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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建立以“患者为中心”的急诊互联互通一体化信息平台。方法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北院急重症医学科基于医院现有软硬件和网络系统，采用模块化、流程化及规范化的设计思想，对急诊诊疗业
务进行重塑，开发了急诊互联互通一体化信息平台，包括分级分诊、急诊医师工作站、电子病历、重点疾病临床
路径、医护一体化、电子交接班、影像学、检验、超声、药物咨询与用药安全、绩效考核及科研管理等功能系统。
结果 急诊成功构建了急诊互联互通一体化信息平台，各系统功能逻辑清晰、简洁，彼此兼容性强，性能稳定，
处理能力强大，可快速查询目标内容，同时支持各窗口（模块）自由快速切换。目前日常诊疗工作均已实现信息
化，彻底解放了医护人员手工劳动力，缩短了单位患者处理时间，显著提高了工作效率。患者就诊高峰期急诊
整体运行平稳，各项工作开展有条不紊，没有因急诊室拥挤而出现延误危重症患者紧急救治事件。急诊重点疾
病患者就诊渠道畅通，候诊时间显著缩短，医护人员临床决策得到了有效规范，急性创伤患者和急性呼吸衰竭
患者救治成功率显著提高，急诊呼吸心搏骤停以及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关键性治疗完成时间显著缩
短，门球时间达标率满足急诊室至球囊扩张时间（DTB）联盟推荐要求。结论 基于急诊临床实践开发的急诊
互联互通一体化信息平台，贯穿了急诊诊疗全过程，能够满足急诊日常工作的需求，有助于提升急诊医疗质量
与科室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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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n integrated information platform for emergency inter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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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patient-centered" integrated information platform for emergency
interconnection. Methods Based on the existing software, hardware and network systems of the hospital, design
ideas of the modularization, process and standardized were used to reshape the process of emergenc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 department of emergency-critical care medicine of Huashan North Hospital，Fudan University, and develop
integrated information platform for emergency interconnection, including triage, emergency physician workstation,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 clinical pathways of key diseases, medical integration, electronic handover classes, imaging,
testing, ultrasound, drug counseling and medication safety, performance appraisal and management system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etc. Results The information platform for emergency interconnection wa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The
functional logic of each system was clear and concise. It had strong compatibility, stable performance and powerful
processing capability. It could quickly query the target content and support free and fast switching of each window. At
present, dail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emergency patients were realized by informationization, which completely
liberated the manual labor of medical staff, shortened the processing time of unit patient,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d
efficiency of the work. At the peak of the patients' visit, the overall operation of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was stable,
and all the work was carried out in an orderly manner. There was no delay of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for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Emergency access to patients with key diseases was smooth, and waiting time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ned. Clinical decision-making of medical staff had been effectively regulated. The success rates of the
patients with acute trauma or acute respiratory failure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time of the critical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ned in patients with emergency respiratory cardiac arrest or acute ST-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and compliance rate of the door-to-balloon time m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Emergency Room to Balloon Expansion
Time (DTB) Alliance. Conclusion The integrated information platform for emergency interconnection ran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emergenc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based on emergency clinical practice, which could meet the needs
of daily work in emergency department and help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mergency medical and department management.
【Key words】 Emergency department; Interconnection; Information platform; Design;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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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信息平台是指以“患者救治为中心”的信

现象［9］。

息采集、加工、存储与服务的信息系统，能有效支持

1.2.3

对急诊患者的临床救治，具有信息流量大以及交换

联互通一体化信息平台覆盖了急诊医疗、管理及科

［1-2］

频繁等特点

。理想的急诊信息平台不仅能够支

信息平台的构成与功能特点（图 1）：急诊互

研等方面，包括分级分诊、急诊医师工作站、电子病

持患者诊疗全流程，而且可以实现各系统互联互通，

历、重点疾病临床路径、医护一体化、电子交接班、

能对各种资源信息进行快速访问、采集、共享、整合

影像学、检验、超声、药物咨询与用药安全、绩效考

以及统计分析。目前部分欧美发达国家已建设了相

核及科研管理等功能系统。

对成熟的急诊信息系统，而国内急诊信息平台仍处
者诊疗信息［2-4］。研究表明，急诊信息系统有助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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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急诊医护人员工作效率，提高急诊医疗安全，改善
医疗质量［5-8］。因此，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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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重症医学科以急诊急救临床实践为背景，探索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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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以“患者为中心”的急诊互联互通一体化信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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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以优化患者救治流程、提高医护人员工作效率、
降低医疗差错率，进而提升科室整体综合急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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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PACS 为医学影像存档与通讯系统

