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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医疗风险最小化的县区级医院抢救策略
梁启军 1，邓斌 2，邱友民 2，郭忠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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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县区级医院医疗风险最小化的抢救策略及相关管理要点。方法 从临床实际出发，
通过归纳、总结、整理方法，分析区县医院医疗风险最小化的方法。结果及结论 合理有效的临床医疗运作流
程，及时进行必要的紧急初始检查，掌握不同危急情况下的抢救程序，及时会诊，遵循最新治疗用药指南或专家
共识，端正治疗动机、最大化治疗效果，边治边诊，医患沟通到位、医疗文书记录要及时，有步骤地提高危重和疑
难疾病诊治能力，及时纠正错误和失误、及时有效进行危机公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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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important points of rescue strategies in saving patients and related 
administration to minimize the medical risk of county or district hospitals. Methods The analytic method to 
minimize the medical risk of district and county hospitals was from clinical practice and via induction， summary 
and reorganization. Results and Conclusions The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clinical medical operative process 
includes， timely necessary emergency initial examinations， immediately organizing group consultation after mastering 
the emergency rescue procedures in various critical situations， following the newest modern treatment guidelines or 
professional expert consensus， treating patients with correct motivation to maximiz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carrying 
out treatment while the diagnosis confirmed， properly communicating between doctor and patient， timely recording 
the medical record， improving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capacity in cases with critical and difficult diseases step by 
step， correcting the errors and mistakes， immediately and effectively proceeding to crisis public relations i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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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是提供社会医疗服务的地方，临床医护人

员是医疗服务的实践主体，他们既是医疗服务的提

供者，也是临床压力和医疗风险的承担者。国外一

项回顾性研究显示，各种医疗专业都会产生医疗纠

纷［1］。国内一项研究对 1949 年至 2010 年相关文献

报道的医疗风险成因进行了系统总结分析，发现医

院方面的因素是主要因素［2］；诊断失误、治疗不当

是产生医疗纠纷的最常见原因［3-5］。因此，从院方、

医务人员入手，优化医疗运行模式，提高诊疗质量，

改善服务态度，既可更好地惠益患者、最小化医疗风

险；又有利于降低临床压力，维护医务人员自身的安

全和权益。尤其是广大基层医院检查设备不完备，

检测技术不全或有限，总体诊疗水平偏低，但服务的

人群中仍不乏危重、疑难患者。如何探索和总结出

适合自身实际的诊疗运行模式，对于基层医院医务

人员自身和就诊患者的身心健康都有非常直接的现

实意义。下面仅从最小化医疗风险的角度，叙述一

些县区级医院可行的管理和抢救策略。

1 合理有效的临床医疗运作流程

 医院是一个医疗系统，一个科室是一个团队，临

床科室是医院医疗的核心单元。合理有效的医院、

科室工作运作流程是使压力和风险最小化的第一

因素，临床科室的工作流程尤其重要。医疗环节上

的错误绝大多数来自于不良的系统设计、作业流程

和工作条件等，人员仅仅是在特殊条件下被诱导而

造成错误的因素［6］。规模较大的医院一般设立重症

监护病房（ICU），便于对危重患者进行集中诊治和

护理，院前急救、急诊科、ICU 三位一体的急救诊疗

模式值得提倡［7］。科室排班要相对稳定有序，交接

班要衔接紧密，切忌脱岗，病房要保证 24 h 有医生

在岗在位，保证患者病情变化需要医务人员处理时

医生或护士可以及时到场。如果疲劳排班，连轴转

式排班或夜班太过频繁，则会造成医生或护士有过

度疲劳感、心情不畅，使反应的敏感性降低，处理危

急情况时就容易出错；心情不畅工作态度就会不好，

就容易诱发医患语言冲撞、激化医患矛盾。医院风

险最小化的第一道防火墙就是诊疗运作流程有序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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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值班医生护士在岗在位、危急情况及时处理、

