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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对接受 CT 增强扫描的患者袁实施操作流程的改造干预的检查效果遥 方法 以 2017 年 1要12 月
为操作流程改造前袁2019 年 1要12 月为操作流程改造后袁改造前后均选择 200 例受检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遥 对改造
前接受 CT 增强扫描的对象依照常规流程检查袁改造后采用常规流程经优化的方式检查袁对比改造前后检查效率

及患者的满意度情况遥 结果 改造后 CT 检查流程花费时间尧占用检查床时间和患者平均等候时间均显著短于改

造前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改造后健康教育率尧分时段预约率尧准备完好率均高于改造前袁重复扫描率低
于改造前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改造后的患者对检查操作流程的满意度为 97.50%袁显著高于改造前的
89.00%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结论 对 CT 增强扫描的操作流程进行改造有助于提高检查效率及患者满
意度袁值得推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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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improvement and impact assessment of operation on patients un鄄
dergoing enhanced CT sc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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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intervention examination by reforming the operation flow for patients

undergoing enhanced CT scanning. Methods January to December 2017 was taken as the pre-reform period of the op鄄
eration flow, and January to December 2019 was taken as the post-reform period of the operation flow. A total of 200
patients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The patients undergoing enhanced CT scan鄄

ning before the reform were examined according to the conventional procedure, while those after the reform were exam鄄
ined in an optimized way through the conventional procedure. The examination efficiency and patients忆 satisfaction be鄄

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ime spent in CT examination process, table time occupied and
average waiting time of patients after the reform were all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ose before the reform, with statisti鄄

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The health education rate, reservation rate by period and readiness rate after the

reform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efore, and the repeated scanning rate after reform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before reform,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P<0.05). The patients忆 satisfaction with the examination pro鄄

cedure after the reform was 97.50%,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89.00% before the reform, with statisti鄄

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Conclusi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operation flow of CT enhanced scanning is help鄄
ful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examination and patients忆 satisfaction, 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on.
[Key words] Enhanced CT scanning; Operation flow reform; Examination efficiency; Satisfaction

CT 增强扫描是 CT 扫描的关键技术之一袁借助血

流程繁琐袁若患者数量多需要患者等候较长时间袁容

有助于医学检验人员有效鉴别病变为血管性或非血

影像检查的重视袁为减少患者的等候时间及提高满意

管内对比剂扫描可以更清晰的观察器官与病灶影像袁

管性袁明确纵膈病变及与心脏大血管关联袁掌握病变

血供情况及鉴别良恶性病变等 [1]遥 现阶段随着 CT 影

易引起护患纠纷事件遥 近年来袁随着影像工作室对 CT
度袁检验科室对 CT 增强扫描操作流程进行改造袁取得
满意效果袁现报道如下遥

像技术的快速发展袁CT 增强扫描为广大的医师及患

者所认可袁为疾病的早期诊治提供有利参考袁而技术

1 资料与方法

推广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则是检查人数的增加袁使得影

1.1 一般资料

像检查工作室的任务量加大[2]遥 常规的 CT 增强扫描

本院从 2018 年 1 月开始对 CT 增强扫描进行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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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流程改造袁选择 2017 年 1要12 月为改造前袁选择该

约及信息化服务遥 依据医院门诊患者不同情况分时段

121 例袁女 79 例曰年龄 21耀63 岁袁平均渊45.2依1.3冤岁遥

候诊信息系统袁在检查前可安排一楼大厅大屏幕滚动

时期接受检查的 20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袁其中男
选择 2019 年 1要12 月为改造后袁 选择该时期接受检
查的 20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袁其中男 120 例袁女 80 例曰

年龄 20耀62 岁袁平均渊44.9依1.2冤岁遥改造前后所选研究
对象在一般资料方面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
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1.2 方法