资料 ：本院是一家集医、教、研于一体的三级

图 1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急重症医学科
急诊互联互通一体化信息平台的构成与功能特点

综合性医院，
年门诊量 80 万人次，急诊量 13 万人次。
实行急诊和综合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一体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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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索起步阶段，大部分急诊科仍通过手工记录患

理，拥有 35 名专职医师和 132 名专职护士，技术娴

1.2.3.1 急诊分级分诊管理系统（图 2）：通过查阅国

熟，承担急诊和综合 ICU 所有医疗工作。在本项目

内外有关分级分诊的文献，剖析医院现有的分诊流

实施前，急诊信息化平台仅有医院信息系统（HIS）
、

程，细化上海市急诊质控标准患者分诊分级表，制定

医学影像存档与通讯系统（PACS）、检验科管理系统

五级成人急诊分级分诊标准，并基于该标准开发了

和超声管理系统，且不完全互联互通，大部分临床医

急诊分级分诊管理程序软件。功能特点 ：支持预检

疗工作主要由手工完成。

信息即时自动录入或手工录入 ；支持信息查询和检

1.2

1.2.1

信息平台设计方法与功能

索；支持信息汇总统计、分析和打印；支持数据补充

设计思路与目标 ：急诊互联互通一体化信

修改及结果打印等。急诊分级分诊标准由 8 项客观

息平台设计思路是以分级分区诊疗为导向、电子病

量化指标、48 项通科优先级患者主要症状或主诉以

历与医嘱管理为核心、急诊重点疾病临床路径为特

及 25 项创伤优先级患者主要症状或主诉组成［10］。

点、决策支持为支撑以及医疗安全为目标。设计目
标是满足急诊急救临床实践需求，实现各级患者分
级分区诊疗有序与全流程信息化、重点疾病精细化
质量控制与管理以及医疗信息实时监控与分析等功
能，
显著提升医护人员工作效率和降低人为差错率。
1.2.2

开发方法 ：急诊互联互通一体化信息平台开

发是基于医院现有软硬件和网络系统，并充分考虑
急诊医护人员工作特点和急诊患者临床实际需求，
采用模块化、流程化及规范化的设计思想，对急诊
诊疗业务进行重塑，采用 ORACLE 数据库，实现与

图 2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急重症医学科
急诊互联互通一体化信息平台急诊分级分诊管理系统

医院现有信息系统无缝对接。基于急诊医学的特殊

1.2.3.2

性，在系统架构设计时应特别注重操作快捷与简便，

急诊分级分诊和分区诊治原则，开发了急诊专科结

避免出现信息整合效率低下和系统模块设置不合理

构化电子病历管理系统。功能特点 ：支持急诊医学

急诊专科电子病历管理系统（图 3）：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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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种多样性特点 ；支持不同诊治区域设置不同病历
书写要求和病历模板 ；支持手动加载模板和智能加
载 ；支持男性患者病历自动屏蔽模板中“月经史”；
支持多元书写方式，如支持自由文本录入以及结构

成与执行确认管理 ；支持危重症患者体温和特护管
理 ；支持危急值预警报告与管理 ；支持关键数据自
动生成动态曲线 ；支持危重症患者体温和特护单生
成 ；支持随时查阅临床诊治信息能力。

术语录入 ；支持病历驱动患者诊疗全过程，诊疗信
息与病历能有效合成，诊断、处方、会诊及输血等可
自动或手工加载至病历中 ；支持辅助检查和生命体
征数据可根据医师需要有选择地自动引用或加载到
病历中 ；支持个体化模板设置，医师可根据自身需
要创建个人模板 ；支持数据自动定时保存或多次手
工保存 ；支持随时打印，电子和手工双签名。

图 4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急重症医学科急诊
互联互通一体化信息平台急诊重点疾病临床路径管理系统

图 3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急重症医学科
急诊互联互通一体化信息平台急诊专科电子病历管理系统

