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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门诊充值卡确费流程在门诊流程优化中的研究内容和方向在近年来不断得以加强和确立。近十年来国内外对于门

诊充值卡确费流程研究的进展做了相应的总结和归纳，指出了目前国内外对于门诊充值卡及其在门诊服务流程研究中的主
要进展，以期获得门诊流程业务改造后的最佳系统模型、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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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外对于门诊充值卡流程设计的深入研究，其作用和意义得到了凸显，不但切实缓解了患者全程所用和无效等候
时问，而且有效地平衡了门诊医疗服务费用与门诊收入之间的关系，切实提高了门诊医疗服务质量。

建立模型研究门诊充值卡在就诊流程过程中的价值链

１

基于整体医疗观的门诊服务流程价值链分析，就是本着“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进行服务流程的再设计，以保证患
者在就诊过程中，沿价值链顺畅地流动，尽可能避免无效甚至损害系统价值的环节及现象，取得成本和时间上的优势。从而
提高门诊工作质量，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国内外都有相应的文献报道，建立门诊就诊服务流程中的价值链模型，其中就门诊充值卡在其中所担负的作用和地位作了
一定的分析，并通过建立了“患者的门诊等候容忍程度与医院诊室容纳程度”函数曲线，以及建立了“门诊充值卡与门诊总费
用、服务满意程度”的函数曲线，来分析充值卡在整个就诊流程价值链中所担负的作用。

①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信息科副研究员，２１０００４，南京市白下区莫愁路天妃巷１２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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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发现，过去我们在建立医

疗服务，通过提高医疗规范与质量控

整合，未来是值得期待的。”