1.2.1 操作流程改造前 针对接受 CT 增强扫描的对象袁

操作流程具体如下院负责扫描操作的人员按照规范的
方式洗手尧佩戴好口罩及准备好所需药液遥 携带好所
需要的物品进入影像检查室袁核对好操作器械并对患
者解释操作目的尧操作方法以及相关注意事项袁使患
者可以积极配合遥 根据检查部位及检查要求对接受检
查的人员安置合适体位袁对年龄小的患者可以进行一
定的固定遥选择适合的静脉并绑扎好止血带遥对皮肤应
用碘伏进行科学的消毒处理遥 再次进行核对袁为患者
连接留置针并进行排气袁之后予以穿刺袁在成功完成
穿刺后确定回血情况袁保证回血满意遥将绑扎的止血带
松开袁并告知患者用力紧握拳头袁有效固定针头遥 依据
检查部位设定并选择合理的注射速度袁控制好注射用
量遥 完成注射后将针头拔出袁用棉签进行按压以免出
血遥 协助患者整理衣物袁行动不便者及年龄小的患者
协助下床遥

1.2.2 操作流程改造后 渊1冤确定流程改造目标遥 合理
利用留置针能长时间保留的特点袁以传统的操作流程

为基础做合适改进袁改进流程更适合检查所需袁为患
者提供优质及便捷的服务遥 渊2冤新流程设计与实施遥

进行合理的预约袁在机房也可设置门口叫号屏幕显示
检查提示的服务遥 虞检查操作流程改进遥 具体改进流
程如下院按规范洗手袁戴好口罩袁准备好药液袁此外用

规格为 5 mL 的空针吸 3耀5 mL 0.9%氯化钠注射液曰

准备间中核对并解释操作目的尧操作方法曰选择适合

静脉并绑扎好止血带曰对皮肤进行 2 次的碘伏消毒处
理曰再次核对借助吸好的空针接引留置针进行排气袁空

针穿刺且确定回血是否满意曰将止血带松开并让患者
紧握拳头袁固定好针头及留置针做备用曰根据检查需
求摆放患者为合适体位曰将事先准备好的造影剂接引
留置针袁依据扫描部位选择合适的注射速度尧注射量袁
完成扫描将留置针关闭曰协助患者穿好衣物及辅助难
以下床者下床曰将空针拔出袁局部用棉签按压遥 愚工作

流程改进遥 为有效减轻 CT 检查者与家属堆积现象袁

可建立分时段预约模式袁对 1 台 CT 可按每小时平扫

18耀20 人次尧增强 8耀10 人次预约遥 此外也可建立分时
段健康教育袁对分时段检查者采用视频尧健康教育手
册尧专人演示等健康教育方式袁同时对检查者可提供
优质服务袁提供面对面指导及交流沟通遥 舆建立微信

公众号遥 科室可专门组建微信公众号袁公众号命名为
野伊伊伊影像科冶袁公众号内涵盖多项内容袁包括科室简介尧

发展史尧影像科检查项目尧检查须知尧预约通道等袁微
信公众号的二维码可摆放在科室登记窗口袁便于患者
熟悉相关检查操作遥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淤对流程改造前后的检查效率进行评价袁具体包

