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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大数据质量管理
指标的构建过程



为了指导护理学科更好地获取和利用大数据，医疗卫生信息与管理系统大数据原则工作组推荐
如下：
1. 在所有医疗场所，护士应该在护理记录中促进标准化护理术语的使用。医疗服务提供者应该
制订计划逐步过渡到使用美国护士协会推荐的全国性的标准护理术语（Systematized 
Nomenclature of Medicine—Clinical Terms）。
2. 护士应该推荐并坚持使用基于研究的、已经达成国际共识的评估量表和工具。
3． 美国护士协会意识到，护理术语应该持续更新，并保持与国际机构标准术语间的兼容性。
4. 医疗机构应该重视和培养护理信息专家，使其在健康信息科技的概念、设计、实现和优化方
面提供有价值的想法，支持护理循证实践、教育和研究。
5. 为了达到想要的效果，护理信息专家应该得到正规的护理信息学培训、教育和资格认证。

如何获取和利用大数据工作推荐



质量指标控制过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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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构建助力质量管理的决策系统的步骤

• Step1：选择与标准化指标

• Step2：建立医疗信息数据库

• Step3：挖掘数据的质量内涵

• Step4：多项措施辅助改善



数据使用的流程

数据唯一来源

反馈应用与改进

生成优质数据数据清洗匹配去重

规范数据统计口径 数据使用流程



Step1：

选择与标准化指标



选择护理质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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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敏感指标选择



指标项目 初次结果（%） 末次结果（%） 改善（百分点）
高危患者跌倒发生率 XXX XXX XXX
痰培养标本采集时间正确率 XXX XXX XXX
给药（抗生素）时间准确率 XXX XXX XXX
给药速度（某某药）正确率 XXX XXX XXX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生率 XXX XXX XXX
危重病人首次评估完成准确率 XXX XXX XXX
入院首次护理评估率 XXX XXX XXX

大数据结果：
给药速度质量

护理敏感指标选择



大数据质量指标管理与控制-指标标准化

护理结构 标准化建设

护理过程 同质化建设

护理结局
指标数据
分析改进



护理结构--质量指标的设定WHAT
• 类别、名称
• 定义
• 监控种类
• 监测项目
• 阈值（例%）目标
• 分子分母定义（率）
• 依据
• 护理部监测频率、片区监测、科室监测

频率
• 工具（标准或查核表或评估表）
• SOP



护理结构--导尿管相关性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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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临床工作指标



标准化--临床质量指标



标准化--质量指标的SOP



标准化---数据来源-如医嘱标准化



    质量指标监测的方法

• 调查(追踪法)
• 电子病历自动形成
• 上报数据（不良事件上报系统）

根据数据性质选取监测方法



建立质量指标测量方法

• 1、手工测量
• 2、EXCEL
• 3、助力互联网（钉钉、金数据、二维码等）
• 4、智慧护理建设



Step2：
建立医疗信息数据库与决策体系



建立知识库小组

• 1、小组的制定
• 2、分工
• 3、模板的制定



知识获取流程



知识库演算逻辑

• 知识的表达

• K=F+R+C

• 知识项=事实+规则+概念



护理问题决策支持

当BMI＜18.5（小于等于14周岁儿童
除外）。
 自动提出诊断“营养失调：低于机体需
要量”

“高危跌倒坠床评分≥4分”时，自动提出
诊断“有受伤的危险”。

对一些特殊的项目，点击问号会自动弹出相
关说明



评估风险联动护理计划

3.推送护理措施

1.疼痛评分4分
2.推送护理问题

4.自动生成护理计划



定义质量指标管理的内容-跌倒

• 跌倒指标管理的相关内容：

• 跌倒指标的信息化管理主要涵盖了跌倒入院时的评估、住院期间的评估，评估后的高风险
管理、相关护理计划的制定、预防措施的落实及效果评价、相关健康教育、跌倒相关指标
数据的收集（高风险评估率、高风险评估阳性率、跌倒发生率及跌到发生的伤害率等）、
跌倒回访、RCA分析、不良指标的持续改进等。



• 评估流程：
• 患者入院→患者评估（责任护士在首次评估单上评估跌倒项使用跌倒风险评估表进行评

估）：点击跌倒评估即出现跌倒评估下拉菜单相关内容，护士进行勾选即可：
• 下拉菜单内容：
• 清醒程度/精神状态：0警觉、定向力、安全意识：昏睡状态 2安全意识减弱  4回想

