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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临床路径管理效果评价

贾艳洁 1 、 谢海岩 2 、 宋　欢 1 、 何雄伟 1

 【摘要】目的　评价临床路径管理对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疗效、费用、满意度的影响。方法　选

取 2014 年 3 月～2015 年 3 月石河子绿洲医院住院治疗的 204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资料进行分析，将患

者根据随机数字方法分为研究组（101 例）和对照组（103 例），对照组患者治疗时行常规方法管理，

研究组实施临床路径管理，比较两组患者护理效果、平均住院天数、住院总费用、日均费用、医患

满意度。结果　研究组住院总费用、日均费用、药费均显著少于对照组（P< 0.05）；研究组患者满意

度、医生满意度评分高于对照组评分（P< 0.05）；研究组患者管理后 BPRS 评分高于对照组（P< 0.05）；

研究组管理疗效率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临床路径管理有利于降低病人住院费用、提高医、

患满意度，更好为精神分裂症病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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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es evaluations of the effects of clinical-pathway-management applied o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
nia　JIA Yanjie，XIE Haiyan，SONG Huan，et al. Five subjects of Psychiatry Department，Shihezi oasis hospital，
Shihezi 832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clinical pathway management on the efficacy，cost and satisfaction 

of in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Methods 204 cases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were divided into the study group（101 

cases）and the control group（103 cases）according to the method of random numbers，the study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he clinical path management，while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was treated and managed with the routine management 

method. the effect of two management methods were compared，including the average length of stay，total cost of hospi-

talization，the average daily cost of the doctor-patient satisfaction and so on. Results The total cost of hospitalization and 

the average daily cost of medicine in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patient satisfaction，physician satisfaction scores in study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BPRS score in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P<0.05）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administration；Conclusion 
The clinical path management can reduce costs of hospitalization，improve the rate of satisfaction both in patient and 

psychiatry. The clinical path management can make th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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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作为发病率及致残率较高的一种精

神疾病，因其日益突出的疾病总负担而越来越受到

全社会的关注。传统医疗管理模式虽然能满足患者

治疗的需要，但是随着人们对医疗质量的日益提高，

导致该模式无法满足患者需要［1］。临床路径管理是

指针对某一疾病建立一套标准化治疗模式与治疗程

序，是一个有关临床治疗的综合模式，该模式更加

体现了“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能有效的提高患者

医疗质量，降低治疗成本，优化护理服务［2］。为了

探讨临床路径管理对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疗效、费

用、满意度的影响。选取 2014 年 3 月～2015 年 3 月

石河子绿洲医院住院治疗的 204 例标准精神分裂症

患者资料进行分析，报道如下。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14 年 3 月～2015 年 3 月石河子绿洲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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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诊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204 例，将患者采用随