院信息化系统的时候，往往会把整个

制为病人提供了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业务流程价值链中的每个环节，作为

通过实时查询门诊费用清单使病人对

３

单独的子系统来进行分析研究。而实

医院的医疗收费放心。

流程之阆的关系

门诊充值卡与门诊服务

际情况是，这一个价值链上的每个环

如前所述，国外针对门诊充值卡

对于门诊充值卡与门诊服务流程

节的运行和服务质量的变化都有可能

与医院信息化系统中相应子系统关系

之间的关系，目前研究的关键在于传

对其他环节或整个系统产生巨大的影

之间的研究，更多的是在关注于其与

统的门急诊就医模式中，普遍存在着

响。所以，研究中指出，门诊充值卡的

患者的电子病历（ＥＰＲ，ＥＩｅｃｆｒｉｃａＩ

百姓看病难、程序多、时间慢的问题，

建立，可能会是价值链上的每个环节

ｐａｔｊｅｎｌ

ｒｅｃｏｒｄ）及医疗保险系统之问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门诊过程中的“三

的功效达到很好的串联功能，同时，能

的研究。由于国外建立了许多相关于

长一短”。造成上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

将各个环节发出的指令效应正反馈给

医院信息化建设的标准，以及许多大

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由

整个系统流程，从而达到门诊系统流

学附属医院建立了区域医疗信息化，

于传统的就医流程是以划价收费为中

程的最优化设计理念。

故门诊充值卡所承担的职能不仅仅限

心建造的，总是让病人服从于医疗机

于计费缴费功能，而且要承载将患者

构的部门与岗位设置ｓ，而不是首先为

２

门诊充值卡与医院信息化

系统中相应予系《ＨｉＳ、ＥＰＲ）
门诊充值卡需要与医院信息化系
统中其他相关的子系统需要整合。尤

的病历信息能在区域里的医疗机构相

病人着想。加之，由于医院是个人流量

互共享，以及能让医疗保险机构同时

非常大、看病高峰期往往又十分集中，

能享受到门诊充值卡的功效和价值。

很长时间以来各种类型的医院几乎无

有研究报道指出，截止到１

一例外地缺少设计精良的、品质优秀

９ ９ ７

的、功能完备的信息化工具的支持。

其针对门诊充值卡与ＨＩＳ系统的紧密

年，从欧洲２０个国家中２８８１家医院

连接，国内相关信息化建设者提供了

所获得５６８。０００，０００患者数中研究发

目前从相关研究文献中可以知道，

一定的研究数据，而国外的研究报道

现，已经开始使用门诊充值卡流程的

门诊充值卡流程的建立可以使门诊服

则更注重与患者的电子病历，健康档

人数为３７８人，百万人口，其中所使用

务流程在下列方面得到有效的改善。

案之间的连接。分析可以清楚的了解

率较高的国家为丹麦，荷兰和瑞典等，

３．１门诊流程重组将过去烦琐的门

到，目前国内ＨＩ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Ｉ ｉｎｆｏ卜

在这些人群的使用当中，大部分为大

诊服务流程简化，通过门诊充值卡的

ｍａｔＩｏｎ ｓｖｓｔｅｍ）系统主要还是以收费

学附属医院的区域医疗机构使用，充

流程简化掉不必要的环节，将“传统门

系统为主，而没有关系到医院整个信

值卡可以承担下列功能，第一是患者

诊模式下的１ １个环节简化到初诊病

息化建设的大局，恰恰门诊充值卡中

在这些机构中的任何一个地方缴其检

人７个环节，复诊病人６个环节”。

牵涉到费用的生成和流向，故与ＨｌＳ系

查费用后。可以选择在任何一家医疗

３，２有效平衡了医院门诊医疗服务费

统的连接研究势在必行。国内相关研

就诊场所进行就诊；第二是患者门诊

用与门诊收入的比例

究指出，建立了医院门诊充值流程后，

充值卡可以在这些区域医疗机构里充

程的建立主要是寻求一种患者需求与

病人在整个就医过程中处于主动地

当着媒介的作用，让患者的就诊信息

医疗服务能力的平衡，即患者的需求

位，医院为病人提供“一条龙”的医疗

共享，病历资料可以有选择性的让医

从时间上与其所获得的医疗服务相匹

服务。与传统就医流程相比，“充值卡”

护工作人员查阅。研究结果表明，“门

配。患者的门诊等候是等待是要付出

就医流程最大程度地服从于病人的诊

诊充值卡流程的建立，有利于ＮＨＩＳ

成本的，长时间的等待，必将使患者产

疗活动，将一些耗时、琐碎的程序压

（ＮａｔｉｏｎａＩ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ｌ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生不满情绪，进而降低对医院的满意度

缩，为病人提供方便快捷的优质服务。

Ｓｙｓｔｅｍ）的逐步建立，但是由于受到

和忠诚度，最终影响到医院经济效益和

同时，充值卡和ＨｌＳ系统的相互

医疗行政上的限制和在目前意义上仍

社会效益的取得，因此，就构成了等待

配合，极大地减少信息的重复录入量，

无法让许多公立医院享受到其优越性

所付出的成本。所以，门诊充值卡的流

提高了医院的工作效率。通过解放医

和方便性。故门诊充值卡系统的建立

程建立可以有效的平衡门诊医疗服务

务人员的劳动力为病人提供更多地医

仍需要与国家医疗健康记录做紧密的

费用和门诊收入之间比例的关系。

门诊充值卡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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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提高了患者在门诊服务的满意

层面上，未能真正与医院的实际应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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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同时也提高了医护人员的工作效

结合，国外真正享受到此项流程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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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由于降低了排队等候挂号收费的

仍占少数，而且绝大部分为大学附属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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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减少了等候就诊的时间，患者的

院之间的区域医疗机构之间的人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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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接受医院的服务理念会逐渐加

真正意义上为公众提供服务的公立医

［５］Ｂｅｒｎｄ

强，从而可让医院获得重复的经济效

院还未进行诸如此类的文献报道。

ｉ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ｂｉｌｉ母ｂｅｔ、Ⅳｅｅｎ ｃｈｉｐ

益收入，而且更可获得巨大的社会效

５．２目前文献报道中所已经实施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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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对于医护工作人员来说，患者所有

