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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出院患者随访率较低的原因袁为制定相应的对策提供依据遥 方法 对我院 2018 年全年出院患者
的随访状况进行统计袁分析出院患者随访率低的问题遥 并选取 2018 年和 2019 年第四季度全院 22 个科室的出院

患者数和有效随访数袁进行同期对比遥 结果 2018 年随访出现问题患者有 23 906 例袁占全部随访人员的 74.66%曰
有效随访例数为 7804 例袁占全部随访人员 24.37%遥 2019 年随访出现问题患者有 18 914 例袁占全部随访人员

54.56%曰有效随访例数为 15 452 例袁占全部随访人员 44.57%遥 2018 年四季度出院患者随访率为 27.5%袁2019 年
四季度出院患者随访率为 76.6%遥 结论 出院患者随访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包括人工登记电话号码错误尧医务人员

工作繁忙尧病历提交至病案室后无法查询患者信息尧医务人员工作量大积极性不高尧没有创建信息化随访系统等遥
应使用互联网扩大随访影响袁创建随访信息平台袁并且医护结合袁实现医护一体化随访袁同时医院制定奖励机制袁
将随访工作纳入科室常规工作袁以提高出院患者的有效随访率遥
[关键词] 出院患者曰随访率曰互联网曰随访系统
[中图分类号] R47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渊2021冤04-0146-04

Investigation on the low follow-up rate of discharged patients and coun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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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asons for the low follow-up rate of discharged patients and provide basis for for鄄

mulating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Methods The data on follow-up of discharged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in 2018

was collected to statistically analyze the low follow-up rate of discharged patients. The number of discharged patients
and effective follow-ups of all 22 departments of the hospital in the four quarters of 2018 and 2019 were selected and
compared in the same period of two years. Results In 2018, the number of patients with problems in the follow-up were
23 906, accounting for 74.66% of all the patients followed up; and the number of effective follow-up patients was 7804,
accounting for 24.37% of all the patients followed up. In 2019, the number of patients with problems in the follow-up
were 18 914, accounting for 54.56% of all the patients followed up; the number of effective follow-up patients was
15 452, accounting for 44.57% of all the patients followed up. Follow-up rate of discharged patients in the fourth quar鄄
ter of 2018 was 27.5%, and that in 2019 was 76.6%. Conclusion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follow-up process of dis鄄

charged patients include wrong telephone number of manual registration, busy work of medical staff, inability to query

patient information after the medical record is submitted to the medical record room, low enthusiasm of medical staff for
heavy workload, and lack of establishment of an information follow-up system. The internet should be used to expand

the impact of follow-up and create follow-up information platform, and the nurse-physician collaboration mode should
be applied to realize the integrated follow-up. Meanwhile, the hospital should formulate incentive mechanism to include
follow-up work into routine work of departments, so a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 follow-up rate of discharged patients.
[Key words] Discharged patients; Follow-up rate; Internet; Follow-up system

随访也称之为随诊袁是医院根据医疗尧科研尧教学
的需要袁对诊治后患者的疾病疗效尧发展状况继续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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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观察袁将医疗服务延伸至院外遥 2012 年叶中国护理
事业发展规划纲要渊2011 年-2015 年冤曳提出延续性护

理是野十二五冶时期的重点任务袁且随访干预是延续性

护理的主要模式 [1]遥 为实现野健康中国 2030冶规划和
野十三五冶期间的大健康尧大卫生尧大医学的医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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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袁已将慢性疾病管理置于首要位置[2]袁慢性疾病患

为 15 452 例袁占全部随访人员的 44.57%遥 统计 2018 年

要遥 我院因各种原因袁影响了临床出院患者随访率袁为

表 1 和表 2遥

者的随访工作不容忽视袁因此袁临床随访工作尤为重
了使随访工作质量得到提高袁本文对出院患者随访率

较低的原因进行分析袁并且制订针对性的对策袁现进
行以下报道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我院 2018 年全年医院出院患者袁共有 32 020 例袁