态度和蔼。同一性质的医疗问题发生 1 次可能是技

术层面问题，发生 3 次就肯定是运作流程方面的问

题（管理层面），应该及时发现相关原因，进行整改、

优化。对既往医疗案例进行经验分析有助于规避风 
险，对危险因子及时预警更是规避医疗风险的有效

方法［8］，有效的医院管理可以显著降低医疗风险［9］。

2 及时进行必要的紧急初始检查

 每个医院或科室都有技术天花板，不要收治那

些自己医院或科室技术力量确实无法救治的患者。

一旦收入病因、诊断不明或者较为急重的患者，一定

要及时进行必要的紧急初始检查。怀疑脑血管意外

的可以急查头颅 CT 或 MRI、血常规、电解质、血糖

等；怀疑心血管疾病的可以急查心电图、胸片、电解

质、心肌酶谱、肌钙蛋白或血糖等；怀疑感染或呼吸

系统疾病的可以急查血常规、胸部 X 线片或 CT、心
电图、电解质、血糖等；怀疑糖尿病可以急查血常规、

血糖、电解质、尿常规等；怀疑中毒应进行相应毒物

分析。

 对于病因和诊断明确的患者，也要及时进行针

对性检查以评估病情的轻重、发现隐蔽的致死性并

发症。如车祸骨折患者，检查骨折处影像学可知晓

骨折类型及周边软组织损伤的严重程度；检查血常

规可增加判断是否伴发内脏出血的依据。在接诊的

第一时间进行必要的初始检查的好处： ① 有助于及

时确诊，可在第一治疗时间窗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

提高疗效； ② 提供初始客观临床依据，使以后的相

同检查有比较对象，很多问题需要在动态观察和比

较中发现； ③ 让患者及家属从心里感觉医务人员对

诊断治疗的认真与重视，增加医患感情，降低医患冲

突发生概率； ④ 如果出现医疗纠纷，必要的初始紧

急检查是证明医务人员尽心尽力、诊断治疗及时最

有力证据之一。总之，及时进行必要的紧急初始检

查是提高诊疗质量和规避医疗风险的一种理念和有

力措施之一。

3 首先熟悉掌握不同危急情况下的抢救程序

 医生在临床工作中主要有两种临床思维，一个

是急救处理思维，另一个是求因治病思维。前者重

在对症处理，维持生命存在与继续，为进一步针对病

因治疗赢得时间；后者目的是针对病因以治愈疾病、

使患者康复。面对危重患者和突发危急情况，医生

及时应对和处理得当，一能救治患者生命，二能减少

医疗纠纷，因为正确诊治是避免医疗纠纷的最有效

手段［10］。这要求医生平时要熟悉和会使用危急情

况下的抢救程序与技术，才不致于在突发情况时无

所适从，错失抢救时机。如遇到药物过敏性休克患

者可以按照下列程序抢救： ① 立即停药，维持通道，

静脉滴注（静滴）生理盐水（NS），吸氧； ② 立即肌

肉注射（肌注）肾上腺素 1 mg（1 支）、静脉推注（静

推）地塞米松 10 mg ； ③ 肌注异丙嗪 25 mg ；静推

NS 20 mL + 10% 葡萄糖酸钙 10 mL ； ④ 使用心电

监护，持续监测基本生命体征； ⑤ 补液，评估补液速

度和补液类别以及是否需要应用升压药，如果需要

静滴或微泵泵入 NS 100 mL + 多巴胺 20 mg × 5 支，

根据血压调节速度或停用； ⑥ 评估是否需要应用

呼吸机或气管插管，是否需要请会诊； ⑦ 评估是否

需要重复肌注肾上腺素 1 mg（1 支）、静推地塞米松 
10 mg； ⑧ 及时记录抢救过程。

 原因不明的“突然昏迷”可能是低血糖性休克、

脑血管意外，也可能是呼吸道骤然收缩引起的呼吸

衰竭、心室纤颤（室颤）、心肌梗死或心搏骤停。如

果根据病史、发病症状、体征一下子无法诊断、鉴

别，则可以首先采取如下抢救程序： ① 立即判断或

测定基本生命体征，如呼吸、心跳、血压、脉搏、意识

等； ② 判断气道是否畅通、是否痰赌气道，可疑痰赌

者迅速吸痰一次，如果畅通，立即予吸氧；呼吸微弱

或停止者，给予强力人工呼吸 2 次，争取冲开气道；  
③ 由护士或助手紧急进行心电监护，以便随时、直

观监测基本生命体征； ④ 判断是否需要除颤，如果

是室颤，根据发病时间窗予以除颤［11］； ⑤ 血压测不

到或很低时，给予多巴胺 20 mg（1 支） 或去甲肾上

腺素 2 mg（1 支）静推，然后微泵泵入 NS 50 mL + 多 
巴胺 100 mg 或 NS 50 mL + 去甲肾上腺素 20 mg，根
据血压调节滴速； ⑥ 心跳微弱者或停止者给予胸外

