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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科人力资源现状



消化科人力资源分析

现状 分析 对策

资深护士》30年1人 工作经验丰富，沟通能力强，夜班不能胜任， 应发挥特长，适合安排健康教育、慢病管理工
作；

工作年限《5年者4人 有一定工作经验，但服务意识、专科技术及急
危重症管理经验不足

应重点培训服务意识、专科技术及急危重症抢
救能力

护理中坚力量充足 疾病护理能力过硬，管理、科研能力欠缺 拓展亚专科业务，适当安排进修、学习机会

取得相关资格证书者为数不少 未应用于临床服务患者 应充分发挥特长，将所学应用到慢病管理及相
应工作中去

定科人员占编制80%，工作年限均》4年 职业倦怠感及面临婚姻、家庭、二孩时代等问
题，精力及工作热情势必有所影响，

要注意稳定军心，激发工作热情，确保专科持
续发展

没有研究生 迫于生存压力、婚姻问题等再深造热情不高， 在各方面予以政策倾斜，争取鼓励1人参加深
造；



专科业务特点及自身定位

致命伤：科研能力差

护理人才队伍不稳定

亚专科精细化、专业化、全面铺开

急危重症占30%（出血/胰
腺炎）

慢病占30-50%（IBD、肝
硬化）

需要一批技业务精良、能打硬仗的“战士”；

又要有一批有爱心、懂业务、懂得沟通与奉
献的“天使”



危重病人急

救技能

1、亚专科护
理
2、科研、教
学能力

核心：梯队管理---临床护理能力培养

N1 N2 N3-4



（一）N1护士：提升病情观察能力

提高交班质量

改进沟通方式

制定专科标准
消化科护理工作指南

SBAR联合预警评分
在危重患者中的应用

专科项目交班制

1

2

3



一、N1护士：提升病情观察能力(1)

专业知识
充实

武装自己



提升病情观察能力(2)：改良沟通方法

• 管理是“雪中送炭”---护士需要什么？



科室现状调查

• 护士对消化道出血患者病情观察现状调查（自评表）；结果
• 护士对消化道出血病危患者病情掌握调查；得分72.5

• 关于医护沟通之护士体验；得分65.5

• 医生对护士病情汇报满意度测评；得分72.5

• 不良事件发生率
• 病人的满意度



应对：

• 标准化沟通方式（SBAR）联合预警评分在危重患者中的应用



实施



改良版危重患者提示单

作为模板，
全院推广！



效果--实施65例危重患者

l 1、提高临床护士的预警意识和预测能力，危重症检
查多次得到表扬，尤其病情掌握

l 2、提高医护、护护之间有效沟通；探索适用于临床
医护间有效的沟通模式

l 3、促进改良早期评分系统适用于消化道出血患者并
全面推广

l 4、建立简便快捷有效的交班模式与流程
l 5、提升患者满意度，节约医疗资源
l 6、不良事件发生率
l 6、促进患者安全文化的建立，优化电子病历系统



提升病情观察能力（3）：交接班手稿



提升病情观察能力（4）：重视交班本

• 专科特殊治疗、检查：胃肠镜、类克、内镜下微创治疗
• 危急值书面交班
• 患者外出
• 特殊事件：风险评分、5点血糖

目的：
重点病人在心中
保证病人安全



适岗能力培训

二、N2护士（1）：特殊岗位适岗能力培训（主班、治疗、
夜班）



适岗能力考核



N2护士（2）：提高护士的执行力

• DVT执行单
• PICC术后执行单
• 肠镜检查执行单



N2护士（3）：亚专科护理能力培养---护理流程再造

• 肠镜检查流程：
• 微创治疗术流程（ESD/POERM/ERCP/食道静脉套扎/胰腺穿刺)