分别来自于心胸外科尧口腔科尧耳鼻喉尧泌外科尧神经

外科尧普外科尧消化血液科尧妇产科等 22 个科室袁对象
包括治愈尧好转尧未愈尧转诊或需院外继续治疗尧康复
和定期复诊的患者遥 除死亡病例 310 例袁根据省卫计
委尧赣卫办医字咱2018暂14 号文件要求出院患者 1 周内

和 2019 年全年出院患者随访过程中出现主要问题见
表 1 2018 年出院患者随访的问题和构成比渊n=32 020冤
随访问题
一线医务人员工作繁忙
没有创建信息化随访系统
无法接通
无随访患者信息

构成比渊%冤

5142

16.06

10.11

5536

17.29

2475

7.73

4727

14.76

7804

24.37

2789

电话费用自理无报销
有效随访

8.71

23 906

随访出现问题总例数

74.66

表 2 2019 年出院患者随访的问题和构成比渊n=34 668冤
随访问题

随访率为 100%袁全年应随访患者 31 710 例袁实际随

人工登记电话号码错误

应的健康教育指导袁创建良好医患关系袁受到患者和

无法接通

访的患者 7804 例袁对其进行后续治疗尧持久关怀和相

例次

3237

人工登记电话号码错误

例次

构成比渊%冤

3247

一线医务人员工作繁忙
没有创建信息化随访系统

9.36

3152

9.09

3516

10.14

3755

10.83

15 452

44.57

2465

7.11

家属的好评遥 收集我院 2019 年全年医院出院患者袁共

无随访患者信息

科尧耳鼻喉尧泌外科尧普外科尧消化血液科尧妇产科等

随访出现问题总例数

继续治疗尧康复和定期复诊的患者遥 选取 2018 年和

2.2 2018~2019 年第四季度出院患者例数与随访例数

有 34 668 例袁分别来自于心胸外科尧口腔科尧神经外

22 个科室袁对象包括治愈尧好转尧未愈尧转诊或需院外
2019 年第四季度全院 22 个科室的出院患者数和有
效随访数袁进行同期对比遥
1.2 方法

根据叶吉安市中心人民医院制度尧规范尧流程曳规

定由经管医生尧护士长在患者出院 1 周之内进行电话

随访或根据患者病情尧康复尧延续性治疗护理等需要

具体制定袁可半个月至 1 年不等遥 因电话 5 次未回复
者或电话号码存在缺陷列为随访失败遥 渊1冤随访方式

渊采用开放式提问冤院电话随访尧微信随访遥 渊2冤随访内

2779

电话费用自理无报销
有效随访

18 914

8.01

54.56

统计 2018 年和 2019 年第四季度全院 22 个科室

的出院患者数和有效随访数袁进行同期对比遥 2018 年
出院患者随访率为 27.5%袁2019 年出院患者随访率为
76.6%袁见表 3遥

表 3 2018~2019 年第四季度出院患者例数与随访例数
出院患者例数 有效随访例数
时间
随访率渊%冤
渊例次冤
渊例次冤
2018 年第四季度
2019 年第四季度

8458
8504

2328
6517

27.5
76.6

容院患者出院后的治疗效果尧病情变化和恢复情况袁指
导患者用药尧康复尧复诊尧病情变化后的处置意见等专

业性指导等遥 渊3冤随访时间院一般为 5 min 左右袁不超

2.3 改善前后的随访问题尧方式对比
改善前随访问题比较明显袁通过改善后袁随访问

过 10 min遥 并将随访情况登记存档遥 职能科室每个月

题明显降低袁见表 4遥

将检查情况及时反馈袁促进随访工作持续改进遥

3 讨论

2 结果

查找随访率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遥

2.1 2018 年及 2019 年出院患者随访情况

3.1 主观因素

随访人员的 74.66%曰有效随访例数为 7804 例袁占全

护士没有深刻认知到随访工作的意义袁只是做表面功

对各临床科室的出院患者随访情况定期检查督导袁并

通过对 2018 年全年出院患者随访工作的调查袁

2018 年随访出现问题患者有 23 906 例袁占全部

3.1.1 医务人员对电话随访不重视 部分科室的医生尧

部随访人员的 24.37%遥 2019 年随访出现问题患者有

夫袁工作过程中不严谨袁没有正确尧及时填写患者联系

18 914 例袁占全部随访人员的 54.56%曰有效随访例数

电话袁导致野电话号码错误尧号码为空号冶的随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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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改善前后的随访问题尧方式对比[%渊n/n冤]