淤设立注射班遥 选择掌握心肺复苏急救措施的医师尧

括统计 CT 检查流程花费时间尧占用检查床时间尧患者

患者进行静脉穿刺留置针及检查的准备工作袁安排交

情况遥 具体包括健康教育率尧分时段预约率尧准备完好

技师尧护士组成注射班袁负责做好对接受增强扫描的
流沟通良好人员进行健康宣教袁对检查后造影剂突发
过敏反应进行观察等遥于功能分区遥设置前台服务尧预

平均等候时间遥 于观察流程改造前后检查质量各指标
率与重复扫描率遥 盂在完成检查后袁相关人员使用自

制的满意度问卷对患者进行调查袁问卷内容涵盖检

约划价分流区尧交费区尧候诊区尧检查报告发放区等袁

查操作尧等候情况等袁满意度问卷的总分为 100 分袁根

对候诊区进行功能分区袁具体可分成冠脉 CTA 检查

常满意袁70耀89 分为满意袁70 分以下为不满意遥 满意

针对 CT 检查速度快尧检查量大及检查秩序乱的特点袁

据得分的不同分成以下三个等级院得分 90耀100 分为非

准备区尧增强扫描检查等候区尧即将检查等候区尧增强

度=渊非常满意+满意冤例数/总例数伊100%遥 改造前后

查部位的情况及检查设备的特点袁对检查项目进行调

问卷信度为0.96遥

检查后观察区等遥 盂检查项目调整遥 依据患者所需检

均发放 200 份问卷袁所有问卷均回收袁回收率为 100%袁

整袁明确规定 128 排 CT 主要用于完成增强扫描袁64 排

1.4 统计学方法

CT尧16 排 CT 主要完成平扫袁急诊 16 排 CT 主要用于

急诊检查袁对同种的检查项目或检查部位的情况需集
中进行袁通过对检查项目的科学调整以提高设备使用

率与检查效率袁并缩短患者的等待时间遥 榆人性化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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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SPSS 21.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袁计量

资料以均数依标准差渊x依s冤表示袁采用 t 检验袁计数资
料以[n渊%冤]表示袁采用 字2 检验袁P约0.0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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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就需要设置合理的检查操作流程袁减少工作强度及保

2.1 改造前后的 CT 检查流程花费时间尧占用检查床
时间及患者平均等候时间比较

改造后 CT 检查流程花费时间尧占用检查床时间

和患者平均等候时间均显著短于改造前袁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1遥

CT 检查流程 占用检查床

200

改造前

200

改造后
t值

花费时间

时间

的时间袁使得患者需等候较长时间袁使其满意度下降袁

等候时间

12.25依1.76

17.56依2.63

难以提高检查床的周转率[11-13]遥 然而改造后的操作流

23.484

31.063

32.852

两阶段完成袁在等候时间可完成对血管的选择及穿刺袁

7.02依1.03

7.62依1.16

10.26依1.72

0.000

程有效利用留置针可长时间保留的特点袁操作流程分

0.000

大大缩短检查所需时间袁使患者在短时间内完成检查

率及重复扫描率比较
改造后健康教育率尧分时段预约率尧准备完好率
均高于改造前袁重复扫描率低于改造前袁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2遥