N2护士（4）：
提高疾病护理能力--专科重点疾病护理能力培训与考核



技能演示

情
景
模
拟
教
学

护理查房



给护士壮胆：
突发事件及应急能力培训；



技能演示 带教会议



带教会议反馈



三、N3-N4护士:多向选择，参与质控及亚专科管
理

质控小组组
长

慢病管理
（IBD）4人 早癌组3人 肠内营养组

4人

护理专病门
诊



N3-N4护士（1）：
结合个人兴趣及意愿，自由选择亚专科护理组



N3-N4护士（2）：参与质控



N3-N4（3）：参与科室管理-----专科规范、流程
与制度 的修订

• 规范：印消化科《住院患者指南》、各类疾病及微创治疗出院指导12种

• 病区管理制度：（护办室、值班室、茶歇间、医生办公室)；医护共同参与

科室管理

• 流程：住院患者转院区（南区、西区）流程、大出血病人转科（手术室、内

镜室）流程、随访流程、专科护理技术操作流程（测腹围等）、



N3-N4护士（4）：护理业务拓展与延伸
 

• 护理门诊；
• 慢病管理；



1、每周三次门诊

2、病种：功能性胃肠病、消化

道早癌、IBD、

3、主要工作：各类量表、提供

饮食、用药、疾病知识宣教及

心理疏导

高年资护士参与慢病管理及护理门诊

2015.5月开诊



发掘护士潜力，拓展专业内涵：专科疾病专项管理

IBD-MDT
管理

IBD

快速康复FTS
管理

早癌ESD



 我院IBD现状

数据来源：安徽省立医院病案室



我院IBD现状

PS:数据截2017年3月31日

从2013年1月至2017年3月底，累计IBD登记332人；
完整建档并纳入延续性护理的237人（男性152人，女性85人）；
确诊为肠结核或风湿科疾病者后剔除登记随访的15人，未确诊18人，死亡1人，失
访10人；
在访可控人数：211人；

疾病亚型分类



IBD-MDT

消化科
医生 营养科

医生

普外科
医生

影像科、
病理科

护士

IBD-MDT人员组成（2015.4）



      培养专科护士1.

其中我们护理团队需要做的：病人管理

      发放宣传资料

      长期召开病友会传播健康知识

      开展以护士为主的慢病管理门诊

      建立医护患沟通平台(QQ、微信)

      收治入院病人的档案建立

2.

3.

4.

5.

6.

      建立长期电话随访制度7.



1、路径化管
理

2、专人管理
3、小课堂
4、视频宣教

1、专病门诊
2、专病护理
门诊

3、优先预约
、挂号、检查

4、优先住院

1、就诊卡
2、病友会
3、义诊
4、视频会
5、电子随访
系统

IBD管理流程

门诊 住院 出院



ü 住院路径化管理

量表

知识测试

入科评估

出院后1月、3月随访
针对性干预

建档
首次确诊患者

全面细致的评估，包含患者的
生活质量、心理状态、营养状
况，为后续的治疗和护理提供
依据



《居家疾病知识掌握测试题》
评估、考核、跟进，提高患者自我管理能力



细节管理

流程及细节管理



构建信息化沟通平台：QQ、微信集中管理和宣教



医护联合网上出诊， 每周一次；
动态关注，答疑解惑



QQ参与度与转归分析
（n=78，入群40人，未入群38人）



量
表

知识测
试 入科评估

出院后1月、3月随访针对性干
预

建档
住院患者

1、炎症性肠病：IBD慢病管理平台的应用

1、住院路径化管理、

2、病友会、义诊、电子随访

3、专病护理门诊、QQ网上门诊、

4、病友群（QQ/微信）微信官网; 微信APP（筹备）



1.1完成既往资料的整理与统计

                                         我院IBD现状

PS:数据截2017年3月31日

从2013年1月至2017年3月底，累计IBD登记332人；
完整建档并纳入延续性护理的237人（男性152人，女性85人）；
确诊为肠结核或风湿科疾病者后剔除登记随访的15人，未确诊18人，死亡1人，失访10人；
在访可控人数：211人；

疾病亚型分类



BMI

1.1.1首次确诊IBD患者生活质量、营养状况统计
                   (n=101)