时间
改善前
改善后

随访方式

电话号码错误

一线医务人员工作繁忙

微信随访 50渊7804/3902冤

1渊7804/78冤

10渊7804/782冤

电话随访 100渊7804/7804冤
电话随访 50渊7804/3902冤

10渊7804/780冤

无法接通

16渊7804/1248冤

8渊7804/605冤
3渊7804/251冤

无随访患者信息 电话费用自理无报销
15渊7804/1200冤
7渊7804/582冤

无

2渊7804/152冤

出现遥 有时候在入院宣教尧健康教育过程中没有将患

群冶袁直接在手机微信平台对患者进行随访尧宣教袁微

者联系电话记录袁在登记过程中人工进行袁从而提高

信平台为医患之间提供免费交流平台袁且随访时间灵

出院患者电话号码填写错误概率 [3]袁同时医务人员也
未留电话号码给患者遥

3.1.2 出院患者对随访不重视 因为医务人员没有将

活袁增加了医患间的交流袁提高了患者的依从性尧满意

度及回访率[6]遥 改善后随访方式增加微信随访袁且微信
随访百分比有上升趋势遥 随着电子信息化技术的发

需要留下患者联系电话的重要性对患者及家属解释

展袁采用电子化信息随访系统已势在必行袁可让患者

清楚袁导致患者不信任尧不理解尧不配合袁患者没有告

了解相关疾病知识袁 同时医生及时了解患者病情状

诉或错报电话号码袁 及更换电话后未通知医务人员袁
导致无法接通遥 所以袁医务人员要与患者和家属多沟
通袁使患者知道留联系电话是能对患者出院情况进行

况袁实现有效的干预指导[7]遥
3.3 其他

电话占线袁信号不佳袁可能与通讯故障尧通讯信号

掌握袁使患者得到合理持续的治疗及关怀 遥

强弱有关遥

3.2.1 临床一线医务人员工作繁忙 我院是三级综合

4 结论

性医院袁住院患者多袁工作量大袁之前随访工作还是采

通过以上讨论袁可以看出我院随访系统并不完善袁

用电话和纸质记录的传统随访形式袁占用一线医务人

基于对出院患者随访率低的原因分析袁制订出几点相

员大量非上班时间袁一旦出院患者的病案关闭袁信息

应的对策遥

未登记袁导致野无患者随访信息冶的随访问题出现遥 这

4.1 设计随访网络平台

[4]

3.2 客观因素

种传统随访方式严重影响人工操作尧随访率低尧问题

随着互联网尧物联网及人工智能渊Artificial intelli

记录离散尧难以汇总分析袁影响随访效果和质量 遥 在

gence袁AI冤等信息技术渊Information technology袁IT冤的

添加野随访查询冶模块袁将随访由手工登记改成电子版

效率袁传统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当前需求[8]遥 通过网络工

[5]