1.2.3.3

急诊重点疾病临床路径管理系统（图 4）：

基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
准》和医院周边急诊需求，依据现有最佳证据，通过
整合急诊、综合 ICU、临床专科、护理、麻醉、急诊
药房、急诊影像检查科、急诊检验科、后勤、医院行
政部门、法律和伦理等资源，开发了电子化急诊重
点疾病救治临床路径，包括急诊呼吸心搏骤停、急
性脑卒中、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急性颅脑损
伤、严重创伤、急性心力衰竭、急性呼吸衰竭、急性
中毒和宫外孕。功能特点 ：支持急诊重点疾病患者
智能筛选与警报 ；支持路径管理、路径文书、路径报
表与路径维护 ；支持路径交互，通过收集临床路径
相关数据，与路径定义方案相匹配，自动核实方案落
实情况并及时反馈 ；支持各类病情评估表 ；支持路
径指标维护功能 ；支持路径监控与指导，主动提醒
医护人员执行过程中变异情况等。
1.2.3.4

急诊医护一体化管理系统（图 5）：基于急

诊诊间、复苏室、急救区以及输液室临床实际需求
开发了急诊医护一体化管理系统。功能特点 ：支持
实时与定时自动采集患者生命体征数据（体温、血
压、平均动脉压、脉搏血氧饱和度及呼吸频率等）
，
然后推送至显示屏、电子病历等 ；支持医嘱核对、生

图 5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急重症医学科
急诊互联互通一体化信息平台急诊医护一体化管理系统

1.2.3.5 急诊交接班管理系统（图 6）：基于急诊医
护人员交接班特点开发了急诊交接班管理系统。急
诊医师交接班管理系统交班内容 ：床位（或座位）
、
姓名、年龄、来院时间、分诊级别及依据、病史特点、
关键体格检查结果、重要辅助检查结果、主要诊断、
治疗方案、病情的动态变化、出入量、危急值、危重
度评分、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上级医师查房意见、
专科会诊意见以及注意事项等。急诊护理交接班管
理系统交班内容 ：床位（或座位）
、姓名、年龄、分诊
级别、主要诊断、生命体征数据、出入量、血糖、饮
食、二便情况、特殊药物治疗、特殊护理措施以及各
类管路监测等。功能特点 ：支持目标数据自动采集
与录入 ；支持电子病历文字资料拷贝 ；支持多元书
写方式，如支持自由文本录入以及结构术语录入 ；
支持电子交接班系统和电子病历自动切换等。
1.2.3.6 急诊绩效考核管理系统（图 7）：基于急诊
医护人员工作特点和工作量开发了急诊绩效考核管
理系统。功能特点 ：支持公平和公正原则 ；支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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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管理驱动个人绩效管理 ；支持以承担风险以及
工作量决定个人绩效分配 ；支持以奉献与责任支撑
个人绩效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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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统功能逻辑清晰、简洁，彼此兼容性强，性能稳
定，处理能力强大，可快速查询目标内容，同时支持
各窗口（模块）自由快速切换，点击窗口关闭键时可
自动关闭，能满足日益增加的急诊需求。
2.2

急诊互联互通一体化信息平台临床实践效果 ：

通过实践急诊互联互通一体化信息平台，目前所有
急诊患者就诊信息均已实现信息化，医护人员通过
计算机书写病历和交班记录开具医嘱、执行医嘱，
彻底解放了手工劳动力，缩短了单位患者处理时间，
显著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由于患者信息准确全面，
图 6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急重症医学科
急诊互联互通一体化信息平台急诊交接班管理系统

避免了手工操作时数据易遗失以及统计分析困难等
缺点。2014 年 8 月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急诊严格
执行五级成人急诊分级分诊制度，按照病情轻重缓
急合理安排患者就诊次序，累计分级分诊急诊患者
589 964 例，其中Ⅰ级 4 220 例、Ⅱ级 8 066 例、Ⅲ级
102 083 例、Ⅳ 级 364 542 例、Ⅴ 级 111 053 例。 统
计分析表明，与实施前比较，实施五级成人急诊分级
分诊标准后急危重症患者分诊准确率显著提升［11］。
预检护士依据分级分诊结果引导患者至不同区域

图 7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急重症医学科
急诊互联互通一体化信息平台急诊绩效考核管理系统

1.2.3.7 科研管理系统（图 8）：基于科室学科建设
需求开发了急重症医学科科研管理系统，包括管理
学科科研数据库、临床科研数据库、基础实验科研
数据库和项目申报与管理数据库四部分。其中，管
理学科科研和临床科研数据库建立在急诊专科电子
病历管理系统的基础上，具备自动抓取采集目标患
者目标资料的能力，并以 Excel 表格形式按序呈现。
数据库原始数据具有不可更改性。