院，存在最大的弊端是不能解决如消

Ｉｎｔｅ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ｍａｌ

的基本信息都可以自动生成，无须再

费与扣费的实时同步、病人的消费认

２０叭，６４（２—３）．一４０１—４１５

输入，尤其对于收费工作人员，减少了

可知情权不能得到保证、病人的帐户

【６］苏义，易学明，刘玉秀等．专科化门诊服

多次缴费，验炒及找零的过程，节省了

挂失无法处理及个人帐户的帐务处理

务流程再造及应用案例［Ｊ］中华医院管理

病人的大量非医疗时间。

均有不平现象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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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彭迎春，常文虎，董斯彬等．排队论在测

门诊充值卡流程的重要

４

６结论和研究方向

地位和意义

量门诊挂号和收费窗口服务流程效率中的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可以看出，对

应用［Ｊ】．中华医院管理杂志，２００５（１２）

４．１充值卡流程设计是建立在门诊信

于门诊充值卡在门诊流程优化设计中

［８］彭佑群，张军风，赵禾．运用六西格玛管

息系统覆盖了病人在院就诊期间的各

仍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工作，尤其针

理方法缩短门诊患者候诊时间［Ｊ］．现代医

个环节，各部分之间信息高度共享的

对专科医院的医疗信息化建设工作，

药卫生，２００６（１）

基础上的。在这样的门诊信息系统中，

如何使其的功效达到最大释放，如何

［９］李增笑，张慧英．基于整体医疗观的门

建立以门诊档案信息数据库系统为核

通过门诊充值卡的建立使医疗信息化

诊服务流程价值链的分析【Ｊ】．中国医院，

心，局部系统能与整个系统相集成的，

工作与医院的质量管理更加紧密地结

２００６（４、

并在庞大复杂的系统内部，建立贯穿

合，为患者提供更优质更人性化的医

［１０】张志彬，张岩．我院门诊“一卡通”使

各局部系统的信息主线，使每个局部

疗服务等问题。总之，门诊充值卡流程

用初探【Ｊ］．医学信息，２００６（１２）

系统都必须按照信息主线的要求与整

的建设方面的研究工作，仍需要不断

体建立接口。

进行探讨和分析，以期使得不断完善，

４．２充值卡流程设计是以病人为中

最终获得医院门诊流程业务最佳系统

心，以超越病人期望作为优化与再造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９日】

模型、思路和方法。鳓

的导向，对门诊医疗服务的各个环节

ｏＥＳ：中国清费电乎品辟

做出科学的安排，重建面向病人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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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１ａｎｎ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９９９，３３

先进的信息技术对现行门诊流程进行

（３）２３ｌ一２４５

再造，高起点地优化和整合门诊服务

［２］Ｊ．Ｈ．Ｖａｎ Ｂｅｍｍｅｌ，Ｍ．Ａ．Ｍｕ

流程，尽可能通过信息流动实现病人

＜＜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１９９９

少跑路、少排队、少等待。

［３】Ｆｒａｎｃｉｓ Ｈ．Ｒｏｇｅｒ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ａｒｅ

５不足之处及问题分析

ａ

５。１目前国内外对于门诊充值卡的研

ｏｆ

究文献报道，大部分仍是停留在理论

［４］Ｈｕｇｏ

万方数据

ａｎ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ｃｌｉｎｉｃ，

近日“２００７—２００８中国消费电子
产业领先品牌ＴＯＰｌ０”在美国国际
消费电子展（ＣＥＳ）亮相，中国消费

ｈｅａｌｔｌｌ

３８

ｉｎ

ＴｏＰ伯出妒

电子产业领先品牌评选被誉为中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Ｆｒａｎｃｅ，

ｓｅ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ｉｎ Ｂｅｌｇｉｕｍ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ｔｅ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ｍ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ｍａｔｉｃｓ．２００４，７３（３）．一２３５—２３
Ｅｃｔｏｒ；Ａｎｔｈｏｎｙ

国消费电子产业“奥斯卡”，由美国
ＲＢＩ锐德商业资讯集团、ＩＤＧ国际

Ｆ．Ｒｉｃｋａｒｄｓ，Ｔｈｅ

数据集团、中国电子商会主办。本
次活动以“品牌源于创新”为主题，
２００７年８月拉开帷幕，内地及香港、
台湾众多知名消费电子厂商参与。
来源：赛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