困难，判断力、安全意识减弱
• 运动状态：0运动正常/自制力 2机动性或自制力减弱(大小便需要帮助) 4游走/无自制

力
• 步态/平衡状态：0步态/平衡正常 1站立时平衡有问题 1行走时平衡有问题 1肌肉协

调能力减弱1当走过门廊时步态改变 1转变时肌肉痉挛或不稳 1需要辅助器械走路(拐
杖、轮椅）

定义质量指标管理的内容-跌倒



• 视力情况 ： 0视力较好（有或无眼镜） 2视力较差（有或无眼镜） 4失明
• 直立性血压(收缩压）： 0卧位和直立位无明显降低 2卧位和直立位降低＜20mmHg 4

卧位和直立位降低＞20mmHg
• 跌倒史（在过去3个月）： 0在过去3个月无跌倒史 2在过去3个月中跌倒1-2次 4在过去

3个月中跌倒3次以上
• 用药情况：（麻醉药、精神药、抗高血压药、抗心律失常药、安定类药、利尿药）： 0在

现在或过去的7天内未用以上药物 2现在或过去的7天内用1-2种以上药物 4现在或过去的
7天内用3-4种以上药物 1在过去的5天中曾变换药物或/和变换剂量，另加1分

• 曾患疾病：高血压、眩晕、帕金森氏病、肢体残疾、哮喘、骨折、贫血、梦游、跌倒
•  0未发生  2发生1-2种  4发生3种或以上

定义质量指标管理的内容-跌倒



• 勾选完毕，自动生成分数，评估得分≥10分为跌倒的高风险人群，那么系统自动启用跌倒评
估单，并在白板的评估任务栏上自动提醒护士每天需要对此患者进行评估，预警系统也会提
醒此患者为跌倒高危；同时，对于评估≥10分的患者护理记录上会自动显示评估分数，在护
理计划单那里同时会自动生成护理诊断：有跌倒的风险，同时也自动生成有关预防跌倒的相
关护理计划和措施，护士在护理计划的时间范围内输入护理结局。同时在健康教育栏自动生
成对患者预防跌倒的相关健康教育内容。首次分数＜10分的患者，可以暂时不用评估，病情
有变化时随时进行评估。

• 住院评估：对于首次评估后，分数≥10分，住院时每天评估，在住院评估的菜单内进行，其
他生成内容同上。

定义质量指标管理的内容-跌倒



定义质量指标的必备元素-跌倒

• 1.跌倒后护士需要24小时内上报不良事件，并书写护理记录，如果护理记录上写了患者跌
倒，系统会自动在评估任务栏上提醒护士需要在6小时内对跌倒的患者进行跌倒风险的重新
评估，并同时会在MEWS预警系统那里提醒护士此患者发生跌倒，立即在24小时内致电给
老年专科小组人员进行跌倒的回访，跌倒小组成员在24小时内进行回访时填写跌倒回访单，
当点击跌倒回访单，则自动进入跌倒回访单内容的下拉菜单（后附跌倒回访单），每季度
进行跌倒质量巡查时会对整改措施效果进行跟踪。跌倒后造成2级及以上伤害的会在MEWS
预警评分系统自动提醒护士进行该事件的RCA分析。



定义质量指标的必备元素-跌倒
• ①跌倒高风险患者阳性评估率％：
• 表单上所显示的信息：
• 下拉框（所有科室的名称/全院），下拉框（月份/季度/年份），分子：为跌倒高风险患者

阳性评估例数
• 分母：住院患者跌倒总评估例
• ②患者跌倒发生率（‰）：=单位时间住院患者发生跌倒病人数/单位时间内住院患者的总

数X1000‰
• 表单上所显示的信息：
• 下拉框（所有科室的名称/全院），下拉框（月份/季度/年份），分子：所有的除外双脚外

身体其他部位非预期性跌落至地面或其他平面的患者，无论是否有身体伤害
• 分母：所有的住院患者



定义质量指标的必备元素-跌倒
 ③因患者健康状况而造成跌倒比率％：
• 表单上所显示的信息：
• 下拉框（所有科室的名称/全院），下拉框（月份/季度/年份），分子：因患者健康状况而

造成跌倒事件数
• 分母：有记录的跌倒数
• ④因治疗、药物和（或）麻醉反应而造成跌倒比率％：
• 表单上所显示的信息：
• 下拉框（所有科室的名称/全院），下拉框（月份/季度/年份），分子：因治疗、药物和