机数字方法分为研究组（101 例）和对照组。对照组

103 例，男 56 例，女 47 例，年龄（21.5～57.2）岁，

平均（43.3±3.0）岁。研究组 101 例，男 36 例，女

65 例，年龄（24.0～57.4）岁。

1.2　纳入标准

①符合 ICD-10 精神与行为障碍中精神分裂症的

诊断标准；②年龄 16～45 岁，性别不限。

1.3　排除标准

受试者符合下列任意一条都将被排除：①有严

重脑器质性疾病史以及颅脑外伤病史；②严重精神发

育迟滞者；③有药物，酒精或其他精神活性物质滥用

者。研究组脱失 6 例：2 例因其他严重疾病转院，1
例因家中有事入院第四日出院，1 例因医保问题入院

1 周出院，1 例因白细胞缺乏退出，1 例因支气管炎

退出。对照组脱失 4 例：1 例因过敏性皮炎退出，1
例因白细胞缺乏退出，1 例住院 1 周家人强烈要求出

院，1 例住院后症状渐加重退出。患者及家属对治疗

方案、护理方法等知情同意。

1.4　方法

对照组采用非标准化管理和治疗：入院后向患

者、家属宣传精神分裂症疾病相关知识，告知患者

疾病发生的原因、危害及即将进行的治疗方案，提

高患者治疗依从性。同时，入院期间向宣传入院相

关注意事项，消除患者陌生感，并完成患者常规护

理，如：查体、测血压等。

实验组实施临床路径管理模式方法：①临床路

径制定：根据卫生部发布的临床路径标准住院流程和

表单，结合医院实际情况，成立临床路径管理委员

会和指导评价小组后制定医院临床路径开展的规划

和相关制度，组织试点科室人员进行培训，统一标

准、实施步骤。②临床路径实施：临床路径表单包括

临床路径告知书、临床路径实施表单、变异记录单、

患者满意度调查表、医生满意度调查表。告知患者

及家属临床路径实施流程，签署知情同意书后方可

进入路径。把临床路径管理作为一个整体划分到每

周具体从事的工作，包括主要诊疗工作、重点医嘱、

主要护理工作、心理治疗、康复治疗的评估，确定

可能出现的影响诊疗流程的各项因素；同时制定了变

异标准、分类及处理程序，产生变异的患者记录在

表单上并分析原因组织讨论，查找和发现医疗质量

管理的缺陷，减少漏洞发生。住院过程中遇到变异

或退出的病例，进行相应登记、分析原因后上报至

医务科，通过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修改，逐

步制定出一个相对完善、合理的临床路径流程。

1.5　观察指标

①医疗费用；②平均住院日数；③治疗效果；

④医师、患者满意度。医疗费用、住院时间由信

息化电子病历提供；治疗效果的评定上使用 BPRS、

PANSS 量表进行判定。痊愈：患者临床症状消失，

生活能自理；显好：患者症状得到改善，生活基本可

以自理；好转：患者临床症状得到缓解，生活无法自

理；无效：患者病情加重。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8.0 软件处理，计数资料行χ2 检验，

采用 n（％）表示，计量资料行 t 检验，采用（x±s）
表示，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住院总费用、平均日均费、药费、患

者满意度、医生满意度比较

研究组住院总费用、平均日均费用、药费少

于对照组（P < 0 .05）；研究组患者满意度量表评

分、医生满意度量表评分高于对照组（P < 0.05），

见表 1。

表1　两组住院总费用、平均日均费、药费、患者满意度、医生满意度比较

住院总费用（元） 平均日均费（元） 药费（元） 患者满意度 医生满意度

研究组（101例） 12345.68±3779.29 247.39±44.48 1036.88±853.18 26.60±2.76 52.327±5.235

对照组（103例） 14325.90±5750.84 304.43±57.97 1528.99±1183.34 24.84±1.87 46.786±4.968

t 2.912 7.893 3.412 5.317 7.678

P <0.01 <0.001 <0.001 <0.001 <0.001

2.3　两组 BPRS 与 PANSS 量表减分率比较

研 究 组 患 者 管 理 后 B P R S 评 分 高 于 对 照 组

（P<0.05）；研究组管理疗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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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是临床上常见的疾病，患者发病后

临床症状显著，如果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方法治疗，

将会严重影响患者的恢复和生活质量。同时，部分

患者治疗过程中由于缺乏理想的护理，导致患者预

后较差，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近年来，临床路径

在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中得到应用，且效果理想［3］。

与之前的发现类似，本研究中也发现研究组住院总

费用、平均日均费用、药费少于对照组（P<0.05）；

研究组患者满意度量表评分、医生满意度量表评分

高于对照组（P<0.05）。临床路径管理是近年来新兴

的医疗管理模式，该模式与传统模式相比优势较多，

不仅可以提高医院在医疗市场的竞争力，又能在减

少医疗资源浪费的同时提高医、患满意度。精神分

裂症患者的危害行为常引发社会的不稳定性，且作

为住院精神疾病患者的主体人群备受关注，精神分

裂症患者就医状况直接影响着他们今后的生活质量，

如果不接受合适的治疗会导致患者预后不佳，将进

一步加重家庭和国家的经济负担。通过对精神分裂

症患者提供科学有效的临床路径干预，即让患者以

最低廉的费用尽快获得康复又享受高质医疗服务十

分重要 ［4］ 。

本研究中发现研究组患者管理后 BPRS 评分高

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管理疗效率高于对照组

（P<0.05），这可能是由于在临床路径管理模式下，

患者药物加量的过程较前明显缩短，规范性进一步

提高，所以提高了临床治疗效果，促进患者早期恢

复。开展临床路径还有助于让患者充分了解住院中

的治疗计划，减少因不知情产生的负面消极情绪；有

利于加强医患沟通，提高患者住院满意度［5］，标准

化的诊疗过程简化了医生的书面作业，充分掌握医

疗品质，更好地规划出院事宜，从而也提高了医生

的满意度［6-7］。

但是，本次研究发现在实施临床护理路径时也

存在一些不足［8］：①因临床路径的实施是降低医疗

成本、控制医疗费用的过程，部分医务人员认为实

施临床路径会影响收入，仍需加强培训，建立奖惩

措施，加强科室间的协作，保证临床路径的顺利实

施［9］。②为减少入径后变异的发生，严格入径标准，

适当简化临床路径流程，将表单中的部分检查项目

的执行时限进行调整，对于需要预约的检查可适当

延长时限［10］。

综上所述，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慢性病，且病情

复杂，疗程长，一种路径模式很难适用于所有精神

分裂症患者，如果有条件可根据该病的不同类别、

特点制定不同的临床路径，以达到更好地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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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BPRS与PANSS量表减分率比较

BPRS（％）
PANSS（％）

治愈 显好 好转 未愈

研究组（101例） 0.50±0.16 11（10.9） 45（44.6） 42（41.6） 3（2.9）

对照组（103例） 0.44±0.11 2（1.9） 35（34.0） 53（51.5） 13（12.6）

t 3.081

χ2 11.662

P <0.01 <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