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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背 景



 遵循患者安全目标、三级综合医院评审要求（2011）

42021-2-1

        背景

《全国肺栓塞和深静脉栓塞形成防治能力建设项目》建设标准（2018）
组织管理（20分）：医院层面
医疗技术（30分）：学科建设/预防能力/诊治能力/质量持续改进/转诊会诊平台
信息化建设（10分）：专病数据库/量表信息化
护理管理（10分）：管理制度/护理能力/专科培训/质量持续改进
患者管理（10分）：管理制度/健康教育/出院后管理
培训教学（10分）：护理人员培训
科研能力（10分）：课题研究/科研成果

国家重视
国家卫生和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
2018年5月 国卫医源便函【2018】

13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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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部分

背景及现状

手工记录

信息化记录

结构化设计缺失

• 系统操作繁琐

• 护理信息分析与评估不足

• 指标测量困难

护理专业思维、管理思维、大数据智能思维落后

护理信息化现状



我院智慧护理建设

电子大屏 PDA 护士工作站 腕带打印机 瓶签打印机 床头显示屏移动护理车

硬件部分

软件部分
移动护理系统 护理电子病历系统 临床辅助决策系统 护理电子白板系统 护士助手APP

护理培训教育系统 健康教育系统 不良事件管理系统 护理人员档案管理系统 护理排班管理系统

护理管理系统 护理质控系统 后台管理系统

专项管理：压疮、跌倒、VTE、疼痛、血糖、检验、输血、静疗、健康教育



第二部分
 VTE风险管理的信息系统建设



1. 经过循证、情景分析，确定采用知识库型临床决策支持系统网络架构

2. 搭建VTE评估-预警-反馈闭环管理系统

3. 构建VTE临床决策支持系统

4. 智能划分风险等级联动基于循证预防策略

5. 建立规范、标准与流程

6. 构建临床和护理管理一体化的平台

                           VTE风险管理建设方案



高危提醒：智能识别病情、主动提醒医护

风险联动：护理计划、护理措施、不良事件

VTE风险管理的信息系统建设目标
结构化评估： Caprini风险评估、 Padua风险评估、标   
准化干预措施 

自动采集：自动形成各类表单

工作提醒：护嘱、复评

专项闭环管理：评估、决策、干预、反馈

多终端应用：PDA、移动电脑、平板、APP 

临床管理一体化平台管理：实时过程质控、数据抓取、
手机护士助手APP



VTE评估
决策模型

早期干预方案

临床标准护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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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结构化VTE评估决策模型

预警

医护联动

专科介入

效果评价



构建结构化VTE评估决策模型

以指南、标准、循证证据建立知识库 

建立知识库

危险因素 

标准预防措施

早期预警

健康教育

Caprini风险评估

 Padua风险评估

预警提醒

工作任务提醒



            构建VTE评估-预警-反馈闭环管理系统

• 构建医护网多学科团队，以网络
信息化为中心，搭建VTE评估-预
警-反馈闭环管理系统



            构建VTE评估-预警-反馈闭环管理系统
评估

风险分级

预警提醒

医护方案

发生VTE

专科介入

自动填报VTE上报表

自动填报不良事件系统

填报回访单



结构化VTE评估系统

     基于个各系统及风险的住院评估



结构化VTE评估系统



结构化VTE评估系统护理决策支持

 评估风险联动护理计划
 

 

1.VTE评估高危 2.推送护理问题 3.推送干预措施 4.自动推送健康教育



启动程序化方案

           手术病人

VTE高危预警系统建立



VTE高危预警系统建立

步骤1：评估

步骤2：系统自动计算评估评估分

值，并触发报警及呼叫医生

•在护士站显示屏、医生工作站、

PDA、护理助手APP、床边电脑

车都有提示

 VTE高危风险智能预警提醒 
 

 



VTE高危预警系统建立

步骤1：评估

步骤2：系统自动计算评估风险，

按时复评提醒

•在护士站显示屏、 PDA、护理助

手APP、床边电脑车都有提示

 VTE高危风险智能工作任务提醒 
 

 



结构化VTE评估护理决策支持 

caprini评分表 表格护理记录单 健康教育实施
评估单

护理计划单

 评估风险自动生成各类表单
 

 



结构化VTE评估护理决策支持

  专科介入
 

 

 会诊申请           手机APP端
 

 
 回访                持续改进 转归
 

 