按压，同时静推肾上腺素 1 mg（1 支），肌注山莨菪

碱 20 mg，改善组织微循环［12］。如果是气道炎症明

显的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患者，静推

地塞米松 5 mg 抑制呼吸道炎症； ⑦ 通知家属、下发

病危通知书，测定电脑血糖判断能量代谢，进行床边

心电图检查以便深入分析心脏电生理及血供情况，

请求会诊； ⑧ 血氧饱和度持续＜0.80 应考虑使用呼

吸机或气管插管； ⑨ 判断需要补液的性质、速度和

量进行补液； ⑩ 判断是否继续静推肾上腺素 1 mg
（1 支），室上性心动过速者静推利多卡因 5 mg，心率

趋缓者静推阿托品 0.5 mg，酌情使用呼吸兴奋剂、支

气管扩张剂等其他抢救用药； 11  进行其他必要的检

查； 12  根据现有临床资料进一步明确诊断，及时进

行后续抢救； 13  及时详细记录抢救过程。理解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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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上述抢救流程，一旦遇到上述突发情况，值班医生

如果按照上述抢救流程操作，首先是成功率提高了，

其次是抢救操作比较规范、到位，不会因为操作有误

引起医疗纠纷。

4 及时会诊

 会诊应该是一种医疗制度和习惯。医生专业背

景、临床经历不同，临床诊治的视角和长处就不同。

及时对一个复杂或急重患者进行会诊至少有以下好

处： ① 提供技术支撑，避免犯常识性错误； ② 体现

对患者及病情重视，可以起到心理治疗及情绪稳定

器的作用； ③ 减少医疗纠纷发生率，医生之间的有

效协作与沟通也是预防医疗差错和纠纷发生的重要

方面［13］。

5 首先遵循最新治疗用药指南或专家共识

 某一疾病的治疗用药指南或治疗专家共识，不

是这个疾病治疗的现有最高水平，更不代表未来的

治疗高度，只是基于既往治疗进展总结出获得大量

临床证据的、可行的、有效的、尚未被全面熟悉和应

用、确有普及和执行的必要、可使该病患者获益的治

疗步骤和具体用药规范。如果一个医生对某种疾病

的病理生理认识精深、临床治疗例数较多、有独到理

论或心得，其疗效远远超越一般医生，完全没有必要

遵循该病的治疗用药指南或专家共识，而就是应该

追求、提高自己的治法，自己的治法很可能就代表这

种疾病治疗的发展方向，是为未来治疗指南储备元

素。但作为技术水平还有待提高的刚开始从事临床

工作的医生和基层医生，或是面对不是非常有把握

病情发展的患者，最好首先按照最新进展的治疗指

南或专家共识进行治疗。这样做，可以避免根据老

经验应用了早就被淘汰的治疗方案或药物，避免出

现患者获得的治疗质量远低一般水平的个案现象；

按照遵循用药指南或专家共识进行治疗，如果患者

或家属最终质疑治疗质量，也是证明治疗质量和避

免医疗风险的依据。

6 边治边诊

 有些疾病病情比较复杂，基层医院检测设备又

有限，一时无法确诊，那就要求医生结合应用急救处

理思维和求因治病思维，充分利用现有的设备和技

术力量边治边诊。治疗思路是先解决已经发现的问

题或异常，即对症治疗和维持基本生命指征正常，比

如有感染的抗感染，有出血的先止血，血容量不足者

补液，血压降低的升压，高热者物理降温，呼吸困难

者吸氧。但有些治疗措施要充分考虑其鉴别诊断及

实施方案，如疼痛应用镇痛药，发热应用激素退热，

酮症酸中毒者的血糖降低速度，血压过高者的降压

速度，应激性心率过快的心率抑制程度等都应注意，

如果处理不当会掩盖或加重病情。诊断思路是既要

坚持一元论以利明确诊断，又要思路开阔防止漏诊。

有些患者的很多症状是一种疾病所致，有些患者是

多病多症，特别是老年患者，高血压、颈椎病、动脉硬

化、 2 型糖尿病、冠脉综合征（心肌缺血性疾病）、慢

性支气管炎、慢性胃炎、慢性胆囊炎等疾病易潜在、

多发、并发，诊断时考虑要多一些，利用医院现有技

术力量和设备边治边诊。只要该做的都做了，很多

问题会解决，即使没有解决，患者及家属也会理解，

医患相互理解了，风险自然就少了。最终，对于诊治

确有难度的患者，也不应该久拖不决，及时推荐转到

高级别医院诊治，这也体现了患者利益最大化、减少

风险的一种做法。

7 医患沟通到位，医疗文书记录要及时

 患者病情各有不同，家庭情况千差万别。与患