就诊，优先救治“急救”患者，实现了对真正需要
“急诊急救”患者救治通道的畅通，目前对Ⅰ、Ⅱ级
患者实际就诊等待时间为 0 min ；Ⅲ级患者等待时
间为 0～17 min，平均等待时间 8.6 min ；Ⅳ、Ⅴ级患
者平均等待时间为 30～90 min。患者就诊高峰期急
诊整体运行平稳，各项工作开展有条不紊，急危重症
患者就诊秩序井然，抢救处理及时，措施得当、技术
规范，并没有因为急诊室拥挤而出现延误危重症患
者紧急救治事件，亦没有增加患者病死率。同时，管
理层通过平台的统计分析与管理功能，可实时或回
顾性了解各时间段急诊患者流量以及急危重症患者
就诊情况、停留时间和去向等，为合理调配医疗和
人力资源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2.3

重点疾病临床路径管理系统实施效果 ：通过实

践急诊重点疾病临床路径管理系统，急诊重点疾病
患者就诊渠道畅通，候诊时间显著缩短，同时通过有
效规范急诊医护人员临床决策，显著提升了患者救
图 8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急重症医学科
急诊互联互通一体化信息平台急诊科研管理系统

2 结 果
2.1 急诊互联互通一体化信息平台建设情况 ：目前
急诊已成功构建了急诊互联互通一体化信息平台，
覆盖了医疗、管理及科研等方面，整个平台以急诊
专科电子病历为核心，实现患者诊疗信息互联互通，

治过程医疗质量。统计结果显示，急性创伤患者和
急性呼吸衰竭患者救治成功率显著提高，急诊呼吸
心搏骤停患者关键性治疗完成时间显著缩短，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实施双抗时间显著缩短，
门球时间达标率满足急诊室至球囊扩张时间（DTB）
联盟推荐要求［12-13］。
2.4

急诊互联互通一体化信息平台建设获得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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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著 作 权 ：急 诊 分 级 分 诊 管 理 软 件 和 急 性 ST 段