SAS

完整建档并纳入延续性护理的患者中（拒绝自测2人）：

SAS
0~49 50~59 60~69 69~
146 13 7 3

SDS
0~52 53~62 63~72 72~
140 18 9 2

1.1.2心理（焦虑、抑郁）状况统计
               （n=171）



     1.1.3 初次确诊患者

qq参与度与转归分析（n=78，入群40人，未入群38人）







1.2.1 住院指标：

数据来源：安徽省立医院病案室



1.2.2  住院指标：



1.2.3  住院指标



1.3  护理专病门诊工作



门诊干预效果



1.4  慢病要雪中送炭；
网络定期提醒，提高类克治疗依从性

1、在用类克治疗患者37人，新入组21人

2、按期治疗率由85%上升到92%



                   初步成果分享



 住院指标：





新的关注重点：院后专项跟进：克罗恩病患者接受类克治疗患者现状调查

1、结束疗程（或自动终止疗程）调查

人数：13人

平均治疗次
数：9.54次



2、正在接受类克治疗患者现状

人数：23人

平均治疗次
数：9.83次



举措：网络定期提醒，提高类克治疗依从性

     1、在用类克治疗患者37人，新入组21人
     2、100%在访
     3、按期治疗率由85%上升到92%

                          不放弃每一个病人



治疗依从性

• 肠内营养

• 生物制剂方案接受度

• 自我管理能力

• 满意度



01

有效改善患者

的结局与专归

02

提高治疗依从性

改善生活质量

03

提高满意度

结论：IBD慢病管理平台



证书



提供平台，展示各自特长

• 宣传、摄影、写作

• 文娱项目

•  鼓励业务骨干护士长竞聘

• 选派1人进修护士



岗位和层级管理：
一月一考核，一年一总评，两年一聘

原则：能上能下，不按
资排辈！

每个人都有希望，只要
你足够优秀！



不搞一言堂，护士的事情护士做主！
了解她们所想的，给她们所要的！全员管理！



成效：住院管理指标分析

数据来源：安徽省立医院病案室



门诊工作量统计





团结、向上、爱学习的团队
加强在职教育，提升专科护理水平

人均3.1个；国家级资质人均1.25个



拓宽视野：
在科室及护理部支持下外派学习进修及科研



共同进步，共同提高！共同提高进步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 质控、管理、教学：省内、院区汇报，交流
经验

• 消化科新技术下乡扶贫汇报，
• 慢病管理：安徽省内科慢病研讨班交流
• 快速康复：三新课题结题；
• 学术会议：2017年9月西安消化科病年会投

稿7篇，
• 大会发言交流2篇，壁报2篇.书面交流3篇
• 论文4篇，发表2篇



不仅重视专业素养
更多方提供平台，展示各自特长，促进成长

• 宣传、摄影、写作

• 文娱项目

•  业务骨干鼓励护士长竞聘



总关注人数 推送文章 坚持原创

发挥自媒体优势，传播疾病保健知识，消化科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85.2
%

4.3%



自身的成长，收获无形的感动；来自同道、患者、新闻媒
体的肯定

           



荣誉墙：科室成立独立病区3年余，连续3年获院优质服务
示范病区、多项先进集体奖



护士专业提升



在职继续教育与专业拓展



科室取得证书汇总；人均3.1个；国家认可的证书人均1.3个



















共同进步，共同提高！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 质控、管理、教学：省内、院区汇报，交流经
验；

• 慢病管理：安徽省内科慢病研讨班经验交流；

• 快速康复：三新课题结题；

• 学术会议：2017年9月西安消化科病年会投稿
7篇，

• 大会发言交流2篇，壁报2篇.书面交流3篇



更重要的是，多方满意

• 不良事件发生率

• 院办、护理部满意度

• 医生对护士的满意度

• 护士满意度：对科室工作氛围、护士长的满意度、团队建设100%



自身的成长，收获无形的感动；来自同道、患者、
新闻媒体的肯定与宣传报道



荣誉墙：科室成立独立病区3年，连续3年获院优质
服务示范病区、多项先进集体奖



科室理念：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

• 感谢消化科护理部姐妹们
的辛苦付出



省医一家亲！
• 每个人的成长凝聚了各级领导、同事的信任、支持、帮助！

• 感谢省医大家庭，提供给护士如此多的发展空间和平台！

“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
                                   
                                                 ——马克思、恩格斯



包公故里，大湖名城，创新高地---合肥欢迎您做客！
百年老院,智慧前行！---省医欢迎您来学习、交流！