（或）麻醉反应而造成跌倒事件数
• 分母：有记录的跌倒数



定义质量指标的必备元素-跌倒
•  ⑤因环境中危险因子而造成跌倒比率％：
• 表单上所显示的信息：
• 下拉框（所有科室的名称/全院），下拉框（月份/季度/年份），分子：因环境中危险因子

而造成跌倒事件数
• 分母：有记录的跌倒数
•  ⑥跌倒伤害严重程度无伤害比率％：
• 表单上所显示的信息：
• 下拉框（所有科室的名称/全院），下拉框（月份/季度/年份），分子：有记录的跌倒伤害

严重度无伤害事件数
• 分母：有记录的跌倒数



定义质量指标的必备元素-跌倒
•  ⑦跌倒伤害严重程度1级比率％：
• 表单上所显示的信息：
• 下拉框（所有科室的名称/全院），下拉框（月份/季度/年份），分子：有记录的跌倒伤害

严重度1级事件数事件数
• 分母：有记录的跌倒数
•  ⑧跌倒伤害严重程度2级比率％：
• 表单上所显示的信息：
• 下拉框（所有科室的名称/全院），下拉框（月份/季度/年份），分子：有记录的跌倒伤害

严重度2级事件数事件数
• 分母：有记录的跌倒数



定义质量指标的必备元素-跌倒
•  ⑨跌倒伤害严重程度3级比率％：
• 表单上所显示的信息：
• 下拉框（所有科室的名称/全院），下拉框（月份/季度/年份），分子：有记录的跌倒伤害

严重度3级事件数事件数
• 分母：有记录的跌倒数
• ⑩再次发生跌倒比率％：
• 表单上所显示的信息：
• 下拉框（所有科室的名称/全院），下拉框（月份/季度/年份），分子：两次或两次以上的

有记录跌倒患者数
• 分母：一次或一次以上的有记录跌倒患者数



定义质量指标的必备元素-跌倒



结构化电子病历-入院评估



结构化电子病历-住院评估



结构化电子病历-住院评估



结构化的护理文书—自动生成

健康教育评价单

评分体系
（ADL、跌倒坠床、压疮危险因素、各种风险评分等）

护理计划 体温单

入院评估 护理记录单



住院患者压疮防范信息管理数据自动反馈

风险

识别

压疮

评估

防护

指南

质量

监控

专科

会诊

质量指标闭环自动决策体系构建—压疮管理



风险评估

压疮评估

标准化防护

质量指标闭环自动决策体系构建—压疮管理



•压疮风险评能化

风险评估，分数自动累加
压疮评估趋势中单项≤2分的，
提 示存在发生压疮风险

智能识别≤18分的压疮风险人群，
对高风险人群进行重点管理

住院患者压疮防范信息管理数据自动反馈

质量指标闭环自动决策体系构建—压疮管理



•压疮质控智能化

压疮患者实时监控表：监控在院未愈合
的压疮患者

各科室压疮/高危压疮患申报情况：作为资
源分配的依据

各科室压疮转归监控表，反应科室的质量管理成效：
各科室及不同分期的压疮的愈合/好转率

院内压疮原因分析表：对院内发生的压疮进行细
化分析

住院患者压疮防范信息管理数据自动反馈



压力性损伤自动预警、提醒



Step3：挖掘数据的质量内涵

• 查对制度是医疗工作的核心制度之一，直接关系患者安全。

• 选取医嘱执行前的双人核对为切入点，无论是静脉用药、注射用药、口服用药的执行，还
是输注血制品、标本采集等医嘱执行过程，以医嘱处理人与执行核对人是否为同一人来了
解医嘱查对制度的落实。

• 医嘱执行前的双人核对质量从肌肉注射的数据分析开始

• 药物过敏试验数据

• 标本采集数据



Step4：质量持续改进



压疮第一季度接近90%，第二第三季度50-75^%之间

Step5：持续改进



Step4-大数据与临床质量持续改进
统计分析



Step4-大数据与临床护理质量持续改进
定义：警戒值、管制值



Step4-大数据与临床护理质量持续改进

管制值

警戒值

检讨改善



第三部分

小结与展望



医学发展的未来

经验医学--循证医学--精准医学
经验医学--循证医学--精准医学

基于证据和体征-基于队列大数据-基于基因与大数据



医学发展的未来

经验医学--循证医学--精准医学

准确全面的数据是质量改进的基础
临床科研数据库是科研创新的武器
临床健康大数据是精准医疗的基础
临床及管理数据是精细管理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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