信息科支持下袁2019 年 9 月在 野住院医生工作站冶中
记录遥 随访时只需在野住院医生工作站冶的野随访查询冶

发展袁对于收集患者真实有效的数据袁提高医生工作

程师和医护人员创建标准化收集随访网络平台袁主要

模块中查找相应患者袁随后患者基本信息便显示在页

包括患者端尧医护端遥 其中医护端具有我的随访尧工作

面上袁随访结束直接输入随访内容并保存遥 改善后获

组尧我的名片尧统计尧患教资料等模块袁医护人员利用

取患者信息方便袁 同时减少一线医务人员随访工作
量袁提高效率袁减少差错袁野去纸化冶遥 同期相比随访率

由 27.5%上升至 76.6%袁随访问题中的野电话号码错

误尧一线医务人员工作繁忙冶的构成比下降袁并杜绝了

野无患者随访信息冶问题遥 按照野卒中尧糖尿病尧慢阻肺冶

APP 创建工作组实现随访袁患者端主要包括反馈版块尧
健康信息及我的随访遥 患者在出院的时候通过手机下
载随访网络平台患者端袁医护人员利用扫码或者查找

患者电话号码和患者 APP 端创建联系袁 医护端与患
者端能够利用平台随时实现语音尧文字尧图片等信息

等慢性疾病的规范管理要求袁慢性疾病的出院患者已

化交流遥 医护人员以患者病情制订个性化随访计划袁

有专职人员做随访工作遥

系统按时对患者提醒实现随访袁患者能够利用手机短

3.2.2 缺乏信息化随访系统 之前医院随访工作是各
临床科室将本科出院患者信息手工登记在随访登记

本上袁登记信息包括野姓名尧性别尧年龄尧住院号尧联系
电话尧临床诊断尧出院日期冶袁采用传统电话随访袁随访
后再记录野随访日期尧随访原因及目的尧随访处置情
况冶等内容遥 工作繁杂且打电话和人工输入工作量大尧
易出错尧电话费用高袁缺乏智能化遥 自 2019 年部分科
室尧医生与患者建立了野随访工作群冶野慢病患者交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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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实现信息的接收遥 患者利用平台中医护人员所制订
的随访内容袁拍下检查检验结果上传之后随访袁能够
随时通过文字或者语音对医护人员咨询[9]遥 通过云随
访平台的建设袁以医生为主体袁以服务患者为核心袁全

面满足医院实际随访和健康教育工作需求袁优化工作
流程袁减轻工作人员劳动强度袁提升工作效率[10]遥
4.2 医护一体化随访

通过科主任和护士长实现总体指导袁医师和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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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进行实施遥 各科室或多个科室指定专职资深护师
做一级随访渊出院 1 周内冤袁当随访内容需要医生解答袁

由专职护师联系责任医生后回复或由责任医生自己
回复遥 电话随访联合医护一体化护理有助于改善其遵
医性袁提高院外治疗依从性和生活质量[11]遥 具体如下遥

[1]

4.2.1 发放监督跟踪表 出院时通过责任护士对患者

[2]

和时间遥 提供经管医生及随访护师办公电话尧手机号

[3]

发放随访监督跟踪表袁主要内容包括服药的剂量尧名称
码袁保证随访人员和患者的沟通尧联系遥

4.2.2 加强随访联系 在患者出院之后袁专职护士按随
访要求与患者联系袁对患者日常起居及康复进行指导袁
患者随访过程中的问题给予及时解决袁如需要复查的
安排复诊时间曰经管医生开具的复查项目或药品袁随
访护师及时告知患者并在数据库中录入患者的信息曰
如患者出现恶心呕吐尧胃肠不适尧药物过敏等情况袁要

[4]
[5]
[6]

立刻打电话告诉随访护师或者经管医生袁指导患者到
当地医院就近检查袁或者第 2 天到本院诊治[12]遥
4.3 制定奖励机制

为了对随访工作质量进行保证袁避免出现形式化
的工作袁可以制定奖惩制度遥 奖励机制通过物质或赞
誉等对人们之前行为产生的结果给予肯定,是一种积

极的管理手段[13-15]遥 要求随访护师具备专科定向及需

求袁有效加强护师基础理论学习袁重视知识更新袁奖励
随访护师定时的培训袁以此避免因为护师知识水平不
同导致患者不规范的指导遥 如果医生及护师在随访过
程中出现问题袁就要对其实施一定的惩罚遥 在保证随
访质量的同时袁提高随访率是当务之急袁更需要实行
奖惩制度袁并与绩效挂钩遥 如随访率达 80%~100%给
予奖励袁随访率低于 80%给予惩罚扣除奖金等遥

我院作为综合性医院袁学科多尧病种杂袁需采取被

动随访+主动随访渊为重冤相结合的形式袁由院级搭建

平台袁各科室自行接入的组织结构袁完善随访流程 [2]遥

以互联网+物联网+医疗的理念为指导袁提供以医患沟
通尧院后随访渊普通随访尧专科随访冤尧满意度调查和健
康宣教为核心的服务平台袁实现医疗机构和患者保持
长期联系袁并提供更为优质的院后服务袁提升患者就医
体验袁从而显著提高医院的品牌价值与医疗服务质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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