改造后患者对检查操作流程的满意度显著高于

改造前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3遥

改造后 200
字2 值

非常满意

不满意

17.825

6.671

11.479

11.479

0.010

缩短了 CT 空置时间袁而且可更好地为患者做好各项

检查前的准备工作袁检查前进行饮水尧憋尿尧吸气训练
后健康教育率尧分时段预约率尧准备完好率均高于改

时间尧调整检查项目尧设置功能分区等使得检查效率

178渊89.00冤

5渊2.50冤

作袁评估不充分且渗漏发生率高袁不但延长检查时间袁

195渊97.50冤

22渊11.00冤

43渊21.50冤

查床周转率提高遥 常规流程在扫描间隙进行穿刺操

造前袁重复扫描率低于改造前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66渊33.00冤

152渊76.00冤

影响正常穿衣穿鞋袁减少占用检查床的时间袁使得检

满意度

112渊56.00冤
0.000

P值

满意

程改造也将选择血管阶段在患者等候时间进行袁不会

等准备确保检查的顺利进行遥 本研究结果显示袁改造

表 3 改造前后患者对检查操作流程的满意度情况比较[n渊%冤]
n

操作袁提高检查效率袁确保检查工作的顺利进行遥 且流

而且降低 CT 使用率袁在改造后通过增加注射班大大

2.3 改造前后患者对检查操作流程的满意度情况比较

改造前 200

研究结果显示袁改造后 CT 检查流程花费时间尧占用检
作流程时间往往较长袁整个检查过程一般需要 10 min

患者平均

2.2 改造前后的健康教育率尧分时段预约率尧准备完好

时间

当前提倡基于常规流程的基础上实施流程改造[10]遥 本

10.25依1.65
0.000

P值

描的流程已基本完善袁然而却存在一定的缺陷袁对此

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分析原因主要是传统的操

均等候时间比较渊x依s袁min冤
n

虽然经过长时间的实践与经验积累袁CT 增强扫

查床时间和患者平均等候时间均显著短于改造前袁差

表 1 改造前后的 CT 检查流程花费时间尧占用检查床时间及患者平

时间

证良好检查秩序袁进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8-10]遥

0.001

渊P约0.05冤遥 分析原因主要是改造后通过合理安排预约
显著提升遥 CT 增强扫描种类繁多袁部分检查需充分做

0.001

好准备工作袁若预约时间未充分考虑不同检查所需特

3 讨论

殊准备袁使得增强图像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袁而流程改

临床诊断是医院工作中的重要原则袁在实际的诊
断中袁影像学诊断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内容

遥 在影像

[3-5]

学检查中袁各大综合性医院以 CT 检查常见袁且 CT 增

强检查也为诸多疾病的诊治提供有利参考 遥 然而随
[6]

造通过预约及功能分区设置等袁大大降低了上述扫描
效果不达标准的情况发生率袁通过对预约流程的优化
增加患者数量袁并让相关人员有更加充足的时间对检
查人员进行健康教育袁确保检查的顺利进行及降低重

着人们对自身健康的不断重视袁各大医院每年接受

复扫描率遥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袁改造后的患者对检查操

趋势导致 CT 检查患者数量多尧候诊厅容量有限尧检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袁提示操作流程改造对改

CT 增强扫描的病例数也呈逐年增长趋势袁这一增长

查秩序混乱以及等候时间长等问题普遍存在 遥 为了
[7]

保证检查的顺利进行袁作为影像检查的一些管理人员

作流程的满意度为 97.50%袁显著高于改造前的 89.00%袁
善护患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袁分析具体原因主要是传统

的 CT 增强扫描操作流程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袁在完

表 2 改造前后的健康教育率尧分时段预约率尧准备完好率及重复扫描率比较[%渊n/N冤]
时间
改造前
改造后
字2 值
P值

n

200
200

健康教育率

分时段预约率

准备完好率

重复扫描率

92.00渊184/200冤

81.00渊162/200冤

90.00渊180/200冤

12.50渊25/200冤

6.081

11.506

5.530

9.545

97.50渊195/200冤
0.014

92.50渊185/200冤
0.001

96.00渊192/200冤
0.019

4.00渊8/200冤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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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造影剂的注射后常常是即刻拔针袁而个别患者按压
时间未达标准袁忙于穿好衣物袁导致患者出现穿刺点
出血及皮下血肿情况袁患者与等候家属抱怨影像检查

流程的不合理袁使得患者的满意度降低 遥 然而经改造
[14]

的新操作流程使检查时间大大缩短袁且拔针在患者下

检查床后完成袁这样不会使患者感到匆忙袁有足够的

[4]

马雪.CT 增强扫描中离子型与非离子型碘造影剂副反

[5]

朱斌袁周国平.CT 增强延时扫描技术在肝脏肿瘤鉴别

[6]

整理时间袁此外也不存在拔针后因按压时间不长所致
穿刺血管出血或皮下小血肿情况袁使患者能更满意影

像检查操作流程[15]遥 此外在改进后的流程中也强化对

[7]

现代信息媒体的应用袁在现阶段科技不断进步的背景

下袁微信公众号方便对网络名人尧特殊群体及特殊事
物的了解袁通过建立专门的微信公众号袁便于受检人

关信息内容袁也可使患者及其家属及时了解关于影像
科检查的相关信息袁 便于做好各项检查准备工作袁以
显著提高检查效率与患者满意度遥

综上所述袁对接受 CT 增强扫描的患者袁以传统的

检查操作流程为基础进行合理改造袁可缩短影像检查

时间及患者等候时间袁提高检查效率袁改善护患关系
并有效提高患者的满意度袁为医院创造良好社会及经
济效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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