,同时降低医院服务质量,引
发医患矛盾,损害医院形象,因此有必要在急诊病人

候诊中实施科学合理的管理措施提升分诊质量[6]。
现阶段临床在急诊病人候诊中通过实施二次分诊或

巡诊等方式,对病人进行二次评估,极大程度减少了

隐藏的危险因素,为病人生命安全提供了保障[7]。
而流程分散策略属于流程再造之一,其通过分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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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权力集中的职能部门,使病人接受到更直接的服

务,进而提升服务质量[8]。 本文将对在急诊病人候

诊管理中应用流程分散策略联合二次分诊模式对分

诊服务质量、HAMA 评分、候诊时间及候诊不良事

件发生情况的影响作一报道。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从 2018 年 5 月至 2019 年 6 月在

我院急诊科就诊的病人中随机抽取 860 例作为本次

研究对象,均符合年龄 > 18 岁、病史资料齐全、自愿

参与研究并签署协议书等标准,同时排除病情危重

不经分诊台者、不配合分诊者、分诊后未至指定科室

就诊者、候诊中死亡等。 根据数字随机表法分为 2
组。 对照组 430 例,男 245 例,女 185 例;年龄 24 ~
77 岁,平均(58. 39 依 6. 28)岁;文化程度:小学及以

下 95 例,初中及高中 190 例,高中以上 145 例。 观

察组 430 例,男 250 例,女 180 例;年龄 22 ~ 79 岁,
平均(58. 72 依 6. 15)岁;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 90
例,初中及高中 195 例,高中以上 145 例。 本研究经

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 2 组性别、年龄、文化程

度等一般资料均具有可比性。
1. 2摇 方法摇 对照组给予常规分诊模式,分诊护士根

据自身工作经验结合病人病情评估病情严重程度,
作出分析后划分至相应科室进行候诊。 观察组给予

流程分散策略联合二次分诊模式,具体为:(1)在流

程再造的基础上分析现阶段分诊中存在的问题,总
结出现不良事件的原因,换位思考病人分诊中的需

求。 (2)设立二次分诊岗位,挑选具有丰富经验和

专业资质的护士组成二次分诊小组实施二次分诊工

作。 在护士长的带领下回顾候诊中出现的不良事

件,确定相应的学习主题,组织护士根据主题进行集

中培训。 (3)明确风险评估工具,组织护士讨论目

前常用的风险评估工具,包括改良早期预警评分

(MEWS )、 急 性 生 理 和 慢 性 健 康 状 况 评 分 域
(APACHE鄄域)、简单临床评分(SCS)等,结合自身

工作经验和医院实际情况分析各种评估工具对病情

严重程度的判断效果,最终确定 SCS 作为二次分诊

评估工具。 (4)修改预检分诊标准,分析现有预检

分诊流程的不足及其对于普通急诊病人分级不够详

细之处,合理调整各等级病人就诊处置时间。 预诊

分诊标准共分为 4 级,普通病人为 4 级,可在 2 h 内

进行处置;非紧急病人为 3 级,可在 1 h 内就诊治

疗;紧急病人为 2 级,需在半小时内就诊治疗;危重

病人为 1 级,需立即进行处置。 (5)明确各等级病

人二次分诊时间,护士在完成预检分诊后,根据病情

程度确定二次分诊时间,并明确告知病人二次分诊

时间。 4 级病人初检分诊后 20 min 和 40 min 各进

行一次二次分诊,3 级病人初检分诊后 15 min 进行

二次分诊。 (6)确定二次分诊程序,明确二次分诊

护士工作范围,在巡诊过程中遵循五步原则,分别为

观察、询问、检查、SCS 评估、再次分诊。 首先观察病

人表情、肢体语言变化情况,及时发现异常状态;其
次询问病人候诊中是否存在不适症状,有无临床症

状增加;然后检查病人生命体征、评估意识状态等指

标;随后通过 SCS 对病人病情再次进行评分;最后

根据评分结果及时调整病人病情分级和候诊状态。
1. 3摇 观察指标摇 (1)候诊时间及分诊准确率:记录

2 组病人候诊时间及分诊准确率。 分诊准确率 = 分

诊正确病例数 衣总病例数。 (2)焦虑、不良事件:通
过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估病人焦虑情绪,
共包括 14 个条目,分值 < 7 分为没有焦虑情绪,分
值 > 7 分为可能存在焦虑情绪,分值逸14 分为确定

存在焦虑情绪,分值逸21 分为有明显焦虑情绪,分
值逸29 分为有严重焦虑情绪。 观察 2 组病人候诊

中不良事件发生情况,主要指经分诊划分为普通急

诊的病人候诊中,未被巡诊护士及时发现异常情况

而导致病情恶化,或者急诊医生在就诊时发现普通

急诊病人为危重症病人,需立即进入抢救室。 常见

情况包括呕血、哮喘加重、心律失常、意识障碍等。
(3)满意度:采用我院自建满意度问卷表统计病人

分诊满意度,主要包括护士态度、候诊环境、候诊服

务、分诊质量 4 个方面,分为不满意、一般、满意、非
常满意 4 个等级;总分 100 取整数,0 至 70 分为不

满意,71 至 80 分为一般,81 至 90 分为满意,91 至

100 分为非常满意;总满意率 = (一般 + 满意 + 非常

满意) 衣总病例数。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或 t忆)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候诊时间及分诊准确情况比较摇 结果显示,观
察组候诊时间低于对照组,分诊准确率高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见表 1)。
2. 2摇 焦虑情绪、不良事件情况比较 摇 结果显示,
HAMA 评分及不良事件发生率,观察组均低于对照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见表 2)。
2. 3摇 满意度比较摇 观察组总满意率为 94. 19%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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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照组的 83. 7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1)(见表 3)。