不仅有助于规范急诊医护人员诊疗行为，减少临床

抬高型心肌梗死临床路径管理软件分别获得了国

实践操作的多样性，而且可充分释放急诊医护人员

家版权局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登记号分别为

的劳动力，使其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观察和处理

2015SR153533 和 2018SR477508）
。

急危重症患者过程中，而不是书写文书工作。本研

3

讨

论

究还表明，临床路径管理系统有助于规范急诊医护

急诊不同于医院其他临床科室，具有其独特的

人员临床决策，减少主观因素导致的治疗差异性，缩

特点，如环境嘈杂、疾病谱复杂、病情易多变、诊治

短关键性治疗措施完成时间，提示本研究临床路径

流程多以及突发意外事件多等。因此，开发急诊专

具有较强的可靠性和实用性，能显著提升紧急救治

科信息平台时应遵循急诊临床实际情况，同时又不

时医疗质量。因此，合理设计的急诊信息平台能充

可死板，具备创新思维，能克服传统观念和墨守成

分促进急诊医疗资源合理利用，为急诊医疗安全提

规，运用最先进的信息技术和新的思维来实现急诊

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诊疗过程中各个关键要点。所谓创新思维是指综合

人是实践活动过程中最关键的要素，急诊信息

运用各种不同的思维方法，重新组织已有的知识经

平台再先进，也需要急诊医护人员来操作使用，如果

验，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突破常规，充分发挥人

急诊医护人员不会使用或不能够熟练使用，信息平

的主观能动性，创造出新的思维成果的思维方式，即

台建设目的不可能实现，因此，有必要对所有急诊医

建立新理论、提出新设想和新方法，具有创新性、开

护人员进行专项培训，培训内容为操作流程，培训方

［14-15］

拓性、突破性和综合性等基本特征

。开发人员

式以临床实际运用为主，理论为辅，使其具备一定的

是否具备创新思维是急诊信息平台建设成败的根

信息化素养，熟练掌握急诊信息平台的标准使用流

本，决定了急诊信息化建设水平的高低。因为急诊

程。有条件的急诊医护人员还可积极学习最新的信

信息平台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医

息技术知识，理论联系实际，用信息技术辅助学习急

院内外的方方面面，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式各

诊专业知识，以促进自身专业能力的发展。此外，急

样陈旧观念以及管理体制的阻碍。此时，就需要开

诊信息平台的平稳运行还需要相应的规章制度作为

发人员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突破固有的思

保障，因此，完成开发急诊信息平台后应及时依据开

维局限，创造有利条件，破除各式各样的阻碍因素。

发流程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急诊医护人员必须遵

同时，医院管理部门，特别是“一把手”的大力支持

循这些规章制度。规章制度体现了决策者意志，遵

亦非常重要，因为在面临困难和波折时，不仅需要医

循着最优化逻辑，限制和规范人的行为，要求人必须

院提供有效的政策支持，还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投

依据规范行事［19］。急诊信息平台不规范运行时可

入。如果没有这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以及足够的经

能出现各式各样的故障以及错误的医疗信息，不能

济后盾，急诊信息平台建设不可能顺利实现，甚至可

实现急诊信息平台设计目标，甚至还可能导致医疗

能导致意想不到的不良事件发生。

纠纷的发生。

本研究中急诊信息平台设计过程中项目组对所

综上所述，基于急诊临床实践开发的急诊互联

有系统均经过反复讨论与分析，现场演练，模拟了各

互通一体化信息平台，贯穿了急诊诊疗全过程，有助

角色与其职责，确定诊疗关键环节与要点，然后运用

于提升急诊医护人员工作效率，降低医疗差错发生

计算机语言编程进行固化，完成后再现场模拟演练，

率，能够满足急诊日常工作的需求，全面提升急诊急

分析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改进。2009 年美国急

救医疗质量与科室管理水平。展望未来，有必要将

诊医师协会白皮书指出，医疗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更先进的 AI 技术引入急诊信息平台的建设中，以全

可以有效地提高急诊工作效率，促进患者医疗安全，

面实现智能化和便捷化。

［16］

减少医疗差错和改善医生工作效率

。本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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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新闻速递·
C- 反应蛋白指导下的 AECOPD 患者抗菌药物治疗
临床显示 C- 反应蛋白（CRP）即时检测可能会减少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AECOPD）患者不必要的抗菌药物治疗，
而不会给患者造成伤害。为此，有学者开展了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该研究纳入了初级保健病历中诊断为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COPD），且因 AECOPD 而在英格兰和威尔士 86 家全科诊所就诊的 653 例患者。患者被随机分配接受 CRP 即时检测指导
下的常规治疗（CRP 指导组），或者单独常规治疗（常规治疗组）。主要评价指标为随机分组后 4 周内患者因 AECOPD 使用抗菌
药物的比例（以证明优效性），以及随机分组后 2 周时使用临床 COPD 问卷（包含 10 个项目，评分范围为 0～6 分，0 分为 COPD
恢复非常好，6 分为 COPD 恢复极差）评估的 COPD 相关恢复状况（以证明非劣效性）。结果显示 ：653 例患者中共 649 例纳
入分析，其中 CRP 指导组 325 例，常规治疗组 324 例。CRP 指导组 4 周内因 AECOPD 使用抗菌药物的患者比例较常规治疗
组低〔57.0% 比 77.4% ；校正优势比（OR）＝0.31，95% 可信区间（95%CI）＝0.20～0.47〕。两组患者 2 周时临床 COPD 问卷总
分的校正平均差为 -0.19 分（双侧 90%CI＝-0.33～-0.05），以 CRP 指导组的结果较好。除 1 例患者外，所有患者在初次就诊
时医师开具了抗菌药物处方，前 4 周随访期间 96.9% 患者接到抗菌药物处方。CRP 指导组在初次就诊时和前 4 周随访期间医
师开具抗菌药物处方的患者比例均明显低于常规治疗组（初次就诊 ：47.7% 比 69.7%，差异为 22.0%，校正 OR＝0.31，95%CI＝
0.21～0.45 ；随访期间 ：59.1% 比 79.7%，差异为 20.6%，校正 OR＝0.30，95%CI＝0.20～0.46）。随机分组后 4 周内，常规治疗组
有 2 例患者死亡（死因与该试验无关）。研究人员据此得出结论 ：在初级保健诊所于 CRP 指导下为 AECOPD 患者开具抗菌药
物处方与由临床医师开具抗菌药物处方相比，前一种方案因 AECOPD 使用抗菌药物的患者比例较低，且无造成伤害的证据。
罗红敏，编译自《N Engl J Med》，2019，381（2）：111-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