患者发生VTE-评估系统联动不良事
件报告系统，自动跳转界面填写

设置提醒对患者进行复评估
及VTE专科小组回访

自动形成VTE不良事件
报告单 

结构化VTE评估护理决策支持



VTE临床管理——一体化
风险评估

VTE评估 标准化防护



第三部分
VTE指标信息化管理



策划VTE指标信息化管理的内容

• VTE指标管理的相关内容：
   VTE指标的信息化管理主要涵盖了V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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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TE相关指标数据的收集
（VTE评估率、 VTE预防措施落实率、VTE发生率等）、VTE回访、RCA分析、不良指标的持续
改进等。

26



         策划VTE指标信息化管理的步骤

1. 选择VTE专科监测指标

2. 建立VTE指标管理规范 

3. 确立VTE指标测量方法

4. 系统捕捉数据信息

5. VTE指标数据统计分析



1-选择VTE专科监测指标

形成专科指标持续监测    

•  内外科患者VTE入院首次评估率

•  VTE风险患者机械预防措施宣教率

•  VTE风险患者机械预防措施执行率

•  VTE风险评估准确率

• VTE发生率

过程质量                结果        



2-建立VTE指标管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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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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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监测频率
工具（标准或查核表或评估表）
SOP



2-建立VTE指标管理规范



2-建立VTE指标管理规范



    3-测量指标结果的方法

• 现场查核（查检表）
• 护理信息系统自动形成（评估系统)
• 上报数据（不良事件上报系统）

根据数据性质选取监测方法



4-系统捕捉数据信息

医嘱

执行

护理

操作

护理

记录

数据的选
择条件

纳入标准：结构化数据、部
分半结构化数据

排除标准：部分半结构化数据
                非结构化数据

移动护理系统
各个相关的
其他所有的
临床和管理系统
……



• 设计结构化查检表

• 建立三级质控

• 自动统计数据

• 自动形成分析报告

4-系统捕捉数据信息



    5-VTE指标数据统计分析

界定数据的各项来源，
口径，从病案首页、
医嘱单、护理记录直
接提取



第四部分
项目成效



我院VTE防治工作情况

全院VTE防控开展情况
建立院内科学化、规范化、智能化的VTE护理防控体系降低院内

VTE发生率，确保住院患者安全

以患者为中心，以专科护士为主导，由
主管医生、管床护士、患者及家属全员
参与

构建医院—科室—专业三个层面，针对
高、中、低危患者实施三阶梯精准预防
管理

实施标准预防、个体化、多学科协作共
同防治的团队管理方案



2组建多学科管理团队

我院VTE防治工作情况

全院VTE防控开展情况

临床科室

放射科、介入

超声科

普外科（血管）

呼吸科、ICU

信息科

业务指导
检查会诊

医疗副院长

呼吸科

医务科 护理部组织、计划、指导

督导、指导、反馈科主任 护士长

医疗组长 护理组长

主管医生 责任护士

行政管理

管理层

 执行层



组建VTE专科护理小组：培训、质量巡查、回访

我院VTE防治工作情况

全院VTE防控开展情况



2.项目组1.成员

我院VTE防治工作情况

全院VTE防控开展情况

2019年质量巡查反馈
1.护士VTE评估正确率：
①第一季度61.1%②第二季度76.4%③第三季度86.4%

2.护士对VTE知识知晓率：
①第一季度66.7%②第二季度76.4%③第三季度88%

3.第四季度专项调查护士使用抗凝药正确率：81.4%

4.病人对VTE知晓率：
①第一季度35.6%②第二季度40.6%③第三季度67.8%



2.项目组1.成员

我院VTE防治工作情况

全院VTE防控开展情况

初步取得的成效：
 
1.2018年加入中国VTE院内护理预警联盟，取得广东省护理质量改善项目三等奖
2.妇科《梯度弹力袜使用指引宣传手册》获得2018年广东省外科围手术期健康宣教比
赛一等奖
3.2019年获广东省护理学会一般立项课题，取得广东省护理质量项目改善三等奖;举
办省级VTE护理继续教育1项
4.全院相关护理论文7篇
5.智慧护理VTE预警纳入
6.VTE预防工作手册已和出版社签约



智慧护理的初心在于：

      维护健康=智能的技术+智慧的头脑+温暖的心

顶层设计助力智慧护理



THANK YOU

谢谢
东莞市厚街医院 黄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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