者充分沟通，就可以了解患者的具体情况及对治疗

费用的承受能力，以便选择更适合患者的治疗策略，

也使患者的倾诉欲求得以释放，有利于融洽医患关

系。就重要诊断、治疗措施与患者或家属沟通，患者

或家属就会感觉被重视，治疗策略就容易执行，医患

矛盾就会减少。有效的医患沟通是使患者接受临

床风险（纯技术风险）、建立和谐医患关系、减少医

疗纠纷（社会风险）的有效措施［9，14-17］。医生护士

做得再好，不及时记入病案中，就不是客观的可视依

据，所以医疗文书记录要及时。对于患者不尊医嘱、

不配合的言行要及时记录在案；患者同意或拒绝的

重要诊断、治疗措施都要记录在案，或签字于相关意

见书并保留。一旦纠纷出现，高质量的病案及相关

文书就是规避医疗风险的“防弹衣” ［18］。

8 有步骤地提高危重和疑难疾病的诊治能力

 不能因为规避医疗风险，把危重患者都拒之门

外，而是要有步骤地收治危重和疑难疾病，通过提

高危重和疑难疾病诊治能力以减少风险。内科危重

疾病常见于脑血管意外、急性冠脉综合征（包括心

肌梗死）、重症感染或呼吸衰竭、休克、各种急性中毒

等，可以通过分类救治总结提高疗效。如欲提高重

症感染或呼吸衰竭诊治能力，按照不需要使用呼吸

机、需要使用无创呼吸机、需要气管插管的三级相对

难易梯度，先收治可能不需要使用呼吸机的若干例

患者治疗后总结一下，再收治需要使用无创呼吸机

的若干例患者治疗后总结一下，最后收治若干例需

要气管插管的患者。经历这样相对稳妥、循序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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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临床实践，就可以基本掌握这类疾病的药物使用、

呼吸机使用、气管插管的操作及护理要点。其他类

危重疾病依此类推。等各类危重疾病诊治水平都提

高了，还会产生诊疗技能叠加效应，危重和疑难疾病

诊治能力就会取得质的提升。危重和疑难疾病诊治

能力提高了，疗效和患者满意度都相应提高，医疗风

险也相应降低。要坚持自学、通过临床实践学习，还

要懂得向上级医院学习、向业内同行学习，方式有参

加学术会议，去上级医院进修，与上级医院合作，通

过数据库走循证路径等。

9 危机公关要及时有效

 由于医务人员面对的是“千金之体”，不是可以

随意拆开的机器，无论怎样认真和努力，有时不足、

错误、失误都会难免，其实临床医生或护士的成长过

程就是不断改正错误、纠正失误的实践过程，任何名

医、高手心里都有曾经的遗憾，这是医疗行业发展

或医生、护士成长的必付“学费”。我们要的不是免

交学费，而是要少交学费。医院要支持、鼓励临床诊

疗的尝试与创新，要为医生、护士“首先吃螃蟹的错

误、不可避免的错误”买单。失误一旦发生了，要及

时总结，找出真正原因，有针对性地进行整改、提高，

防止再出现。无论是医生、护士方面的原因，还是患

者及家属方面的原因，一旦出现医患纠纷或者有纠

纷苗头，要立即介入危机公关，及时终止纠纷或使

医疗风险最小化。可以采取以下步骤： ① 及时完善

遗漏的医疗文书； ② 兼听双方陈述与观点，掌握事

情真相； ③ 向患者阐明医生、护士已经尽心尽力，诊

断、治疗是正确、规范的，问题来源于疾病的复杂与

危重； ④ 向患者或家属表示尊重、理解； ⑤ 进行谈

判或沟通，对于患者或家属的要求要及时予以合法、

合情的具体满足，以缩短问题解决时间和减少负面

影响； ⑥ 对于患者或家属的无理要求，请相关部门

或机构介入，选择适当策略化解或解决； ⑦ 必要情

况下，进行策略宣传，化危机、风险为医院或科室正

面宣传机会［19］。

10 结 语

 目前我国对医疗风险的认识和研究相对滞后，

还处在就事论事、事后堵窟窿阶段［20］，防患于未然

的观念和做法还很缺乏。一个基层医院或科室在平

时的医疗工作中，如果把上述观念引入实践，并内化

成医疗临床习惯，就能做到：防范了该防范的、查了 

该查的、治了该治的、拒绝了该拒绝的、沟通了该沟

通的、努力了该努力的、学了该学的、补救了该补救

的，结果就是患者利益最大化、医德最大化，医疗风

险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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