表 1摇 2 组病人候诊时间及分诊准确情况比较

分组 n
候诊时间

(x 依 s) / min
分诊准确

[n;百分率(% )]

对照组 430 9. 15 依 2. 64 375(87. 21)

观察组 430 5. 61 依 1. 81 417(96. 98)

字2 — 22. 93* 28. 17

P — <0. 01 < 0. 01

摇 摇 *示 t忆值

表 2摇 2 组病人 HAMA 评分、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

分组 n
HAMA 评分

(x 依 s) / 分
不良事件发生

[n;百分率(% )]

对照组 430 13. 47 依 1. 28 47(10. 93)

观察组 430 7. 01 依 1. 16 12(2. 79)

字2 — 77. 55* 22. 29

P — <0. 01 < 0. 01

摇 摇 *示 t 值

表 3摇 2 组病人护理满意度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总满意 字2 P

对照组 430 145 120 95 70 360(83. 72)

观察组 430 235 105 65 25 405(94. 19) 527. 76 < 0. 01

合计 860 380 225 160摇 92 765(88. 95)

3摇 讨论

摇 摇 现阶段较多医院急诊科内存在人力资源紧张等

情况,分诊护士由于精力集中于初检分诊工作,缺乏

空余时间进行巡诊[9]。 因此无法有效对病人实施

病情动态监测和评估,导致高危病人在候诊期间出

现病情恶化,继而引发不良事件[10]。 所以在急诊分

诊中不仅需要基础的准确分诊,而且在病人候诊期

间应采取密切监测措施,对于病情恶化的病人立即

实施抢救[11]。 在本次研究中,实施流程分散策略后

对以往分诊护士职能进行了分散,并且建立二次分

诊岗位,明确其工作地点和职务,有效解决了分诊护

士无法进行巡诊工作的问题[12]。 同时经二次分诊

后能够及时发现存在异常情况的病人,合理调整就

诊顺序,使病人及时接受诊断和治疗,减少不良事件

的发生[13]。 朱爱群等[14] 研究结果显示,实施流

程分散策略联合二次分诊后,不良事件发生率从

11. 43%下降至 2. 29% 。 从本次研究结果看出,观
察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2. 79% ,对照组为 10. 93% ,
研究结果与之相似。

二次分诊模式实质就是在统一预检分诊标准基

础上,首先将危重病人分离后进行救治,然后根据不

同等级合理调整病情较轻病人的二次分诊时间[15]。
通过 SCS 评分对病人病情进行量化评估,为二次评

估体系提供标准化的依据,从而帮助护士尽早发现

病情恶化病人[16]。 并且在人力资源紧张的情况下,
通过二次分诊动态监测病人病情变化,及时补救预

检中的漏洞,将有限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危重病人中,
使危重病人尽早接受治疗,从而减少不良事件发生,
保证病人生命安全[17]。 从本次研究结果看出观察

组总满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同时 HAMA 评分低于

对照组,原因可能是二次分诊模式给予病人二次分

诊体验,病人和家属感受到来自护士的重视和关心,
可帮助病人消除担忧、焦虑情绪[18]。 在二次分诊

中,护士根据 SCS 评分对病人就诊顺序合理调整,
优先救治危重病人,而病情较轻的病人得知无需进

行紧急抢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病人焦虑情绪,从而

大幅提升满意度。 本次研究看出,观察组候诊时间

及分诊准确率均优于对照组,结果也证实了在急诊

病人候诊管理中应用流程分散策略联合二次分诊模

式,能够有效提高分诊服务质量,对比常规分诊模式

优势明显。
综上所述,流程分散策略联合二次分诊模式应

用于急诊病人候诊管理中,不仅可有效缓解焦虑情

绪,减少候诊时间,而且降低了不良事件发生率,分
诊服务质量明显提升,病人普遍认可满意,值得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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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丽萍等[15 - 16]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中,常规组共

9 例病人发生术后并发症,综合组仅有 1 例压力性

损伤,考虑与病人自身存在的高危压疮风险因素密

不可分,手术时间 5. 5 h、特殊体位(全身麻醉下俯

卧位)、内固定时施加的外作用力等,致使病人压力

性损伤的发生。 2 组病人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表明综合保温管理可降低病人风险指

数,提高手术安全性,加快病人康复,节省医疗卫生

资源,与加速康复外科理念相契合[17]。
综上,对脊柱后路手术病人围手术期采用综合

保温管理,可有效稳定病人术中核心体温,减少术中

出血量、输液量,缩短病人苏醒及出手术室时间,减
轻手术应激反应,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本研究

鉴于条件局限,观察指标不够全面,研究设计还存有

不足,有待下一步大样本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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